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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中小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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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胡志明市之中小企业为主要研究目标，对于其所履行之社会责任问题展开研究，分析中小企

业履行现状，并结合其驱动因素下的组织、结构展开模型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措施加以改善，

能够提供给更多的越南中小企业借鉴与参考，帮助其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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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早期经济活动中，出于对利润的追求，往往忽视企业应履行之社会责任，进而形成许

多社会问题。随着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认识的转变，专家逐渐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之研究，

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问题也逐渐显现 

越南在经历了二十余年体制改革后，经济渐渐复苏，而随着越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

标志着越南紧急发展逐步迈入国际化。在胡志明市企业中，中小企业数量占据 98%，对于经

济整体贡献度超过百分之七十。虽然胡志明市中小企业能够在经济贡献、就业等问题做出巨

大贡献，但中小企业长期缺乏社会责任意识，过于追求经济利益，却忽视企业社会责任。本

文结合胡志明市中小企业展开社会责任研究，了解何种因素驱动其履行社会责任，也能够为

相应部门及企业提供一定的参考，从而更好的帮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企业拥有良好的社会

责任能够为企业带来一定的声誉，也能够提升企业影响力。 

当前，中小企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主要力量，为了能够有效地提升其自身竞争力，往往

会忽视社会责任。何种因素制约胡志明市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如何推动胡志明市中小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本文通过相应的实证研究，探寻其企业履行社会驱动因素，从而能够更好

的指导与监督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帮助胡志明市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一）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商业维度 

史蒂芬·罗宾斯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超过法律和经济要求的,企业为谋求对社会

有利的长远目标所承担的责任[23]。哈罗德·孔茨等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认真地考虑

公司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应该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

责任和慈善责任等四个抽象的范畴[24]。为了更好的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价值,他还主

张在这四种抽象范畴的基础上,将同其相关的诸如“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保护环境”等具

体的企业活动纳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中。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应该分为八个范畴：是制

造产品上的责任二是在营销活动中的责任三是在员工教育培训方面的责任四是保护环境的

责任五是提供良好的员工关系与福利六是提供平等雇佣的机会七是注重员工的安全与健康

八是参与慈善活动[23]。目前比较流行的是由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所确立的概念表

述业社会责任区别于商业责任,它是指企业除了对股东负责,即创造财富之外,还必须对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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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承担责任,一般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发展慈善事业、保护弱

势群体等等[24]。 

在相应中小企业社会责任划分维度研究中，张睿海（2009）通过将中小企业社会责任内

涵的研究，对于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维度进行划分，主要通过员工、国家以及环境保护、客户

等社会责任进行划分[25]。史亚楠（2010）其研究也表明，在中小企业经营过程中，需要履

行的社会责任分别为经济、社会以及环境三方面目标，结合本文研究对象——越南中小企业，

结合对于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研究进行融合，其主要内容如下 

（二）中小企业情景下发展 CSR的驱动力和阻碍 

通过结合相应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对于影响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驱动因素主要来自外

部与内部两个方面，也正是外部与内部因素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而形成不同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行为的不同。 

外部因素包括法律法规、税收政策、行业内的强制性规定、国际性的贸易条约、消费者、

员工、政府、民间组织、民众舆论、新闻媒体等。内部因素如追求利润、实现长远发展、赢

得好声誉、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获得政府支持等。如陈瑶(2009)认为中小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问题的原因分企业内外部因素，外部因素有：对企业社会责任认识不足；企业自身

发展现状的制约；利益相关者缺乏维权意识。内部因素有：整体社会风气的影响；相关法律

制度的缺失；缺乏有效的监督；缺乏合理的评价体系[29]。 

1）外部驱动因素 

①法律法规 

这里是指对企业行为产生强制约束的法律法规、税收政策、行业内强制性的规定、

国际性的贸易条约和相关规定。法律法规是指与企业有关的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需要遵循较多法律法规，其中有《公司法》、《劳动合同法》、

