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营经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专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谢经荣

非公企业作用大

《公益时报 》：民营企业是
我国经济发展最具内在活力的
企业群体 ， 数据显示 ， 截至
2011 年 9 月，全国登记注册的
私营企业已超过 900 万家。 您
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在中国的经
济发展中扮演何种角色？

谢经荣： 非公有制经济的
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来取得的最为重大的成就之
一，从规模看，当前全国登记注
册的私营企业已超过 900 万
家， 个体工商户超过 3600 万
户， 注册资金总额超过 1.5 万
亿；从贡献上看，非公有制经济
创造了 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
值；从投资看，截至 2011 年 10
月， 民营经济城镇固定资产投
资 14.2 万亿元 ， 占全国的
58.9%；从就业看，快速发展的
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吸纳社会就
业的主渠道， 提供了 85%以上
的新增就业， 是增加城乡居民
工资性收入、 改善人民生活的
重要保障。

《公益时报 》：您认为企业
社会责任在企业发展中有怎样
的位置？

谢经荣： 企业的社会责任
是与生俱来的。 社会责任首先
是企业的内生品质、自我认知，
同时也是社会的外部需要、约
束引导， 大量体现于企业日常
生产经营活动中， 同时也表现
在企业特定社会公众活动里；
它既反映着社会公众对企业的
要求和期待， 也涉及企业自身
的经营理念、 文化品位和发展
战略。

七种武器践行 CSR

《公益时报》：在您看来，民
营企业除了慈善捐赠， 还应该
具体从哪些方面践行企业社会
责任？

谢经荣： 我认为民营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实业报国的责任。 积
极、 努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完善， 参与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构建， 将企业发展融入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的伟大事业之中， 做合格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比如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和冲击， 大批民营企业响应党
和政府号召， 勇于承担社会责
任，积极开展“共同约定”行动，
维护员工合法权益， 坚持不减
员、不欠薪，与广大职工风雨同
舟、共克时艰，为社会稳定做出
了突出贡献。

二是科学发展的责任。 把

企业办成对社会负责、 环境友
好、让人民和政府满意的企业。
比如， 亿利资源集团依托内蒙
古地区丰富特色的资源优势，
坚持不懈致力于库布其沙漠的
生态建设， 累计投资近 20 亿
元，绿化库布其沙漠 4000 平方
公里， 控制沙化面积近 10000
平方公里，“为中国北方构筑了
一条全长 240 多公里的绿色生
态长城”。

三是自主创新的责任。 全
国工商联一项调研显示， 改革
开放以来， 大约 70%的技术创
新、65%的国内发明专利和
80%以上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
业， 而 95%以上的中小企业是
非公有制企业； 同时民营企业
还努力培养创新型人才， 倡导
鼓励创新和进取的企业文化和
企业精神，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
创新型国家贡献力量。

四是节能环保的责任。 大
力发展符合循环经济的技术和
产品，淘汰落后产能，增强可持
续发展能力；保护生态环境，推
广节约型生产方式， 让自己的
企业成为所在地区蓝天白云、
青山绿水和生态资源的忠实护
卫者。

比如， 上海复星集团将社
会责任的标准融入到企业的投
资理念和投资行为中， 近几年
在老区改造、 新项目建设和排
污水处理等项目中累计投入节
水技术改造资金 5.2 亿元。 其
下属的矿业和钢铁公司均积极
推进节能减排， 其中南钢联合
近 3 年累计投入环境保护资金
10 亿元。

五是诚实守信的责任。 弘
扬中华民族守信用、讲信誉、重
信义的传统美德， 不断增强诚
信意识， 自觉维护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秩序， 进一步强化诚信

立企、诚信兴企观念，善求义中
之利；诚信对待社会，将诚信、
戒欺视为企业安身立命的信
条，身体力行信守合同，履行承
诺；诚信纳税，自觉为社会创造
财富。 全国工商联早在上世纪
九十年代就开展了全国民营企
业信誉宣言的活动， 得到了广
大民营企业的积极响应。

