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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ques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was put forward,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point of 

academic research field. But Chinese corporations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is problem in a relatively short time, and more focusing 

on the definition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chose all the eligible listed A-shares which was issued before the end of 

2014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 as samples, using the method by connect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icator and financial indicators to establish a CSR evaluating system. In order to analysis the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performa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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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问题被提出至今，已经成为了学界研究的重点，但中国关注这一问题的时间相对较短，更

多的是集中于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本文选择了中国沪深两市所有符合条件的在2014年底前上市的A股为样本，通过连

接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标和财务指标来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估系统，以此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

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CSR），评估系统，上市公司 

 

1．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已成为世界经济

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然而与上市公司大力拓展自身业务，扩大经营范围相

对应的，是其在企业社会责任上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来自

社会的关注，上市公司的劳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逃税

问题、贿赂问题近些年屡见不鲜，这一系列问题的爆发凸

显了对应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固然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

角度来看恪守企业社会责任会带来一定成本的增加，但事

实上却不能简单的如此衡量，积极履行他们相应承担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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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责任将帮助公司本身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从长久来看可

以更稳固的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更好的打开市场。在中国，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起步较晚，相关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因此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披露尚不规范。因此，建立一

个合理的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评估系统十分必要。 

2．文献综述 

2.1．企业社会责任概述 

最早提出社会责任这一思想的是Smith A.（1776）[1]，

他认为企业应尽可能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提供社会需

求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消费者认为的理想价格出售给他们，

这就是履行了企业所应承担的的社会责任。可以说，这是

社会责任的一个雏形，但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并不复杂，

生产水平是极大制约企业发展的一道瓶颈，但随着经济的

发展，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带来了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分

配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反而不能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

此时学者们开始探索新的企业发展目标，他们关注的目光

转向了商业伦理。 

Carrol（1991）[2]应用金字塔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

做了进一步的界定，他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经济责任、法

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四方面，并按金字塔形状从

低向高排列，以示责任水平逐步递增。由于Carrol也认同

对于企业家来说获取经济利益是他们开展经济活动的根

本目的，因而经济责任是企业最基本的责任，以盈利为目

的，他们几乎所有的活动均建立在这一目的上。在经济责

任之上，企业还必须遵守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法律法规，这

又是企业在经营中需注意的基本规则，这就是企业的法律

责任，它建立在守法的基础上，表现为企业遵守经济秩序

进行经营活动。企业的伦理责任简单的来说就是要求企业

行事合乎伦理，避免损害包括消费者、员工在内的利益相

关者的利益，虽然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中都包含了部分伦

理责任，但伦理责任中更包括了在经营与法律条文中未被

纳入但大众所期待的部分，因此其位于更上的地位。慈善

责任的本质是成为一个良好的企业公民，如对教育活动的

资助。Carrol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被众多学者所接纳，且

时至今日仍然可被加以扩展应用[3]。 

自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后，国内外学者不断进行

完善，但是却尚不能达成一个统一的界定，直到2010年9

月12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26000）通过了社会责任的国

际标准草案，对社会责任有了明确定义，这一标准指出社

会责任的主体是组织，组织在遵守适用法律并与国际行为

规范一致的前提下，要充分考虑利益相关方的期望，通过

将社会责任理念融入组织及组织各种活动涉及的各种关

系之中，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增进社会健康和福利
1
。

 
 

2.2．企业社会责任实证研究综述 

Margolis、Walsh（2001）[4]对企业社会表现与财务

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50%呈正向关系，剩下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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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分别为不相关、复杂与负向关系，虽然这一结论

并不能使我们显著构建企业社会表现与其财务绩效之间

关系，但50%的正相关一定程度上还是显示了企业承担社

会责任有助于提升其财务绩效。Moskowitz（1972）[5]