《工伤保险条例》、《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此类法律法规对于企业具有

一定的约束作用。在企业经营过程中，需要彻底的执行与贯彻，否则将会受到国家

相应部门的惩罚。对于税务方面，国家及地方层面，均会以不同税收政策对于企业

经营行为进行约束。 

②利益相关者 

对于企业而言，消费者、竞争对手、员工以及政府部门是其不同方向上的利益相

关者。竞争对手如果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注重改善员工工作环境、提高员工工资、

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企业自身形象必然提高，人们也就更加青睐那些口碑较好的企

业的产品。内部员工更加注重企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希望企业为他们提供更多的

保障，如签署劳动合同、购买保险、有正常的休假等等，员工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强

对企业必然产生压力[31]。政府相关部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也提高了，希望企

业能合法经营，积极纳税，保护环境，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为地区区域积极发

展多做贡献。如某一地区遭遇自然灾害时，当地政府更希望企业能力所能及积极捐

款，为政府分忧解愁。姜启军(2007)也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的主要动因之一[32]。 

③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通常指新闻媒体相关舆论带来的压力，也有相应组织与群众带来的舆论

压力[33]，对于企业形成一种无形的监督力量。 

2）内部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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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企业利益驱动 

企业经营其主要目的在于获取更多的利益，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会对于企业带

来更多的利润，企业则会更为积极主动的参与履行社会责任。反之，企业积极性则

会下降。所以对于企业而言，利润是其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周翼翔等

(2012)认为经济因素是转型时期我国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35]。企业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可以吸引和留住员工，也能提升消费者对产品和品牌的认知度，

能获得政府、金融机构的好评，政府可以提供支持支持，而金融机构则可以为企业

提供发展所需贷款和融资服务。 

②伦理道德 

企业伦理道德包括企业管理者的价值观念，企业文化等。中小企业的管理者一般

是企业所有者，其个人知识背景、受教育程度、个人企业经营价值观直接影响企业

社会责任的履行。一般而言，企业管理者受教育程度越高，越重视企业社会责任，

越重视公司治理，企业行为就越规范。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逐

渐形成的具有个性特色的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它包括文化和价值观念、道德规

范、及行为准则和企业制度等，这些都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潜在的影响力。意

识决定行为，思想决定观念，有时企业道德理论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决定性的

影响。如彭建国(2010)在其“三力论”中提出，道德律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三个

主要因素[36]。 

三、研究方法 

结合中小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及其驱动因素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同时结合相应文献推导，

从而能够对于胡志明市中小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子进行分析，形成本文相应模型。 

结合文献可以获知，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会受到众多因素影响。而不同专家与

学者参考理论不同，其研究角度也有所不同，进而形成的对于中小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理

解也有所不同。本文力求明确阐释概念模型中的关键要素的理论内涵，这不仅有利于为本文

的理论模型提供逻辑框架，且有利于为后续实证研究中的变量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整合相应研究发现，利益相关者、资源理论以及制度理论，均无法完全对于企业社会责

任行为加以完全解释。正如 See(2009)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驱动力应该被分为

外部约束力和内部驱动力两方面。外部约束力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面对的制度、经济

环境以及相应的社会规范。 

 

 

以上模型结合企业伦理、资源以及制度相关理论，对于中小企业社会责任不同要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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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从而突出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包含内部、外部以及内外部交叉驱动机制。内部驱动机制，

本研究重点关注的要素包括企业家或者高管的价值观、企业长期战略、企业先前绩效；外部

驱动机制，本研究重点关注的要素包括国家法律法规的完善性、被广泛认同的行业规范和社

会规范。内部驱动机制与外部驱动机制并不仅仅是相互独立地作用于企业社会责任，且两者

可能同时发挥作用。 

结合上文理论基础可以发现，相关法律法规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的强制作

用，史亚楠（2010）、靳秉强（2011）也通过研究证明，若要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

需要依靠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加以约束。故而本文提出相应假设： 

H1：完善的法律法规能够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正向作用。 

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相关权益方均会予以一定的支持，企业的发展也受到不同权益方的

关注，所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对于相关权益方予以重视，若产生影响相关权益者权益时，

