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全面展示 2020 年公益事业的发展图景， 探讨第三次分配下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之路，2020 中国公益
年会设置了四大篇章，分别是‘政策指引的鼎力推动’‘社会治理的深入参与’‘企业担当的集体奋进’‘个体善意的
全面迸发’，来自企业、基金会、行业组织、高校等不同机构的公益践行者、观察者，分享和探讨政府、社会组织、企
业、公众等不同主体在公益事业中的行为和价值。

如果说今年年度经济的高
光词语非 “数字化 ”莫属 ，那么 ，
年度最有温度的词语一定是“公
益”二字。

数字化与公益之间有什么
样的内在基因关联呢？

首先，开源是如今数字化时
代的竞争方式。 所谓开源，就是
开放源代码，将自己开发出来的
代码、算法、工具、方法等，更多
地向全社会开放， 延展其应用。

在此基础上，如果后来者在源代
码的基础上开发出新的代码、应
用等， 也能遵守开源的原则，继
续向更多的人、 更多的场景、更
多的前端应用再开源，这就如同
中国的成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 使得这个开源体系就生
生不息、源源不断。 今天，数字化
时代许多最有用的前端场景、人
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都实现
了开源，使得创新无阻，大大降
低了社会成本。

其次，如今数字化的基础设
施已经替代了过去物理性的基
础设施。 疫情以来，我们发现所
有的人员信息可以用健康码、行
程码记载，使得相关服务的成本
大大降低，效能大大增强。 线上
医疗和线上教育也实现了及时
的医疗服务和教育服务。 今天，
我们发现基于云计算逻辑的开
发工具突然免费向我们迎面走
来，创新性的公司并不需要购置
硬件，并不需要有系统性的软件

工程师做初始开发。 原来我们说
“拔一毛而利天下”，现在“毫毛
都不拔而利天下”， 这是所有经
济领域和企业界当中天然的公
益性基本决策思维。 为什么不向
社会贡献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
的源代码？ 一定会的。 因为后来
者有可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
值，使更多的人就业，创造出更
多的 GDP 和税收。 在数字化基
础设施时代，一家创新企业的正
外部性往往大于负外部性，因为
低成本造就了更多创新，创新越
多、越服务于社会，社会就可以
在较低的资源成本、在所谓的经
济资源最优配置下得到最佳的
发展。 当全社会实现资源最优配
置，人类浪费得越少，向自然和
向社会索取的其他要素就会越
小，这是它最大的正外部性。 正
外部性体现出对社会资源配置、
社会资源节约的最大价值发挥。

第三， 今天我们考察一个经
济体是否发达， 主要是看服务业

在其 GDP中的比重。服务业背后
的经济学原理是什么？ 是交易费
用。 人类历史中的工业化、 信息
化、互联网化，都使得交易的类别
繁多， 交易的困难需要用交易成
本来解决。 如果市场可以实现自
交易，点对点自共识，市场任何一
个金融信用都可以在自主系统
中，通过人工智能、共识算法，根
本不需要交易费用干预的情况下
全部完成， 社会就实现了最低交
易费用。 比如今天有些银行可以
实现“无人银行”，里面没有操作
员；数据处理可用 IDC 的方法处
理， 再也不需要大量的人做结构
化搜索； 金融领域可以用较少的
人员完成过去庞大的金融就业系
统才能完成的工作量……这些交
易费用节省的同时， 每个人为此
付出的社会代价也是最小的，获
得的社会收益是最大的。 而这样
的时代正向我们飞奔而来。

回顾一下这三点，我们可以
找到数字化时代商业向善的几

条基本路径。商业向善的第一经
济逻辑：如果我们能用无限低的
成本完成生产，便可以节省庞大
的社会资源，也可以节省人类向
自然索取能量和资源，实现社会
资源的最优配置，才是我们商业
向善当中的第一经济逻辑。商业
向善的第二经济逻辑：我们把原
有的成本和费用都降低后，如果
还能让最创新、最有意义的人和
公司自由享受我们提供的基础
设施、交易费用最低的工具和方
法， 人类为此而付出的总成本、
总代价一定是最低的。 过去我
们在第一生产领域中不强调公
益，而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如
果能把公益嵌套在第一生产领
域、第一次分配中，我们便创造
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生产逻
辑， 由此生产出最庞大的产品
和服务，并可以公平、及时地分
配给全社会的需求者和消费者，
同时让公益在其中散发出无处
不在的光芒。

