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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背景
本企業社會責任（CSR）參考框架，是荷蘭企業

社會責任平臺（MVO	 Platform）對企業社會責

任的闡述。荷蘭企業社會責任平臺（MVO	Plat-

form）是一個荷蘭公民社會組織聯盟。本文件

是建基於2002年出版的一份同類檔之上。我們

的2007年版本分為兩個部分：一、概述企業社

會責任之標準和操作準則；二、作為一本詳細

的手冊，提供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資訊和

解釋，預計在2007年稍後出版（即將出版）。

 
1.2       目的
企業社會責任參考框架是供企業、政府、非政

府組織等使用。我們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並不

是“一攬子”的內容，由企業按照自己的意願

去任意選取。更重要的是，我們認為，企業社

會責任應該根植於國家法規、國際採納的標

準、公眾認可的良好管治和負責任的企業行為

的原則之中。本參考框架對這些基本的標準和

原則進行描述和定義。

1.3        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
企業社會責任平臺所採用的企業社會責任定義

如下：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企業在其整個的供

應鏈中，就企業行為所造成的社會、生態和經

濟後果負起責任，報告這些後果，並且建設性

地與各利益相關方進行互動。

1.4       基本原則
參考框架是根據國際認可的標準、協定、操作

原則和程式而制定。國際條約、宣言、指引和

盟約等都對各國政府的社會、生態和經濟責任

作出了定義，很明顯這些定義對企業也有著直

接或者間接的意義。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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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UDHR）》提供了最

主要的規範標準。宣言的導言呼籲“每一個

社會機構”(包括企業部門)應採取“漸進措

施”，“致力促進這些權利和自由，並確保它

們獲得廣泛確認和有效落實”。

值得注意的還有另外兩個重要的標準。在勞工

問題上，《國際勞工組織公約》提供了重要的

標準，在環境方面，《1992年裏約熱內盧環境

和發展宣言》擔當了重要的角色	 1。

除了針對各國政府而制定標準和條約之外，很

多專門針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指引和標準

也建立起來。當中包括《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跨國企業準則》(2000年修訂版)，以及

國際勞工組織的《關于跨国企業和社會政策之

原则三方宣言(1977)》 2。聯合國促進和保護

人權小組委員會所制定的《跨國企業和其他工

商企業在人權方面的責任準則(2003)》，是根

據政府在有關方面的現行責任上，闡明瞭企業

的責任	 3 	。

1.5				行業標準

本參考框架為不同行業制定的指引、管理体系

和操作机制提供基礎。覆盖全行業或整个供應

鏈的行動計划，可以令標准和指引的推行更具

系統，从而擴大指引的實踐經驗。
	

1.6				企業公民責任

企業公民責任是指企業在當地社區、或者是社

區中的某个部分而進行的商業或投資活動所負

責的社會責任。當中包括不与企業核心業務直

接相關的社會目標，但是這些目標的核心能力

却能夠對社會作出貢獻。企業可以用這种方式

對發展目標作出重大貢獻，例如《聯合国千年

發展目標》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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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自愿与強制

企業社會責任平台強調，自愿和強制兩种企

業社會責任可以并存。非政府組織(NGO)和企

業等已經開展了很多自愿性項目，致力落實本

參考框架或其它指引定下的標準和原則。這樣

的多邊合作項目通常是在整个行業中開展起來

的，可以促進這些原則和標準得以更可靠和有

效地執行。

不過，這些自愿性項目并不能确保所有企業能

全面遵守国家法律和國際法規。儘管簽署了国

際公約的国家必須按照規定保護其公民權利不

受第三方，包括企業的侵害，但是很多發展中

和轉型中国家，儘管有法律制度，其執法能力

却十分薄弱。荷蘭政府必須确保在荷蘭司法管

轄下的企業不會在国外地方侵權。

為了确保一个公平競爭的環境，和限制不受約

束的行為，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在環境和人權方

面中，包括勞工權益，引入具有國際約束力和

執行的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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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社會方面