将会通过不同方式对于企业所产生的社会责任形成压力。所以本文提出相应假设： 

H2：相关权益者对于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积极作用。 

结合社会舆论监督作用，企业也会对于其自身社会责任行为加以促进或约束。李轩复 

等（2009）通过研究表明，相关组织及民众舆论，能够正确引导企业展开社会责任行为。

张琳（2012）则结合其研究结论说明，舆论监督能够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起到监督作用，

从而减少企业发生破坏环境等行为。本文提出相关假设： 

H3：社会监督对于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积极作用。 

上文中也提及，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对于利益的追求是企业发展的根本。而企业生存与

发展是对于其内在利益的追求。柴志敏等（2012）通过研究表明，如果相应行为不具备利益，

相应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将大大降低。故而提出相应的假设： 

H4：内在利益会对于中小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影响。 

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不仅仅外部因素会对于其产生影响，企业自身履行社会责

任的主动性，是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所在。本文提出相应假设： 

H5：道德伦理对于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正向作用。 

企业所处行业不同，其面对的社会责任不同，也会因为经营范围的差异，对于其社会责

任产生影响。吴晓（2012）通过研究表明，在不同行业中，企业面对的社会责任也各不相同。

所以本文提出相应假设： 

H6：所处不同行业，社会责任存在不同差异。 

四、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胡志明市 130 家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面向企业管理层发放问卷共计

265 份，，本文共计收集到 260 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 98.11，样本数量超过模型总变

量 5 倍，根据 Read 和 Parker 在 1992 年提出的准则，本研究的样本属于有效，所得结果是

可以接受的。 

（二）中小企业 CSR行为的驱动因素分析 

围绕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及其驱动力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整理归纳了本研究的理论

基础，进一步明确了本研究的重点问题。本文基于文献的推导，得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关键

驱动因子以及本研究的理论模型。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受企业内外部许多因素的影响。

不同学者研究的理论视角不同，可能造成对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的理解也不同。因此，本

文力求明确阐释概念模型中的关键要素的理论内涵，这不仅有利于为本文的理论模型提供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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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框架，且有利于为后续实证研究中的变量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在第二章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无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制度理论、资源基础理论或者伦理

理论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都不具有完全独立的解释力。正如 See(2009)的研究发现，企业

社会责任行为外部约束驱动力指的是企业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社会规范

程度；内部驱动力主要是企业领导者的价值观和信仰、企业的战略计划及社会责任响应能力 

（三）调查问卷变量设计 

1.问卷设计 

结合上文中对于本文研究主题提出的理论模型，问卷编写分为三部分：（1）对于调查

对象及企业基本特征进行调查。包括被调查者相关人口学信息，所在企业员工人数、成立时

间、所属行业等信息。（2）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进行调查。包括企业对于员工的社会责

任、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以及对于社会的公共责任等。（3）对于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其他驱

动要素进行调查。包含高管价值观、企业战略以及先前绩效等，其中也包括法律法规、行业

规范等。 

2.变量设计 

本文将中小企业社会责任驱动要素作为自变量。而结合不同理论，对于中小企业社会责

任驱动要素也有所不同。对于社会责任驱动要素分为外部与内部两部分，内部主要结合资源

与伦理相关理论，分为管理层价值观、企业战略以及先前绩效，而外部驱动因素则参考制度

相关理论，结合法律法规、行业规范等对于企业形成的压力。而针对企业社会责任驱动要素

具体项目，则参考文献使用较多的成熟量表，本研究将企业社会责任的关键驱动要素作为自

变量。理论视角差异往往会造成提取到的驱动要素不同，所以本研究结合制度理论、资源基

础论和伦理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的测量项目，本文尽可能多的查阅了相关文献资

料，力求使用相对成熟的量表，以保证量表的信效度。在正式调研之前本研究先进行了小样

本预调研，将企业访谈记录进行内容分析，通过对访谈记录进行编排整理，与现有的测量量

表进行对照，进一步修正和补充本研究最终形成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的测量项目。 

作为本文研究因变量——社会责任，在结合现有研究进行归纳可以发现，对于企业社会

责任并未有统一的测量方法。目前对于社会责任测量方法有：内容分析法、污染物指标法以

及企业声誉测量法、问卷分析法。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于胡志明市中小企业社会责任进行

