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国际投资展望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
FDI 热点问题的观点
系列 227

2018 年 06 月 04 日

总编辑: Karl P. Sauvant (Karl.Sauvant@law.columbia.edu)
执行编辑: Marion A. Creach (marion.creach@sciencespo.fr)

跨国企业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优先的行动？
Rob van Tulder 和 Jan Anton van Zanten**
Lisa Sachs、Jeffrey Sachs 和 Nathan Lobel 认为企业 “不能单纯追求利润” ，因为人
们越来越多地从社会贡献的角度对企业进行评价1。该观点主要强调了跨国企业（MNEs）
参与可持续发展在伦理和声誉方面的考虑。从这个角度看，跨国企业应该通过尽量减少
“负面影响”2 以降低风险，将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视为一个让企业“行善”并积极实施
变革机会的补充。
因此，上述观点应当修改为：企业不能仅着眼于短期利润。识别获得可持续利润的
长期机会与可持续发展的多个领域密切相关。这种发展被定义为满足（增长中的）世界
人口的当前和未来需求，而不仅仅是服务于现有市场的（有效的）需求。接下来的挑战
便是如何才能将商业模式转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从当期利润的基础到未来利润的来源；
从股东利益的短期狭隘视角到更为广泛的服务于人类和全球需求的商业视角。 2015 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建立以积极的社会贡献为基础的商业模式提供了理想的框
架。
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提供了迄今为止高度一致的可持续发展框架。该目标一改过去传
统，不再强调政府作为资助者的作用。当前，联合国认为企业的努力对于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至关重要。而对企业来说，这一目标的商业逻辑也非常明确：据测算，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可以释放 12 万亿美元的商机3。联合国的全球议程能否引起跨国企业的重点
关注？跨国企业的初步应对措施将会旨在缓解风险还是机会识别？
跨国企业的第一步是支持性的。许多人积极参与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设计。2016 年，
有 87％的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认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为重新思考可持续价值的创造方法

提供了机会4。诸如“全球报告” 和 “全球契约” 国际组织正在开发支持跨国企业实
现这一伟大目标的工具，并将很快融合到他们的发展战略中5。
根据作者对跨国企业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初步融合的研究结果，第 16 号可持续发展目
标（和平、正义和制度）的得分最高，这意味着企业承认他们不能在一个衰退的社会中
开展经营。但企业设想主要通过内部治理导向的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事实
上，跨国企业积极参与的大多数目标都可以在其整体的（价值链）运营中实现，例如减
少污染。更为重要的是，企业目前主要关注的是“避害”这一目标的子目标。对于“行
善” 的目标，例如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至关重要，但跨国
企业在该方面参与程度较低。在所研究的跨国企业中，欧洲的跨国企业参与了更多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所以其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更大。对社会和环境有着较大负面
影响的行业应该更多地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从而帮助他们减少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这些特点表明，我们可以相对保守地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用作一个以未来为导向的进
程。目前尚未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从“避害” 和 “趋利” （获得长期利益）的转型。
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不希望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调整自己的商业模式与社会需求，而
是显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转型是多么的困难。
决策者可以得出三点经验教训：
•

•

•

企业参与最少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均具有高度的 “利于公共利益” 和 “行善”
特征； 因此，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功实现取决于政府更为积极的立场，以
及额外的（且更为明智的）财政安排。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便是塑造创新
型发展融资解决方案的一个典型案例。
需要跨部门合作伙伴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往往受到的关注较少，这会危及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应该鼓励和吸引企业参与到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作中来，例如邀请企业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合作伙伴。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以未来为导向的企业发展战略的相关性依然较弱。 因此，必
须考虑跨国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对防御性使用是否会妨碍其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有效转型。制定政策以增加未来的商业机会似乎势在必行。

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改变我们的世界”为愿景。选择与对“行善” 最感兴趣的企业
合作最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南开大学国经所陈江滢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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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CCSI）
，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地球研究所联合建立的研究中心，也是致力
于对可持续国际投资加以研究、实践与讨论的应用研究中心和论坛。为扩大国际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CCSI 通过跨学科研究、项目咨询、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教育项目、资源和工具开发，承担着研究
并推广实用方法和解决方案、分析热点政策性议题的重要使命。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ccsi.columb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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