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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伦理建设的现状与困境探索
梁摇 月,肖贵蓉
(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工商管理学院,辽宁大连 116024)
摘摇 要:该文通过对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CESS) 近几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归纳分析,探究了中

国商业伦理建设的现状与困境。 研究发现中国大部分企业存在伦理缺失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普及
商业伦理的困境,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企业经营者能够实际采纳,在经营活动的整个周期中融入商业伦理
思想,获得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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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商业伦理对企业生存能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理开始真正成为企业受质询的重要方面。 美国企业

传统的商业活动大多数秉承着利益最大化原则,引

经营活动中多种欺诈行为被披露,商业伦理也因此

发了许多伦理争端。 秉承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商业模

引起了众多学者及政府的高度重视。 全美各地的大

式是不可持续的,是一种破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

学都在本科和硕士阶段设立商业伦理课程,许多学

间和谐关系的商业模式。 因此,开展商业活动的同

者对工商管理人员的道德观和企业的伦理现状进行

时一定要顾及伦理学问题,将伦理考量融入到商业

调查,试图把伦理因素引入企业的决策和经营过程,

伦理决策中,正向影响企业声誉与组织文化,使商业

帮助企业走出道德危机。

伦理成为一种战略方针,作为企业发展壮大的基石。

1摇 商业伦理理论研究概述
追溯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
早就形成了丰富的商业伦理理念。 《 史记》 中曾有
“ 市不豫贾冶 的记载,即商人不抬高物价,不虚假伪

日本企业将家庭伦理传统应用于企业实践,使
伦理道德成为调整企业内外关系、处理利害冲突的
重要手段。 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视消费者为上帝,
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生命。 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
助认为企业是为了人类的和平、繁荣和幸福而存在,

冒,不欺骗顾客;以“ 礼义冶 而非“ 法规冶 来建构社会

松下公司也因倡导 PHP( 繁荣、幸福与和平) 运动而

秩序的儒家哲学思想也对中国商业伦理的发展产生

会“ 共生冶 的理念而赢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同。 这种

深远影 响。 孔 子 “ 道 之 以 政, 齐 之 以 刑, 民 免 而 无
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冶 ,明确区分了礼
义与法规在规范民众行为方面产生的不同影响。

有观点认为商业伦理是企业管理者针对企业员
工实施的商业行为,或是对社会利益相关者产生影
响效果的系统性价值反应。 但是由于每个人的价值
判断力与伦理认知存在差异,因此学术界并未对商
业伦理下一个公认的定义。 主流的观点认为商业伦
理就是任何商业团体以合法手段从事活动时,所应
遵守的伦理规范与准则。 20 世纪 70 年代,商业伦

享有了更高的国际声望;佳能公司因提出企业与社
企业经营思想也被其他各国看作成功之道并加以借
鉴。
但是目前利己主义的商业伦理思想仍然存在。
由于中国同类企业的技术、价格、渠道等关键要素均
相似,竞争手段单一,企业之间难以显示出明显的竞
争优势。 于是企业为了追逐自身利益,忽视伦理道
德风险,采用一些低级手段挤垮竞争对手,抢占市场
份额。

2摇 中国商业伦理建设现状
中国消费者的权益正在不断地受到挑战。 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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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曝光苹果公司的售后政策存在歧视中国消费者的
行为,多次回避就消费者投诉的约谈要求。 苹果公
司除了下游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未尽责外,上游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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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也面临劳工健康、环境污染等问题。 苹果的一

见,有关部门并未在这些消费品质量上加大保障力

些代工厂曾为提高液晶屏良品率,要求员工用正己

度。 从整体来看,尽管政府在监管,部门在呼吁,但

烷取代酒精擦拭苹果手机显示屏,导致员工大面积

是不合格产品仍然屡禁不止,消费者很可能在消费

中毒。

过程中买到次品,损害自身权益。

类似的事情比比皆是。 2011 年,家乐福、沃尔

玛等超市涉嫌价格欺诈,此后,国美、百盛等商业集
团也被曝光涉嫌价格欺诈;2012 年招商银行和工商

二十年来,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China Entre鄄

preneur Survey System,CESS) 坚持进行每年一度的
企业家问卷追踪调查,深入研究和把握中国企业家

银行被曝光兜售客户信息;2013 年,高德地图等智

队伍的变化情况和成长发展规律,为政府决策提供

能手机应用程序涉嫌盗取用户个人信息,周大生等

科学依据,为理论研究提供实证数据,为中国企业家

知名金饰品牌涉黄金掺假。 消费者陷入了深深的恐

队伍成长提供支持与指导。 早期的调查报告显示,

慌,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似乎都失去了保障。 政府及

企业经营者高度认同企业履行“ 经济、法律、伦理、

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是否足够,企业内部伦理建设

公益冶 四个方面责任的重要意义。 其中,对经济责

体系是否完善?