测量。首先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化，并通过管理层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评分，进而对于胡

志明市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情况进行衡量。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化的问卷，本研究将重点采

用 Boal 和 Peery 的成熟量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该量表被广泛使用，具有较高的信

效度；第二，该量表从企业利益相关者角度考虑，强调企业社会责任本身，更加科学和准确。

结合小样本预调研的内容分析，确定了关于社会责任具体表现的测量条目。 

五、研究结论 

（一）实证结果与分析问卷统计 

结合通过对于调查对象相关特征进行如上所示：其中参与本次调查的比例为本次调查对

象中，男性管理层占据主要比例。从年龄分布来看除去抽样的随机误差以外，从侧面反映了

企业的管理层多是社会阅历丰富的中年人。从受教育程度分布来看，大专或本科学 历的经

理人共 43 人，占总数的 17%；硕士及以上学历的经理人共 6 人，占总数的 2%，从此比例

可以看出，胡志明市中小企业管理人员普遍接受高等教育比例较低。从管理层的从业经验来

看，拥有 5 年以内经验经 理人的共 59 位，占总数 23%；拥有 5-10 年经验的经理人共 97 

位，占总数的 37%；拥有 10-20 年经验的经理人共 63 位，占总数 24%；拥有 20 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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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经理人共 41 位，占总 数的 18%。本次调查主要集中在了中小企业，尤其是微小企

业，此点与胡志明市目前中小企业特征相符。从企业的成长阶段分布来看，处于成熟期的企

业占总数的 24%，处于非成熟期的企业占 76%。 

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行为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所以样本企业分部在

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从企业行业类型分布来看，食品行业共计 64 家，

比 例为 25%，加工制造行业企业为 109 家，比例为 42%，零售批发行业数量为 63.比例为 

24%，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为 24%，比例为 9%。本次调查涉及的地区、行业、企业性质、企

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及企业规模等方面的范围较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因子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变量因子分析 

1）描述性统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转为不同问卷，综合性的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

方面。为了能够更好的对于数据进行简化，通过因子分析方法，提取相关问卷中的主要特征。 

2）因子分析，对测量项目进行 KMO 检验和 Bartlett’s 球形检验，从表 4.3 可以看

到，KMO 值为 0.914，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s 球形检验结果表明各测量项目间

是相互关联的，具备提取公因子的条件。因子方差累计贡献率为 69.991%，大于临界值 60%，

亦说明有 69.991%的可能提取三个公因子解释。 

结合上表分析结果，对于企业社会责任量表进行公因子提取，分别为相关者责任、员工

责任与社会责任。 

3）信度检验，研究对企业利益相关者责任、员工责任和公共责任分别进行信度检验。 

（三）内部驱动要素因子分析因子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依据伦理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驱动要素进行了提取，企业 

社会责任内部驱动要素的测量项目的描述性 

2) 因子分析  

在因子分析前，先对量表进行了 KMO 检验及巴特利特的球形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4-11 所示，KMO 值为 0.877，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表明各测量项

目间 是相互关联的，说明能够提取公因子。如表 4.12 所示，因子方差累计贡献率为 

60.34%， 接近临界值 60%，表明提取的公因子有一定的解释力。 

3) 信度检验  

本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驱动要素的三个公因子进行信度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4-13 所示。我们可以看到 CITC 系数大于 0.35 时， 项目被认为是可以保留的，因此再次

保留测量项目第 30 项。所有测量项目删除后的系数值 均小于总体项目的系数值。所以基

本可以认定企业社会责任外部驱动因素量表的信度较好。 

（四）相关性分析 

在相关分析中，本研究加入了不同控制变量，分别是企业的规模、企业所处的成长阶 段、

企业所属行业，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在以往研究中，很多学者已经验证了规模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间具有正向相关关