人權

人權包括經濟、社會的和文化的權利，並包括

公民權及政治權。工人的權益和社區的權益也

包括在世界人權範圍內。從嚴格的法律角度來

看，消費者權益不被視為世界人權，但是企業

應同樣遵守消費者的權益，特別是其健康和生

活的權利。

企業需要在其活動和影響範圍內，遵守並且推

廣國際確立的人權。企業應該承擔以下責任：

•尊重國家主權

•避免參與或是支持任何直接或間接的人權侵
犯，避免幫助和煽動戰爭罪行或者其他違背

人道主義的罪行，或避免從這些犯罪中獲

利；當在衝突地區開展業務的時候，應該格

外注意保護基本人權 5 	。

• 	在保護財產和員工的同時，要確保保安供應
者(無論是與政府或私人有關係的)遵守人權	

• 	尊重當地社區和原住民

•尊重健康和基本生活權利，包括獲得食物、
教育、房屋和參與文化事務的權利，避免進

行可能破壞這些權利的活動

企業社會責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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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權益

涉及人權的労權包括：禁止強迫勞動；禁止使

用童工；自由結社權利，以及獲得公平酬勞

的權利，這些權益都寫入了《世界人權宣言（

UDHR）》。國際勞工組織1998年的《關於工作

中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闡明了更具體和廣泛

的勞動權益和標準。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1998年宣言以及《关

于跨国企业和社会政策之原则三方宣言》，還

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指引》中有

關勞工的章節，都為勞工標準提供了權威的解

釋。有鑒於此，各企業應該遵守、尊重並且促

進以下勞動權利：

• 	組織和集體談判權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87、98和135條）

•禁止強迫勞動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29和105條）

•禁止童工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138和182條）

•禁止歧視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100和111條）

• 	雇傭安全（《關於跨國企業和社會政策之
		原則三方宣言》，第24-28條）

• 	職業健康和安全的權利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155條）

• 	遵守最高工時規定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1條）

• 	生活工資權利（《關於跨國企業和社會政策
		之原則三方宣言》，第34條）

消費者權益

在對待消費者方面，企業應該誠實地開展商業

行為，進行誠實的市場宣傳和廣告，同時確保

其產品和服務的安全和品質。1999年的《聯合

國消費者保護準則》中提出了八項基本標準：

獲得必要商品和服務的權利；獲得安全的權

利；獲得資訊的權利；作出選擇的權利；被聆

聽的權利；上訴和投訴的權利；獲得消費者教

育的權利，以及具可持續性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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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環境方面

有關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國際目標包括《

1992里約熱內盧環境和發展宣言》，《1992生

物多樣性條約》（前身為《生物多樣性公

約》），以及《1997京都議定書》。此外，

2002年聯合國在約翰尼斯堡舉行的聯合國可持

續發展世界峰會也強調了私營部門在可持續發

展中所擔當的角色。

各種條約和公約都闡述了企業應該對其在空

氣、水、土壤、氣候、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

和健康方面的行為所產生的影響負責 7。各企

業應該致力將其商業行為所產生的負面影響降

到最低。此外，他們應該向所有的利益相關方

報告這些影響，並且參與對話。1998年《联合

国欧洲经济合作理事会奧爾胡斯公約》規定，

公民擁有在環境問題上獲得資訊、參與決策和

訴諸法律的權利 8。

根據以上提到的條約，下列是適用于商業行為

的原則：

•預防性行動原則

•預警原則 9 		

• 	在源頭解決環境破壞問題

•“污染者付費”原則10 

•提供有關環境影響的資訊

2.3	經濟方面

除了關心企業可能帶來的社會和環境影響，企

業在經濟方面所帶來的影響也在企業社會責任

中引起了爭論。但與社會和環境領域不同的

是，目前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國際框架處理企業

的經濟責任問題。不過，在幾個涉及經濟影響

的具體領域（腐敗、競爭、稅收）則有明確的

國際協定（詳見下文）。其他領域也陸續確立

企業社會責任的標準。這些領域包括採購和貿

易條件，以及在供應鏈中的利潤公平分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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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和貿易條件