通过对67家公司的研究发现，承担较多社会责任的公司，

其平均股票回报也相对较高，进一步得出了企业社会责任

与其股票价值呈正相关系的结论。与之相反的是，VanCe

（1975）[6]以纽交所部分上市公司作为参照样本，选取

Moskowitz（1972）研究样本中的一个子样本进行分析后

发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的股票市场表现却低于参照

样本，由此他得出企业社会责任与其财务绩效负相关的结

论[7]。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跨国公

司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与公司绩效应该呈正相关关系，而

Moskowitz与VanCe基本相同的样本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这或许与解释变量的选取，误差项的剔除有关，这一分歧

也从侧面说明了企业社会责任实证考察的复杂度，这一结

论从后人的研究中亦可发现。 

沈洪涛（2005）[8]以1997年至2003年沪深股市非金

融行业A股企业为研究样本，在控制企业规模、行业、地

区和年份的基础上采用社会责任、市场业绩、会计业绩、

企业风险作为解释变量，研究发现当期企业社会责任与财

务业绩显著正相关。同样相对的，陈玉清、马丽丽（2005）

[9]建立了社会责任贡献指标体系，从中国沪深股市上市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会计信息披露数据中抽取样本，结果显

示企业社会责任贡献与公司价值并不相关，而且不同行业

之间的差异显著。从上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学者们的实

证研究尚不能达成一致，尤其是研究样本趋同仍有此现象，

除计量方法上可能的偏差外，可能与当时企业社会责任定

义尚不明确，以致分析指标体系不够科学，随着2010年

ISO26000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明晰，此后对该问题的实证研

究结论应该会逐渐趋同。 

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李正（2006）[10]采用的方法

是内容分析法中的指数法，作者首先人为划分了企业社

会责任的多个表现类别，如果企业在其年度报告中描述

了当年自身社会责任活动，则赋分1，若同时披露了对

应的金额则再加1分，最后将各小类得分加总得到企业

的社会责任指数并进行比较。牛丽文等（2008）[11]则

采用了模糊性的评价模型来衡量，他们先是建立了一个

科学的因素集和评价集来描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活动，

接着进行权重的分配，继而对这些因素分别评价，从而

通过模糊矩阵对其进行综合评估，得到最终的评价值，

而后又通过将此评价值与之前建立好的评价集进行对

比，从而找到和此值相似的数值从而得到评价。由于“社

会责任”这一尺标并不是那么具象，这种赋分衡量的方

式有其可取之处，但是显得不够严谨，人为因素尚比较

浓重，如今可以大量挖掘此前前人研究中被业界公认的

可用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指标的论述，仿照进行量化，

同时参考ISO26000的定义指标，以此更为科学的进行相

关性检验。此外，对于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争议因素，

也可采取选用合适的工具变量、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弥

补检验，增强文章的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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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构建 

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标价体系中的指标应包括两

方面：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与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其中对企