系。McElroy 和 Siegfried(1985)通过对美国大型企业的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参

与社会公益活动就越多。Husted 和 Allen(2007)对墨西哥的跨国企业进行研究发现，规模

越 大的企业就越容易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企业的战略规划中。因此，本研究将企业规模作

为 一个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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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也可能不同。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随着

企业日渐成熟，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度更高，相比之下，处于初创期的企业拥有的资源相

对有限，所以承担社会责任的倾向较小。国内学者郑海东研究发现，在企业不同的成长阶段，

其社会责任绩效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44]。因此，本研究将企业所处成长阶段作 为研究

模型中的控制变量。  

第三，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不同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较大的差异性。Chen、 

Patten 和 Roberts(2008)在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进行研究时，将企业所处行业进行细分，

发现涉及社会责任敏感因素如产品安全性、消费者依赖性、劳动力密集性等因素的行业，其

社会责任表现会更好。本研究选择制造业做参照，来观察行业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 

初步判断研究变量之间相互依存关系，作者首先利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对主要的研究变量

进行简单的相关分析 

从自变量各公因子之间的关系来看，通过因子分析中的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可以得出

外部驱动因素的法律法规完善性、行业规范压力和社会规范压力三者的相关系数为 0，表明

外部驱动因素的三个公因子是相互独立的，三者对因变量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同样方法得

到企业内部驱动因素间的相关系数很小，可以理解为三者对因变量具有不同的影响作用。

  

（五）回归分析 

外部驱动要素回归分析 

通过将企业社会责任与外部驱动要素影响如下表所示，通过三个不同模型分别对应相 关

利益者责任、员工责任以及公共责任回归结果，以模型 1、2、3 为控制变量与因变量回 归

模型，而 1-1、2-1、3-1 分别将控制变量与自变量引入回归模型。 

表中显示系数值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值；***表示显著水平 P<0.01，**表示显著水平

p<0.05，*表示显著水平 p<0.10从表 4.15 中可以看到：第一，回归模型在统计上表现出较

高的显著水平。第二，调整后的 R²引入自变量 组后，回归方程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强于控制

变量模型，调整后的 R²分别增加了 0.166***、 0.031、0.149***，说明加入自变量的模型

比单纯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对因变量有更强的解 释力。 

从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关系来看，行业、成长阶段的和规模的差异性对企业社会责任没

有表现出显著相关关系。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关系来看，法律法规的完善性显著影响了企业

利益相关者责任和 社会公共责任，但是法律法规的完善性对企业履行员 工责任没有表现出

显著的影响作用。行业规范的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三方面的表现均未表 现出显著影响作用，

这与前面所做的相关分析是一致的，表明企业所处行业环境并不足以 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

任。社会规范的压力对企业利益相关者责任、员工责任和社会公共责 任均显示出显著的正

向影响作用，这表明社会规范能够较好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内部驱动要素对企业社会

责任的直接影响. 

（六）实证结果 

(1.)规的驱动作用本研究统计结果显示，法律法规的健全程度与企业承担利益相关者责

任、社会公共责任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法律执行的认真落实有

利于促进企业履行对股东、合作伙伴和消费者等群体的责任。(2.)行业规范的压力对企业社

会责任的作用关于行业规范的压力，我们发现行业规范的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三方面的表现

均未表现出显著影响作用，这与最初的预想是不一致的。可能的解释有两种：第一，某些企

业较好地履行了社会责任，但是由于缺乏公开沟通和传播机制，无法在行业内形成榜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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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同行企业的良好表现很难对周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起到显著的示范作

用。第二，我国企业缺乏良好的承担社会责任的商业环境，换句话说，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水

平总体偏低。我国企业正处于经济转型的过渡期，大多以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自身不具

备条件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兼顾企业社会责任。(3.)社会规范的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关

于社会规范的压力，我们从研究结果分析中可以看到，社会规范的压力对促进企业社会责任

行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说明社会公众、民间团体组织、非政府组织、第三方组织、

新闻媒体组织等能够积极地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Kostova 和 Roth(2002)对跨国公司子