應該制定負責任生產行為條件的標準，包括企

業全球外判下的採購和貿易行為。例如：

• 	定價政策須尊重所提供產品和服務的社會和
環境品質

•依據《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公約》11  簽訂合同

• 	合理的供應時間，以避免對工人產生過大壓
力而侵犯工人的權利

• 	簽署多年合同保持貿易關係，以確保供應商
的經濟安全

•縮短供應鏈以降低供應商的交易成本

• 	保護小規模生產者的地位

貪汙

任何企業都應該避免行賄和貪污行為。具體的

法律根據可從《1992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反對在國際商務中賄賂外國公職人員公

約》中尋找。該協定要求所有經合組織成員國

把該公約納入國家法律當中。因此，荷蘭把賄

賂外國政府官員（例如：荷蘭以外的官員）也

列為刑事罪行。

競爭

如果企業濫用自己的市場主導地位，或者企業

之間達成了損害自由貿易和競爭的協定，那麼

整個市場和供應鏈中的利潤和盈餘的分佈就會

不公平。參與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的企業應該

遵守那些旨在為市場中所有參與者提供公平機

會的規定。

《經合組織（OECD）指引》第九章，《2004联

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競爭範本》，聯合國貿

易与發展會議《1980管制限制性商業慣例的一

套多邊協議的公平原則和規則》 12，以及歐盟

條約第81條 13中都應用了下列基本的公平競爭

條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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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合併和市場主宰

•禁止有關價格、配額、投標和市場份額的限
制競爭性協定

稅收

發展中國家常常由於內部轉讓定價和免稅而造

成了很多稅收的流失。在這方面企業的社會責

任包括遵守以下責任：

•應該在進行商業活動及生產利潤的國家中支
付稅款

•不進行轉讓定價，換句話說，不在邊境進行
以避稅或關稅交換為目的的價格操縱

• 	不進行資本弱化，即是，透過旗下公司支付
其他地方和其他子公司的利息而攤分利潤

• 	不利用延長支付時限、或採用特殊支付優惠
政策來進行避稅

• 	不過分使用或濫用與具體情況相關的稅收優
惠，例如，一旦某些稅收優惠政策取消，立即

將企業遷往他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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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在國際的辯論和實踐的過程中，

以上標準框架已經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認同。

目前，辯論的焦點更多集中在如何推行這些原

則，以及如何把這些原則融入到企業的營商行

為中。企業社會責任原則的落實，是根據企業

已有的相應政策，管理體系和實施計畫，及其

確認的責任上。參與企業社會責任平臺的非政

府組織和工會都擁有各種寶貴的經驗，無論是

個別經驗還是集體經驗，這些經驗涉及系統的

發展——通常是針對特定的產品和行業——進

行企業社會責任監察、標準認證和核查。企業

社會責任平臺已經制定出了許多綜合原則，這

對於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的可靠和有效執行起著

至關重要的作用。

3.1	多利益相關方參與

採用多利益相關方參與的方法，對於達至可靠

有效的企業社會責任政策至關重要。這其中的

一個關鍵因素，就是要認定所有有關的利益相

關方，以及他們各自的參與程度和影響力。雇

員、當地社區、供應商、個人、民間團體和其

他利益相關方都應該參與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的

制定和執行，並參與外部核查和監督企業社會

責任專案的執行情況。

3.2	供應鏈責任

由於生產和其他業務的外包，導致了國際產品

和供應鏈變得越來越複雜。進行外包的動力通

常來自節省成本和分散風險。正因為這個原

因，各企業應該在他們的產品和供應鏈上給與

格外的關注，不要損害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社

會責任平臺認為，供應鏈責任的概念是企業社

會責任的核心。供應鏈責任意味著一個企業應

該盡可能地在整個供應鏈中推廣和執行負責任

的商業行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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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企業社會責任執行