业社会责任指标的选取主要依据ISO26000的社会责任国

际标准量化，其包含：上市公司对员工的责任、对股东的

责任及对社会的责任。而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则广泛地选

取了尽可能多类别的反应公司经营业绩的财务指标，以期

能最大限度的挖掘能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指标集，财

务指标的选取主要集中在六方面：公司规模、盈利能力、

收益质量、偿债能力、营运能力与成长能力。 

3.1．企业社会责任指标 

3.1.1．对员工的责任 

员工作为公司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上市公司对其雇员

的发展也必然负有一定责任，可以说公司对员工的基本经

济责任与法律责任共同组成了自身社会责任的底线。在本

文中，使用薪酬相关的指标来衡量上市公司对员工的责任，

具体表现为考察其就业贡献率，计算公式为： 

就业贡献率=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平均净资产 （1） 

在对企业财务指标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上市公司职工

薪酬可以分为实际支付与应付两部分，其中应付职工薪酬

仅表明公司理应支付的部分，但由于种种原因尚未支付。

本文的考察重点是上市公司对员工的责任实现程度，因此

对尚记为负债的“应付职工薪酬”部分不予考虑，仅纳入

现金流量表中已发生的“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部分作为指标考察。 

3.1.2．对股东的责任 

上市公司的另一个直接利益相关方就是股东，同时由

于它所具备的高度社会属性，对于管理者来说，他们不仅

需要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经营，同时也必须兼顾股东对盈

余的要求权，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权利要得到保证。在本文

中，为了衡量企业对其股东的责任履行情况，将其作为评

估系统的一部分，所选用的指标为每股收益，其计算公式

为： 

每股收益=净利润/总股本           （2） 

其中为了保证充分考虑到公司对所有股东的责任，这

里的总股本包括了优先股、存量股等所有股种。 

3.1.3．对社会的责任 

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绝不仅仅局

限在满足自身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上，它理应亦满足社会整

体平衡的需求。衡量公司履行最基本社会责任的一个尺度

即为照章纳税，一些上市公司为了降低运营成本会主动寻

找避税机会，甚至逃税，那这就会使不同的上市公司对社

会的贡献处于不同的等级。当然，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承

担是由多因素组成，绝不仅于此，但纳税情况是最能保证

可信度的一个价值尺度，因此本文用税收比率来衡量上市

公司对社会的责任，计算公式为： 

税收比率=支付的各项税费/营业总收入   （3） 

同衡量就业贡献率一样，考察上市公司的税费也可分

为已支付的和应支付的两部分，从衡量责任实现角度考虑，

这里将仅使用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各项税费”部分纳入，

而舍弃资产负债表中的“应缴纳税费”部分。 

3.2．上市公司财务指标 

上市公司之所以要承担社会责任其中的一个原因就

是因为它们需要对自身在经营活动中所耗用的社会资源

进行补偿，而对社会资源的耗用程度就可以被其各种财务

指标所衡量。本文选取了六大类财务指标：公司规模、盈

利能力、收益质量、偿债能力、营运能力与成长能力，共

计16个具体指标，以期尽可能多的发现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的指标集。上市公司具体财务指标如下： 

表1 上市公司财务指标体系。 

财务分析类别 衡量指标 财务分析类别 衡量指标 

公司规模 

总资产对数 

偿债能力 

资产负债率 

净资产对数 流动比率 

总股本对数 现金比率 

盈利能力 

净资产收益率 

营运能力 

存货周转率 

总资产报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净利润/营业总

收入 
总资产周转率 

收益质量 
经营活动净收益

/利润总额 
成长能力 

营业收入增长率 

每股净资产增长率 

总资产增长率 

4．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评估系统实证分析 

4.1．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基

本样本统计指标，因此需排除2015年1月1日及以后上市的

公司不计入本次样本。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上市公司本身

业绩较差的情况下一定会对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产生

冲击，这不在本文的考虑范畴中，所以再剔除目前业绩不

好的样本（即带有ST字样的公司），最后排除数据不全的

公司，得到本次计量分析的全部样本公司2255家。 

4.2．分析方法与模型设计 

本文运用SPSS软件对沪深两市的符合条件的上市公

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与财务指标进行相关与回归分析，

并以此建立一般评价模型加以评价。 

本文构建的分析模型如下： 

0 1 2 3 4 5 6ni n n ni n ni n ni n ni n ni n ni
Y A A S A P A Q A D A O A G= + + + + + +  （4） 

其中：Y：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 

S、P、Q、D、O、G：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收益质量、

偿债能力、营运能力、成长能力； 

n：1，2，3（就业贡献率、每股收益、税收比率）； 

i：1，2，3，……，n（n=样本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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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实证分析与结果 