任认同度最高,其他依次为伦理责任、法律责任、公

一场场波及全民的运动,使人们想到一个异国
老人,印度最伟大的政治领袖—圣雄甘地。 在 1925

年,面对苦难的印度,他总结出人类社会的七宗罪,

益责任;对股东、员工等内部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意识
高于对客户、社区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意识。
2012 年 8 月至 10 月实施的“2012 ·中国企业

其中一条“ 经商而不讲道德冶 就足以说明企业不履

家问卷跟踪调查冶 以企 业 法 人 代 表 为 主 要 调 查 对

行伦理法则是大忌,会为消费者所抛弃。 近年来,随

象,询问了企业家对于市场环境和秩序的看法。 关

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利益的驱动下,中国企业越来
越重视规模和利润,进而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束之

于“ 企业所在行业中存在的一些比较严重的现象冶 ,

高阁。

象,一类是不讲诚信、不守法规的行为,另一类是只

笔者查阅了 2008 年至 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

重点分析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情况,并将数据进
行整理,得到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摇 2008-2011 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
情况汇总

项目
食品
日用消费品
建筑与装饰装修材料
农业生产资料
工业生产资料

不合格率( 单位:% )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12. 73

8. 74

18. 22

12. 28

15. 15

13. 01

14. 13
19. 26

15. 43
15. 71

5. 42

4. 89

14. 50

13. 54

9. 86

12. 79

14. 27
18. 01

11. 95
19. 05

资料来源:2008-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 1 可以看出,近几年来,食品抽查样本的不

合格率逐年下降,原因可能是食品与生活息息相关,
而近年来的地沟油、毒豆芽、毒奶粉及染色馒头等食
品安全事件使广大消费者深受其害,公众的呼声逐
渐加强,政府及有关部门迫于压力,开始加大力度监
控食品质量,保障食品安全;此外,其他消费品的不
合格率也略有下降或者始终在某个区间内波动。 可

调查结果中企业家的选择主要集中于两大类不良现
顾短期利益的恶意竞争行为。 概括后如表 2 及表 3
所示。

表 2摇 企业家选择的不良行为百分比汇总
不讲诚信、不守法规的行为
拖欠货款、贷款及税款

百分比( 单位:% )
40. 3
29. 3

商业贿赂

28. 2

借助一些官员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

26. 0

不履约

24. 5

制售假冒伪劣产品

16. 7

污染环境
利用政策法规制度的空子
资料来源: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www. cess. net. cn)

14. 3

表 3 企业家选择的不良行为百分比汇总
只顾短期利益的恶意竞争行为
低价倾销

百分比( 单位:% )

炒作概念,虚假创新
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
商标侵权、专利技术侵权
资料来源: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www. cess. net. cn)

52. 2
16. 5
4. 1

1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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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 及表 3 所示,对于企业经营中存在的多

种不良行为,大部分企业家认同“ 拖欠货款、贷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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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 所示,关于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

主要困难,企业经营者选择比重最高的三项依次是:

税款冶 及“ 低价倾销冶 ,分别占 40. 3% 及 52. 2% 。 可

“ 人工成本上升冶 占总受访者的 78. 3% 、“ 社保、税费

企业自身利益是否会受到影响。 认同“ 污染环境冶

其中,选择“ 社保、税费负担过重冶 和“ 企业利润率太

见,若市场经营环境发生变化,大多数企业首先考虑
与“ 炒作概念,虚假创新冶 为企业不良行为的企业家
比例不高,约为 17% ,说明大部分企业并未将其利

负担过重冶 占56. 2% 、“ 企业利润率太低冶 占45. 3% 。
低冶 的比重比 2012 年同期的调查结果提高了 5 个百

分点左右。 可见,人工成本上升、社保税费负担过重

益相关者如消费者、供应商等的权益考虑在内。 这

和利润率低是经营者公认的当前企业面临的突出困

也与亚当·斯密的利己主义商业伦理思想相一致,

难。 企业一旦面临资金、税费、用工困境,就会过分

这种思想会使那些践行伦理责任的企业难以保障自

强调短期效益,决策者在进行战略规划时就会将本

身的合法权益,中国商业伦理建设任重而道远。

该遵循的商业伦理抛在脑后;并在利润及业绩压力

3摇 中国普及商业伦理的困境

下,在实际研发营销活动中做出不道德行为,损害社
会公众利益。

商业伦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由于被曝光违背
商业伦理责任而导致企业无法正常经营的例子也比

3. 2摇 经营者认识度不够

目前,大部分经营者认为商业伦理和企业发展

比皆是,那么为何仍有大批的企业甘冒着伦理道德

二者不可兼得,进而出现了只顾追逐利润而忽视商

风险,去获得短期利润呢? 有观点认为,对社会责任

业伦理的行为。

认识不够、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理论和方法缺乏

有些经营者认为履行商业伦理、承担企业社会

了解、企业经营困难、企业经营者素质不高、缺乏良

责任会降低企业竞争力,这其实是一种“ 短视冶 的行

好的社会诚信环境以及社会相关部门责任履行不到
位被企业经营者认为是导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够

为。 CESS 组织的调查报告也显示,部分伦理觉悟相
对较高的经营者会关注履行伦理责任的成本,看其

好的主要原因。

是否超出企业预算,然后再考虑是否要履行商业伦

3. 1摇 企业经营条件有困难

理责任;还有部分经营者认为,伦理责任是企业发展

某些企业经营者可能产生过在企业内部自上而

到一定阶段才能顾及的事,而刚刚起步的小企业没

下建立一套完善的商业伦理决策体系的想法,但是

必要重视伦理建设;不少经营者简单地将提升企业

可能由于企业将大部分精力、资金都投入到新产品

品牌形象作为履行伦理责任的主要动因,而未看到

的研发与营销上,导致无法顾及这一不能立即获利

履行伦理责任带来的长期利益。

的软实力。 CESS 组织于 2013 年 3 月 6 日至 3 月 25

此外,中国商业活动中的欺诈、侵权行为比比皆

日开展了“2013·一季度企业经营情况问卷调查冶 。

是,而企业经营者习惯用 “ 商场如战场冶 、 “ 在商言

问卷中涉及了企业经营者认为的目前企业经营发展

商冶 这类观点来规避人们的道德质问,来掩盖企业

中遇到的主要困难,调查情况汇总如表 4 所示。

的伦理缺失问题。

表 4摇 企业经营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汇总
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主要困难( % )
人工成本上升
社保、税费负担过重
企业利润率太低
能源、原材料成本上升
资源、环境约束较大
地方政府干预较多

2013

题。 对于商业伦理有着种种困惑,决策者想遵循商
2012

一季度
78. 3

一季度
80. 5

45. 3

41. 8

56. 2
33. 8
8. 9
6. 9

资料来源: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www. cess. net. cn)

可见,大部分企业存在伦理迷失和伦理缺失问

50. 3

业伦理,却不知具体该遵循什么样的伦理规范、遵循
的动力与预期的好处在哪里。
3. 3摇 政府及相关部门监管力度不够

政府调控监管力度不够,从积极的角度看,是政

51. 2

府不干涉市场主体的具体经营活动;从消极的角度

6. 7

“ 不作为冶 的态度来面对问题。 历数中国近年来频

6. 7

看,是企业同行之间进行恶性竞争时,政府以一种
频发生的违背商业伦理的事件,固然与企业过分追
求经济效益有关,但是如果深入剖析每一个事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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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发现政府及监管部门不同程度的疏漏和不作