深圳市金融稳定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

数字化时代商业向善的经济逻辑

在疫情中
感受到数字技术的温暖

2020 年的疫情当中，给我们
感受最深的其实是数字技术的
温暖。

在那样一个信息爆炸，真假
难辨的时候，数字技术给了我们
很好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平定下
来，清晰下来。

在物理距离隔离的情况下，
我们因为数字技术有了很好的
解决方案： 我们对病毒渐渐了
解， 我们能够实时看到雷神山、

火神山的建设，都是借助于数字
技术。

在很多人无法正常工作的
情况下， 也正是因为数字技术，
让我们都可以在线展开自己的
工作，让生活恢复正常。 我自己
是从事教育的，在那个时间教育
部提出“停课不停学”，也恰恰是
因为数字技术，让几乎所有的同
学能够很好地在线学习，获得应
有的知识。

在这个时间，我们所有人都
有一个健康码，帮助整个社会努
力去正常地运转。

这些就是数字技术给我们
带来的巨大帮助， 每个人感同
身受。

很多企业所展示的魅力和
能力更值得我们去敬仰。 就在武
汉“封城”的时刻，无论是腾讯、
阿里巴巴、 华为还是新希望，都
在当天就展开一系列驰援武汉
的动作。 我们也有非常多的医务
工作者成为“最美的逆行者”。

在数字技术背后，这所有的
一切，其实都是我们每个人在承
担责任。

企业的商业价值
和社会价值缺一不可

我自己在企业的研究中，有
一个方向是特别关注的，那就是

“企业社会责任”。 这个主题在今
天显现得更加重要。

我们会发现， 由于数字技
术，企业内外责任的关联性更加
凸显，没有一个企业可以仅仅限
于企业内部；更重要的是，你能
不能在外部被检验，其中很重要
的是道德因素。

在讨论企业价值的时候，我
们今天不仅仅只讨论它的商业价
值，还要特别强调它的社会价值。
如果它不能够真正解决商业价
值，这个企业就没有能力存活；如
果这个企业不能够创造社会价
值，它就没有办法持续发展。

所以，今天在评估一家公司
的时候，实际上是两个维度都需
要展开：

一个维度就是它有没有业
务发展的能力、客户喜欢的持续
创新产品的能力、为股东提供最

好回报的能力；
另外一个维度是它还需要

承担对世界的贡献，帮助改善每
一个人，而且长期可持续。

我参与提升腾讯的企业使命
和价值观时就曾思考，当腾讯成为
影响十几亿人日常生活、社交和工
作的公司时，其技术到底应用于什
么方向？可不可以旗帜鲜明地对自
己提出要求？能不能帮助改善每一
个人？ 能不能对整个世界做出贡
献？腾讯的“科技向善”就在这个背
景下被我们确定下来。

我们在今天讨论企业社会价
值的时候， 更关注的是你的总价
值曲线： 你能否真正承担商业的
价值，提供好的产品；能否真正盈
利，帮助更多人就业；能否为股东
提供回报。 同时，我们还特别在意
你能否帮助所在行业发展， 能否
真正与行业共生。更重要的是，我
们今天又对企业提一个新的期
待，你能否以与社会共生。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总的
价值确定下来，这个企业在今天
才拥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我自己作为一个研究企业

的人，在今年 2 月份接到无数电
话， 很多企业不知道怎么办，也
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这样一
场危机。 我在最短的时间写了一
本书，叫做《危机自救：企业逆境
生存之道》。

在快速写就这本书的时候，
我访问了很多在逆境当中仍然
生存的企业，发现他们得以存活
下来，完全都是基于最朴素的责
任和担当。

比如他们希望员工有工资，
希望企业不要倒闭，让顾客能够
持续获得服务，希望能够真正通
过捐赠帮助到身处疫情困境中
的人和组织战胜挑战。 所有这些
都是基于他们对于社会责任的
理解，而这也让他们在危机当中
反而活了下来。

成为有社会责任的企业
需要做好四件事

如果我们要构建企业社会
责任的新模式，我认为至少有四
个关键要素。

（下转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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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统一是企业最好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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