公司在东道国采纳质量管理实践的研究中发现，当东道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度和关注度

较高时，子公司会更好的实践质量管理体系。Kostova 和 Roth 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

理念根植于社会价值观体系时，则企业更容易认同和实践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五）主要研究结论 

作者从“为什么胡志明市一些企业开始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而仍有很大部分企业却千方

百计逃避社会责任”的社会现象出发，以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商业伦理理论为

理论依托，深入探究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机制。 

第一，制度环境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外在驱动力，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发挥着显著的促

进作用。由于制度环境中的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和已经被广泛认同的行业惯例或社会惯例对企

业的限制，企业无法完全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根据本研究的实证结论，可以看到

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和政府的执法力度对企业承担利益相关者责任和社会公共责任有明显

的促进作用，但是对员工责任并没有表现出正向的促进关系另一方面反映出企业社会责任行

为缺乏有效地传播机制，同行企业与社会公众无法接收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使企业

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在同行企业里无法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 

第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驱动力主要源于高管的认同、企业的经营战略及企业先

前良好的绩效表现。企业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是直接驱动企业实践社会责任的关键。

由于部分胡志明市企业管理层对于社会责任的理解依然停留在“做慈善”和“回馈社会”

的层面，导致许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形式过于单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无法达到系

统化和制度化的水平。 

另外，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胡志明市部分中小企业的并没有将社会责任因素纳入企

业战略，这从侧面反映出胡志明市中小企业目前并不认同承担社会责任会为企业带来优势的

竞争资源；另一方面胡志明市，乃至整个越南企业，整体的科技水平及创新能力相对不足，

所以在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表现差强人意。最后，本研究的实证结论显示，即使企业

具有良好的财务绩效，企业不会更多的承担员工责任和公共责任。这与胡志明市政府执法不

严和员工的维权意识差是分不开的，另外本研究抽选的样本为胡志明市中小企业，企业的财

务绩效表现大多并非行业中的佼佼者，这难免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企业先前绩效与企业社会责

任之间的具体相关关系。 

擁有的創新點 

第一，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制度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及商业伦理理论的研究，对

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力进行了理论解释。在以往研究中，企业社会责任往往作为既定的自变量

因素，研究其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作用。但作者认为，企业为什么承担社会责任或者逃避

社会责任这一问题没有研究清楚之前，就一味地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作

用是不恰当的，难免存在本末倒置的可能，所以本文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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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及推导，结合胡志明市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现状，归纳了企业承

担社会责任的 6 个驱动因素。并且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到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湖

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6 的实证数据，利用 SPSS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相关分

析及回归分析，验证了各 个驱动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方向及强度。 

第三，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对策建议。本研究虽

然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 6 个关键驱动因素进行了较完整的 实证研究，但

鉴于本人的时间、能力及其他一些客观条件所限，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局限 和不足。作者

对本文的局限和不足之处进行总结一下四点，希望可以给予以后的研究者提 供一些参考。 

对后续研究的展望 

基于对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的总结，作者提出几点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第一，尽力提高抽样方法的科学性及有效性。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扩大调查区 胡

志明市中小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因素研究 4 7 域及样本容量，以提高调查样本的

代表性。  

第二，进一步修正测量量表。在现有量表的基础上，结合专家访谈、探索性预调研等 方

式对量表进行反复修正，以提高量表的信效度；另一方面，如有机会，可以和专业的调 研

机构合作，从而获得更加真实有效地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数据。 

第三，对典型的案例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对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力因素进行补充验证。 

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本研究尚未考虑的其他的因素，也可以对企业社会 责

任驱动因素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作用关系及作用强度进行二次验证。  

第四，细化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特定情境，即对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变量进行细 

分。例如对企业所处行业根据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敏感因素分为产品安全型、消费者依

赖型或者环境敏感型企业；再如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分别进行考

察，而不是仅仅关注发展成熟的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这样可能更有利于发现调节变量与因

变量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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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Ho Chi 

Minh City.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Ho Chi Minh City, it can improve the problems that arise, and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more Vietnames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help them bett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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