导者及员工脑海中完全没有商业伦理这个概念。 中

为。 中国的监管部门无论是监管范围、标准、程序,

国的学校也很少普及商业伦理教学。 但是,拥有共

还是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及透明度都有待提升和加

同的伦理观及共同的企业文化的员工是公司最大的

强。

财富,商业伦理的普及必须提上议程。
对于企业的恶意竞争,国内的法律层面比较宽

可能有些企业觉得自身已经建立了商业伦理

松,很少进行严惩。 许多法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

观,没必要再继续培训。 但是,随着新员工进入企

公司法》 重点是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但

业,商业伦理面临着逐渐被稀释的问题,这也是所有

实际上公司更应该注重公司外部利益相关者如社

企业面临的共性问题。 伦理培训会使商业伦理被稀

会、竞争者、消费者的利益;现今很多无良商家利用

释的程度降低,并一直延续下去。 本企业的员工都

网络的开放性与虚拟性,传播虚假消息,压制竞争对

会植入本企业独有的商业伦理观,即使将来离开公

手,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的适用范

司也会将这种伦理观复制并传播出去。 企业可以在

围过窄,使得惩处此类案件时有力无心。 种种法律

公司成立专门的伦理管理协会,推进伦理商业实践,

漏洞使得企业经营者认为违背法律的成本很低,导

倡导伦理因素和利润因素融为一体,服务于企业战

致企业决策时无视伦理责任,钻法律的空子,展开恶

略。

性竞争。

4. 3摇 在高校开展商业伦理课程教育

媒体对此类事件的关注力度也远远不够。 只有

由于个体的价值观系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它

部分有着崇高职业使命感、道德感的媒体人深入到

会受到外界的影响而不断变化,其中教育可谓是一

一些无良企业内部为消费者揭开一个又一个行业黑

个重要的外界影响因素。 因此,学校可以开展商业

幕。 但是这部分人的力量过于薄弱,需要更多的媒

伦理教育来改善个体的伦理观念。

体行业联合起来曝光并抵制不符合商业伦理的行

中国在开展商业伦理教育这方面,可以大量借

为。

鉴美国学校的经验。 美国学校鼓励不同专业与学历

4摇 改善中国商业伦理困境的对策

背景的教师共同研讨商业伦理问题,制定商业伦理
课程的授课内容,交叉教学与合作教学已经成为商

全球化使跨国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越来越激

业伦理教育的主流。 此外,就授课模式来讲,美国高

烈,也因此带来了严峻的规则和信誉压力;商业伦理

校比较流行开设“ 独立课程冶 或“ 整合传授冶 两种模

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强。 可以肯

式。 前者被全美大约百余所商学院所采纳,后者将

定,遵循商业伦理才是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商业伦理的内容整合到各个专业课程中,被大多数

企业经营者必须做出实际行动来应对中国商业伦理

的美国商学院本科生教育所采用。

建设的现状与困境。

在授课内容方面,故事教学对商业伦理教育产

4. 1摇 对不同属性的行业从不同的侧重点加强伦理

生很大功效,其经验和教训容易被认知,比普通的商

建设

业案例更复杂,因此该方式尤其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摇 摇 消费者并非是以统一的标准来评价所有企业,

在课后学生最好记录学习日志,记录在商业伦理学

消费者的主要关注点因行业类型而异。 对于食品、

习过程中的感想,思维上的变化,老师可以以此为据

医药等行业,应在产品质量和宣传广告方面求真务

查阅学生的知识吸收情况,学生本人也可以在日后

实;对于化工、钢铁等行业,企业应将环保理念宣传

回顾自己学习商业伦理以来的心路历程。

到位,并以身作则,杜绝环境污染;对于房地产、金融

4. 4摇 政府及监管部门应该为商业伦理的培育提供

业,应防止以权谋私、商业贿赂等行为;对于 IT 业等
创新能力较强的行业,应避免商标侵权或是专利技
术侵权行为。

一片良性土壤

摇 摇 监管制度应该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政府

部门应该适时、适当介入,及时保障消费者及其他各

4. 2摇 企业开展伦理培训,将商业伦理渗入到企业文

方权益;媒体网络也应该发挥正能量,及时准确曝光

化中

不符合商业伦理的行为,对符合伦理的事件多加宣

摇 摇 一个过度商业化的社会,最可怕的现象就是领

传与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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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摇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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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problems on
Business Ethics Construction in China
Liang Yue, Xiao Guirong
( Schoo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Province11602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by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and China Entrepreneur Survey System

( CESS)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looks into the ethical status and dilemmas under business ethics construc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ethics deficiency exists in numerous enterprises in China. Furthermor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ifficulty in the popularization of business ethics and provides some corresponding proposals in the hope that entre鄄

preneurs can adopt theses proposals and infuse the business ethics concept in the course of the business cycle to
gain enterprise's core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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