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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propos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For us, green development is a strategy of coexistence of opportunity, challenge and innovati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ety and must assume their own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However,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api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ften neglect their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economic benefit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iscuss th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th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hould bear in the green development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 of gree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evitability of ou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undertaking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erformance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n puts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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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发展对我们来说，是机遇、挑战、创新并存的
战略。国有企业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必然要承担起自身的环境责任。然而，在现阶段社会经济发
展迅速的状况下，国有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往往会忽视其所应承担的责任。因此，探讨国有企
业在绿色发展中应该承载的环境责任，对于实现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正是基于这
一视角，本文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必然性，剖析了目前国有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中存在的
问题，进而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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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的工业化浪潮是一个伴随在我们身边，却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一个“奇迹”，我们只用了 20 多
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 200 多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进程，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国有企业在所有
工业企业中占有很高的比重。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促进了社会工业的各个方面，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利
用，促进了生态的均衡发展和产业结构链的优化。加强国有企业环境责任的落实，引导国有企业在追求
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要兼顾环境责任，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也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与私营企业相
比，国有企业责任更广泛、更丰富，责任更高。
当前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就是工业污染，在所有的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占到了很高的比重。如何
坚决的落实绿色发展观，变革生产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生产方式的绿色变革，助推着社会产业的方方
面面，资源的有效利用，生态的平衡发展，产业化结构链条的优化。提高落实企业的环境责任就很有必
要，即引导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兼顾起来社会责任，这样不仅仅是有利于环境的保护，也
有利于国有企业的长远发展[1]。

2.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出现的问题
(一) 国有企业过于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有企业在改革的过程中也享受了资本运作的利益，自身在不断的追求
边际成本与边际利益。诚然，抛开国有制跟私有制不说，作为一个企业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无可
厚非的，但是国企在责任和担当上应该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国企不应该仅仅只考虑在生产过程中的所产
生的产值，去过分追求利益，而丢失了自我的责任与担当。
(二) 国有企业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薄弱
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在不断创造着机会与机遇，催生了许多企业，我们在发展这些企业的时候，只
能跟上企业经济效益的步伐，从而忽视了很多其他的方面，尤其忽略环境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
业环境恶行被媒体所披露。企业承载的环境责任已经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生态环境，也在影响着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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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健康。
(三) 国有企业员工对企业环境责任监督的权力小
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发展，企业所有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少数大型企业外，其他大多数企业都
向非公有制经济转型，资本雄厚，劳动力薄弱，工人的主导地位逐渐下降，劳资差距扩大，国有企业高
层与职工的隔阂越来越大。这样，国有企业的行为完全取决于资金和管理。代表所有者管理企业的所有
者和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忽视了劳动者的权利。中国大多数国有企业没有设立专门的企业社
会责任管理部门。企业权利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迫使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
(四) 国有企业利益相关者互相搭车情况严重
“企业的消费者众多、竞争者多，社区居民多，有时员工也多，各利益相关者人数多，分布广，沟
通协调难，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而国有企业所有者和高管人数较少，分布集中，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
达成共识。”[2]因此，在与企业和企业主博弈抗争中，各利益相关者群体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以维护
自身权益的成本高，存在这种收益和成本不对称分布问题。

3. 国有履行企业环境责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 国有企业内部对环境责任问题不重视
从国有企业内部角度来看，首先，国有企业环境责任观念和环境意识的缺失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
原因之一。第一，经济评估和驾驶指挥棒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先污染后治理”模式的环境保护问题，导
致企业环保投资不足。第二，目前我国企业的粗放性特征仍然十分明显，企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较
低，尤其是在起步阶段，由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企业内部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
提高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太多，导致能源和材料的过度消耗。
(二) 缺乏外部监督约束机制
“虽然我国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市场经济立法，相关法律也规定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定，但缺
乏专门的公司社会责任法。现行法律往往不严格执行，使违反社会责任的成本过低，而违反社会责任的
利益远远超过成本。”[3]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担当是不能只依靠法律来实现的，我们在追求企业进步
的时候，所体现的不只能是这个企业产能产值的表现，更进一步的是这个企业整体的进步性。企业文化
已经不是一个新的名词存在于我们身边，但是当我们提及的时候往往是作为生活中调侃的一个话题来说
的，这就是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待企业文化上面的差距。一个企业的文化的最终体现就是在责任与
担当上，从企业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都在透露着这个企业文化的气息，我们更应该从企业自身来约束自己
的行为。
(三) 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自律性普遍较差
自律是一个组织道德水平的晴雨表，是其健全发展的标志。由于社会责任意识淡薄，许多企业自律
能力差。纵观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一般只限于短期捐赠，许多企业只有在政府政策和制度的
约束下才被迫这样做。在政策和体制的制约下，一些企业要么逃避承诺，要么用软钉子反对。

