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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全球契约规定“参考与对话框架”，以鼓励企业遵守“人权，劳工标准与

环境实践等一系列核心价值”。1 然而，批评人士认为企业社会责任（CSR）无法充分

解决某些发展问题。为此，本文提议向契约补充两项发展准则，
2
 解决减贫与税收问

题。该准则权衡考虑鼓励跨国公司（MNEs）利益可持续化经营与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新

方针（与当今发展计划一致），与联合国 2016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不谋而合。 

 

准则#1：“企业应该评估自身对贫困问题的影响，将其纳入公司业绩，并公开承诺最

大化推动减贫。”  

减少贫困是当今可持续发展计划的中心标志。SDGs仅提及旨在使个体永久脱贫的

最新项目。然而，迄今为止，CSR 未解决商业活动对贫困人群与社区的影响。该缺陷

仍存在，尽管近期文献用“商业案例”论证支持贫困相关的CSR措施，他们认为“通

过服务穷人，企业能够获得三个有利条件——收入增长的新来源，提高效率，并推动

创新。”3
 

 

提议迎合短期获利性需求，然而，同时鼓励企业领导者解决当务之急的贫困问题

。与此同时，通过要求 MNEs 评估公司战略对贫困的影响，提议解决 MNEs 经营领域，

业务部门热点与内部结构三者的分歧。此外，上述分析还考虑技术转让，以及当地供

应商/合作伙伴联系对贫困人群与社区的影响。批评人士可能认为该准则不明确，且

易受资源型企业抵触。然而，至少，规定内部贫困评估将激励企业对话减贫问题。而

且，要求企业公开披露减贫措施，能够向全球消费者说明该企业践行贫困计划的深 

度。 

 

准则#2：“企业应该以各种形式抵制逃税，包括不实税务报告与避税港。” 

近年来，学界与非政府组织愈加对企业行为表示疑惑，因为企业一方面宣称履行

社会责任，另一方面“雇佣大量会计人员，以试图逃避社会与经济义务”。4 企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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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承担“公平”税负，将削弱政府向国民提供基础教育，卫生保健与国防安全服务的

能力。符合契约现存原则，提议将逃税等同于腐败，鼓励企业为公共利益提供资金，

他们作为全球公民，也享受该福利。 

 

重要的是，该准则仅禁止逃税（例如，使用非法方式以逃避支付应缴税费），而

非避税（例如，现存税法下，使用合法战略最小化纳税义务）。两者区别可能因过于

狭义而受到批判，但是，这不妨碍契约对某些国家的故意行为表示谴责。5 而且，避

税纳入准则可能面临许多实际挑战，因为确定 MNEs 是否承担完整税负需要大量数据/

人力。 

 

全球契约为鼓励企业领导者实施 CSR 计划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是，迄今为

止，它忽视了企业行为对发展的影响。通过实施上述提议，联合国能够填补空白，并

将契约地位置于 CSR 行动前。 

 

（南开大学国经所黄佳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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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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