4.3.1．上市公司对员工的责任 

经SPSS处理样本数据，结果如下所示： 

表2 就业贡献率相关分析。 

指标  就业贡献率 指标  就业贡献率 

就业贡献率 

Pearson相关性 1 

流动比率 

Pearson相关性 -.069** 

显著性（双侧）  显著性（双侧） .001 

N 2255 N 2255 

总资产对数 

Pearson相关性 -.050* 

现金比率 

Pearson相关性 -.050* 

显著性（双侧） .017 显著性（双侧） .017 

N 2255 N 2255 

净资产对数 

Pearson相关性 -.128** 

存货周转率 

Pearson相关性 .005 

显著性（双侧） .000 显著性（双侧） .822 

N 2255 N 2255 

总股本对数 

Pearson相关性 -.015 

应收账款周转率 

Pearson相关性 -.009 

显著性（双侧） .473 显著性（双侧） .653 

N 2255 N 2255 

净资产收益率 

Pearson相关性 .095** 

总资产周转率 

Pearson相关性 .103** 

显著性（双侧） .000 显著性（双侧） .000 

N 2255 N 2255 

总资产报酬率 

Pearson相关性 -.011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 

Pearson相关性 -.023 

显著性（双侧） .600 显著性（双侧） .274 

N 2255 N 2255 

净利润/营业总收入 

Pearson相关性 -.058** 

每股净资产增长率 

Pearson相关性 -.007 

显著性（双侧） .006 显著性（双侧） .726 

N 2255 N 2255 

经营活动净收益/利

润总额 

Pearson相关性 .008 

总资产增长率 

Pearson相关性 -.014 

显著性（双侧） .714 显著性（双侧） .509 

N 2255 N 2255 

资产负债率 

Pearson相关性 .149** 

 显著性（双侧） .000 

N 2255 

*. 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3 就业贡献率模型检验。 

模型 R R方 调整R方 标准估计的误差 

1 .241a .058 .057 .32332 

a.预测变量:(常量),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对数 

表4 就业贡献率差异分析。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1 

回归 14.559 3 4.853 46.426 .000a 

残差 235.306 2251 .105   

总计 249.865 2254    

a.预测变量:(常量),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对数 

b.因变量:就业贡献率 

表5 就业贡献率回归系数。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Beta 

1 

(常量) .360 .046  7.844 .000 

净资产对数 -.050 .006 -.172 -8.226 .000 

净资产收益率 .004 .001 .097 4.714 .000 

资产负债率 .003 .000 .182 8.677 .000 

a.因变量:就业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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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分析结果得出就业贡献率与净资产对数、净资产