六是道德自律的责任。 企
业要有法律意识， 坚持依法办
企，依法治企，自觉接受消费者
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同时，还要
注重不断提高思想修养和精神
境界，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相适应的新时代精
神财富。

七是创建和谐企业的责
任。 企业应牢固树立与员工共
建共享的理念， 通过建设全体
员工认同、富有个性、能够促进
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来增强企
业发展的凝聚力， 规范劳动用
工制度和民主管理制度， 努力
实现企业发展与职工个人发展
的“双赢”。 积极支持企业党的
建设、 工会建设和企业文化建
设，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光彩事业捐赠超 1500 亿

《公益时报》：近年来随着
民营企业的壮大 ， 民营企业
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表现抢
眼 ，抗震救灾 、扶危助困的现
场 都 能 看 到 民 营 企 业 的 身
影 。 在引导民营企业践行社
会责任方面 ， 工商联发挥了
哪些作用 ？

谢经荣： 在引导民营企业
践行社会责任方面， 工商联一
是充分发挥在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引导作
用。 二是积极搭建民营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的平台。 全国工商
联先后发起了光彩事业、 民企
系三农共建新农村、 村企共建
扶贫工程、感恩行动、民企招聘
周等一系列品牌活动， 成立了
光彩事业基金会、 西部光彩帮
扶基金、 中华红丝带基金等捐
赠平台， 为广大民营企业参与
社会公益事业， 投身包括扶贫
开发、社会就业、抗灾救灾、环
境保护、教育援助、文化卫生等
方面的公益活动提供了载体。

三是强化服务职能， 为非
公有制经济履行社会责任提供
有力保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了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意愿和
要求， 向党和政府提出有关意
见和建议， 并加强与政府有关
部门的沟通和合作， 促进相关
政策的出台和落实， 促进企业
参与社会公益渠道的畅通，为
民营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和履
行社会责任创造有利环境。

《公益时报 》：光彩事业取
得了哪些成果？

谢经荣 ： 截至到 2010 年
年底，光彩事业累计实施项目
21208 个，到位资金 2049.92 亿
元， 安排就业 608.59 万人，带
动 1402.8 万人摆脱了贫困，公
益捐赠超过 1500 亿元。 在“感
恩行动” 中，13.2 万家民营企
业积极参与，受助对象 30.6 万
人，资助金额和物质总计 75.7
亿元，招工扶贫 60 万人，惠民
项目到位资金 90 亿元。 在汶
川地震中，广大民营企业通过
各种形式表达对灾区人民的
关爱和支援累计捐款捐物
62.4 亿元。 在 2012 年的中国
慈善排行榜上，605 家上榜企
业中， 民营企业达到 392 家，
捐赠总额达 54.4 亿多元。民营
企业慈善公益事业的贡献令
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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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经荣，男，汉族，1962 年
2 月生 ，山东巨野人 ，民盟成
员，研究生学历，教授。现任全
国工商联副主席。

1978 年 10 月至 1982 年
6 月山东农学院学生；1982 年
9 月至 1985 年 7 月北京农业
大学硕士研究生；1985 年 7 月
至 1988 年 8 月北京农业大学
农业资源与遥感研究所助教
（1987 年 9 月至 1991 年 12 月
北京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 ，
1989 年 1 月至 1990 年 12 月
英 国 阿 伯 丁 大 学 博 士 研 究
生）；1988 年 8 月至 1997 年 1
月北京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
理系讲师、 副教授、 系主任；
1997 年 1 月至 2000 年 10 月
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副教授、 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00 年 10 月至 2004 年 11 月
任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
理局副局长 ；2004 年 12 月至
2007 年 11 月任国家测绘局副
局长。 2007 年 11 月至今任全
国工商联副主席。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财
经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