4. 促进国有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对策建议
习总书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人民群众更是团结一心。在积极构建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思想、新理念的
同时，要不断加大人民群众的向前意识，我们所追求的进步不能只是直观表达出来的进步，是要我们全
方位的进步，切切实实落好责任与担当。为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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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善多方法律机制的配合
为了加强多方法律机制在保证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中的作用，针对当前支持性法律机制不足的困境，
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现有的支持性法律机制进行改革中国企业环境责任制度面临的问题：
1) 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市场机制在对制约和激励国有企业的因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
不可否认的是，市场机制能力有限，不能解决环境等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问题。“因此，环境责任只有
运用国家权力来调整国有企业运营的外部市场环境，才能为国有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提供激励和制约，从
而使国有企业的环境责任得以整合。同时要继续完善以《环境保护税法》为代表的环境保护激励法律制
度，扩大应税污染物的范围，完善环境税收优惠制度的配套制度，规范环境税收优惠制度。”[4]降低国
有企业的排污权与碳排放权，不断扩大环境经济政策对企业的正负激励效应。
2) 纠正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国有企业管理者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的法律研究和制度设计将着
眼于如何避免国有企业管理者侵害股东权利。然而，国有企业内部环境责任制度的出现，使得国有企业
管理者不仅要为企业的股东和其他所有者的利益负责，还要为环境利益和其他相关公众利益负责。禁止
损害环境等公共利益的行为，以满足股东的最大利益或企业经营者的个人利益。例如，加快国有企业内
部环境审计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赋予监事会审查企业行为的环境风险等义务。
2、完善国有企业内部配套激励措施和法制体系
当国有企业的行为违法时，有关法律法规只追究企业的经济责任，并处以罚款。这些罚款对国有企
业来说是九牛一毛，根本不能警告和惩罚，也不能仅仅通过经济处罚来制止。因此，国有企业应在企业
内部建立环境责任制度，如建立一个对本企业环境责任监管部门，对企业内部实行环境责任的绩效考核
等制度，使得国有企业从高层管理者到职工都重视企业的环境责任问题。
3、细分环境责任，明确审计内容，规范审计实施
1) 执行方面：中、低层管理者应定期如实和高层管理汇报企业的环境问题，并且细化对环境审计的
内容；高层管理者应给予中低层管理者对企业环境监督的权利。
2) 监督责任：董事会应建立严格的考评制度，依据环境责任履行指标完成情况对责任人进行奖惩，
监督管理层环境责任履行情况。
4、国有企业应通过多途径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1) 国有企业应积极强调生态正义的概念、生态基础的约束或有限环境承载力的概念。在基本原则部
分，“应强调责任原则包括污染者付费、使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和对环境污染的‘谁负
责任’、‘谁来保护’、‘谁来补偿’、‘谁来负责’的制度以及加强对环境信息披露。”[2]
2) 公众参与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公众作为国有企业环境破坏的直接受害者，对国有企业环
境责任进行监督是必然的。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度里，不能单纯的考虑社会的
性质，人情社会也是伴随我们左右的，我们无法去规避这个现实。这就让我们公民在进行监督的同时面
对了更多的挑战。为了让我们的公民监督的义务与责任更好的落实到行动中，我们应该广开集路，给广
大公民更多的途径去监督我们的企业，促进我们企业的向前发展。
3) 国有企业不同行业的环境责任差异及目标体系优化。不容置疑，所有行业都应该承担环境责任。
然而，由于产业、经济规模和业务范围的不同，不同类型行业所承担的环境责任的范围和重点不一致，
导致不能简单地衡量国有企业的环境责任。通过定量标准，国有企业环境责任制度建设只有充分考虑不
同行业所承担的环境责任的差异及其各自的特殊性，才能不失去制度建设本身的针对性。

基金项目
本文受大连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校级 201712026525)资助；本文为大连民族大学
DOI: 10.12677/ssem.2019.81002

13

服务科学和管理

李岚巍，刘淑华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2007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刘淑华, 李呈. 加强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思考[J]. 改革与战略, 2011, 27(10): 147-150.

[2]

王艳.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国有企业环境责任问题研究[J]. 改革与开放, 2014(2): 10-11.

[3]

乔明哲, 刘福成. 基于性质与功能的我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 2010, 24(3): 86-90.

[4]

吴梦云, 张林荣. 高管团队特质, 环境责任及企业价值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 2018(2): 122-129.

知网检索的两种方式：
1. 打开知网页面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下拉列表框选择：[ISSN]，输入期刊 ISSN：2324-7908，即可查询
2. 打开知网首页 http://cnki.net/
左侧“国际文献总库”进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ssem@hanspub.org

DOI: 10.12677/ssem.2019.81002

14

服务科学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