收益率以及资产负债率在0.01水平上相关，据此建立回归

方程，显著性水平F=46.426，且相伴概率P<0.01，净资产

对数、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负债率的t值分别为

-8.226,4.714和8.677，且相伴概率P<0.01，结果均显著，

建立方程如下： 

1 1 2 3
0.36 0.05 0.004 0.003Y X X X= − + +    （5） 

其中，Y1：上市公司就业贡献率； 

X1，X2，X3：净资产对数、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

率 

利用回归方程对所选样本上市公司就业贡献率进行

评价，其中表现较好的上市公司为922家，占样本公司数

的40.89%，表现较差的上市公司1333家，占样本公司数的

59.11%。 

4.3.2．上市公司对股东的责任 

经SPSS处理样本数据，结果如下所示： 

表6 每股收益相关分析。 

指标  每股收益 指标  每股收益 

每股收益 

Pearson相关性 1 

流动比率 

Pearson相关性 -.005 

显著性（双侧）  显著性（双侧） .807 

N 2255 N 2255 

总资产对数 

Pearson相关性 .295** 

现金比率 

Pearson相关性 .012 

显著性（双侧） .000 显著性（双侧） .577 

N 2255 N 2255 

净资产对数 

Pearson相关性 .338** 

存货周转率 

Pearson相关性 -.003 

显著性（双侧） .000 显著性（双侧） .870 

N 2255 N 2255 

总股本对数 

Pearson相关性 .067** 

应收账款周转率 

Pearson相关性 .083** 

显著性（双侧） .002 显著性（双侧） .000 

N 2255 N 2255 

净资产收益率 

Pearson相关性 .505** 

总资产周转率 

Pearson相关性 .134** 

显著性（双侧） .000 显著性（双侧） .000 

N 2255 N 2255 

总资产报酬率 

Pearson相关性 .527**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 

Pearson相关性 .027 

显著性（双侧） .000 显著性（双侧） .194 

N 2255 N 2255 

净利润/营业总收入 

Pearson相关性 .179** 

每股净资产增长率 

Pearson相关性 -.010 

显著性（双侧） .000 显著性（双侧） .621 

N 2255 N 2255 

经营活动净收益/利

润总额 

Pearson相关性 .031 

总资产增长率 

Pearson相关性 .003 

显著性（双侧） .144 显著性（双侧） .877 

N 2255 N 2255 

资产负债率 

Pearson相关性 -.004 

 显著性（双侧） .832 

N 2255 

*. 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7 每股收益模型检验。 

模型 R R方 调整R方 标准估计的误差 

2 .731a .534 .533 .32157 

a.预测变量:(常量),应收账款周转率,总资产报酬率,总股本对数,资产收益率,净资产对数,总资产对数 

表8 每股收益差异分析。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2 

回归 266.714 6 44.452 429.881 .000a 

残差 232.457 2248 .103   

总计 499.172 2254    

a.预测变量:(常量),应收账款周转率,总资产报酬率,总股本对数,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对数,总资产对数 

b.因变量: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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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每股收益回归系数。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Beta 

2 

(常量) 3.901 .193  20.253 .000 

总资产对数 .126 .017 .348 7.229 .000 

净资产对数 .213 .019 .523 11.093 .000 

总股本对数 -.324 .013 -.671 -25.853 .000 

净资产收益率 .016 .002 .271 10.082 .000 

总资产报酬率 .027 .003 .301 10.855 .000 

应收账款周转率 1.130E-5 .000 .053 3.683 .000 

a.因变量:每股收益 

根据分析结果得出每股收益与总资产对数，净资产对

数，总股本对数，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和应收账

款周转率在0.01水平上相关，据此建立回归方程显著性水

平F=429.881，且相伴概率P<0.01，总资产对数，净资产

对数，总股本对数，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和应收

账 款 周 转 率 的 t 值 分 别 为 7.229,11.093 ，

-25.853,10.082,10.855和3.683，且相伴概率P<0.01，结

果均显著，建立方程如下：

2 1 2 3 4 5 63.901 0.126 0.213 0.324 0.016 0.027 0.0000113  Y X X X X X X= + + − + + +         （6） 

其中，Y2：上市公司每股收益； 

X1，X2，X3，X4，X5，X6：总资产对数，净资产对数，

总股本对数，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应收账款周

转率 

利用回归方程对所选样本上市公司就业贡献率进行

评价，其中表现较好的上市公司855家，占样本公司数的

37.92%，表现较差的上市公司1400家，占样本公司数的

62.08%。 

4.3.3．上市公司对社会的责任 

经SPSS处理样本数据，结果如下所示： 

表10 税收比率相关分析。 

指标  税收比率 指标  税收比率 

税收比率 

Pearson相关性 1 

流动比率 

Pearson相关性 .134** 

显著性（双侧）  显著性（双侧） .000 

N 2255 N 2255 

总资产对数 

Pearson相关性 .016 

现金比率 

Pearson相关性 .103** 

显著性（双侧） .459 显著性（双侧） .000 

N 2255 N 2255 

净资产对数 

Pearson相关性 .056** 

存货周转率 

Pearson相关性 -.018 

显著性（双侧） .008 显著性（双侧） .396 

N 2255 N 2255 

总股本对数 

Pearson相关性 .047* 

应收账款周转率 

Pearson相关性 .052* 

显著性（双侧） .027 显著性（双侧） .013 

N 2255 N 2255 

净资产收益率 

Pearson相关性 .175** 

总资产周转率 

Pearson相关性 -.267** 

显著性（双侧） .000 显著性（双侧） .000 

N 2255 N 2255 

总资产报酬率 

Pearson相关性 .244**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 

Pearson相关性 -.065** 

显著性（双侧） .000 显著性（双侧） .002 

N 2255 N 2255 

净利润/营业总收入 

Pearson相关性 .595** 

每股净资产增长率 

Pearson相关性 -.011 

显著性（双侧） .000 显著性（双侧） .586 

N 2255 N 2255 

经营活动净收益/利

润总额 

Pearson相关性 .022 

总资产增长率 

Pearson相关性 -.010 

显著性（双侧） .288 显著性（双侧） .637 

N 2255 N 2255 

资产负债率 

Pearson相关性 -.123** 

 显著性（双侧） .000 

N 2255 

*. 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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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税收比率模型检验。 

模型 R R方 调整R方 标准估计的误差 

3 .630a .396 .395 .06321 

a.预测变量:(常量),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流动比率,总资产周转率,净利润/营业总收入,现金比率 

表12 税收比率差异分析。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3 

回归 5.900 5 1.180 295.389 .000a 

残差 8.985 2249 .004   

总计 14.885 2254    

a.预测变量:(常量),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流动比率,总资产周转率,净利润/营业总收入,现金比率 

b.因变量:税收比率 

表13 税收比率回归系数。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Beta 

3 

(常量) .072 .003  28.294 .000 

净利润/营业总收入 .002 .000 .573 34.048 .000 

流动比率 .003 .001 .136 3.156 .002 

现金比率 -.004 .002 -.119 -2.774 .006 

总资产周转率 -.022 .002 -.160 -9.492 .000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 -2.135E-4 .000 -.098 -5.943 .000 

a.因变量:税收比率 

根据分析结果得出税收比率与总资产周转率与净利

润/营业总收入,流动比率,现金比率,总资产周转率,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率在0.01水平上相关，据此建立回归方程显

著性水平F=295.389，且相伴概率P<0.01，总资产周转率

与净利润/营业总收入,流动比率,现金比率,总资产周转

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的t值分别为34.294，3.156，

-2.774，-9.492，-5.943，且相伴概率P<0.01，结果均显

著，建立方程如下： 

3 1 2 3 4 50.072 0.002 0.003 0.004 0.022 0.0002135Y X X X X X= + + − − −                 （7） 

其中，Y3：上市公司税收比率； 

X1，X2，X3，X4，X5：净利润/营业总收入,流动比率,

现金比率,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 

利用回归方程对所选样本上市公司就业贡献率进行

评价，其中表现较好的上市公司仅855家，占样本公司数

的37.92%，表现较差的上市公司1400家，占样本公司数的

62.08%。 

5．结论 

本文基于ISO26000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基础上，从上

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入手，选择财务指标采用数学方法分析

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决定因素，并建立相关的数学模

型，从而对中国目前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做

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与分析。 

通过本文分析，提出上市公司对员工、股东及对社会

的责任是分析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因素，上市公

司在切实履行其社会责任的承担时，这三个方面的责任是

它们可以重点关注的方向。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上市

公司在对员工、股东及社会的责任的履行上总体表现均不

乐观，其中最好的对员工的责任履行表现较好公司占比也

才40.89%，而对股东和社会的责任履行表现较好公司占比

更低，都均为37.92%。中国上市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

行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政府、社会、公司、消费

者等多方面共同努力。 

完善对上市公司经营的监管，督促其按时准确通过半

年报与年报披露相关经营数据，进一步推广行业自律都能

使得公司的经营更为规范，更有可能获取更高的收益，从

而推动其对员工与股东的责任履行。与此同时，加大对企

业纳税的执法力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其对社会的责

任履行得以改善。 

对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考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

评价问题，本文的评估系统构建与实证检验还存在一定的

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度并不高，这

一问题随着对指标的进一步科学调整应该可以得到有效的

修正。此外，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应该是一个不断随

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过程，不同时期同一家上市公司的履行

情况可能会不同，如何合理地将这一变化纳入考察体系中

尚需考量。最后，由于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因素众多，本

文仅从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其他因素在其中所起到的作

用及这些因素是否也应被纳入考察体系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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