企業社會責任的制定、執行和與商業行為的整

合，可以按照幾個清晰的步驟進行。首要制

定一個與企業社會責任一致的企業治理架構。

其他讓企業社會責任付諸實踐的關鍵因素還包

括：分析商業行為的風險和後果，明確的制定

政策，內部監管和管理系統，獨立核查、評估

和報告。為了確保企業能遵守政策並且保持企

業的信譽，這些步驟都不可或缺。

企業治理

企業需要有效和透明的治理，以確保企業良好

運作，同時受到第三方的信賴。依據企業社會

責任和其他標準對企業進行治理，是實現這一

目標的關鍵條件。企業董事會應該確保企業社

會責任的專案和職責明確納入企業政策內，並

且制定出具體的機制和管理系統，以便在企業

和其開展業務的社會中建立起一種相互信任的

關係。

風險和後果分析

企業應該瞭解其業務所在國家、地區和/或行

業的社會、環境和經濟條件。企業應同時分析

其於供應鏈和/或社區中進行的活動所可能產

生的後果，確保自己的商業行為能夠完全符合

企業社會責任的標準。對自身商業行為所做出

的風險和後果分析，能夠讓企業確定哪些企業

社會責任元素需要優先解決，哪些元素存在風

險。這些資訊包括如何避免這些風險，或者在

合理的時間範圍內，如何制定計劃使得企業社

會責任的標準得以落實。

16



企業社會責任參考框架

制定政策：行為守則和以行業
										為基礎的行動項目

企業所承擔的社會責任應該反映在企業的政策

中，包括企業的行為守則和行動計畫。為了避

免因為各個企業制定各自的行為守則而使得這

些守則過於氾濫，最好的辦法是採用行業守則

的辦法，在行業層面或產品層面，與各利益

相關方進行磋商之後，就全行業的守則達成協

定。

執行：管理系統，內部監察

為了判定企業自己的行為能否符合其內部的企

業社會責任政策、目標和執行計畫，企業需要

對自己的行為進行監察。正如已系統化的品質

保證體系和環境管理體系一樣，企業社會責任

管理體系應該包括具體明確的管治政策，並有

既定程式確保標準得以落實。這樣的體系同時

還應該包括一個自我監察程式，確保企業能夠

證明它們有否或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了所設立的

標準，為了減少不遵守標準的情況，他們必須

採取哪些糾正措施。

外部核查

獨立核查程式是有效的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的最

後一步。獨立核查可令企業的管理系統和程式

更完善、更有用和更可靠。獨立核查不是純粹

找幾個專家參與的技術專案，獨立核查的參與

者還包括企業雇員、當地社區等，以證明企業

社會責任的具體落實程度。進行這種獨立核查

的組織不能與企業有利益關係，而且是所有利

益相關方信任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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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考察和報告

企業應該讓政策公開透明，並報告其企業社會

責任的表現。以下是主要的原則：

• 	報告內容必須如實清晰、準確完整，及取得
各方平衡。其他重要的因素包括：充分的解

釋、不同時期的比較、屬下公司（子公司和

供應商）之間的比較，政策的分佈和時間14 	

• 	提供資訊，例如標籤或品質標示的背景資
料，並且向公眾發放有關資訊

• 	披露資料和諮詢意見

• 	利益相關方有知情權，例如消費者有權獲得
產品和服務的加工程式、來源的資訊

投訴程式

執行企業社會責任，還包括為雇員、消費者和

其他利益相關者提供投訴的管道，以便利益相

關者隨時報告任何涉嫌破壞企業社會責任標準

的行為。提供有關企業運營情況的個人不可因

此而受到紀律懲罰、開除或歧視。企業應該建

立起透明、有效的投訴處理程式，處理來自雇

員、消費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投訴，這些人

可以一起合作，快速、公正地解決爭議，避免

因此而帶來的不必要的成本、費用或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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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第217A(III)號檔通過並頒佈《世界人權宣言》http://www.un.org/Overview/rights.html；	
國際勞工組織國際勞工標準資料庫(ILOLEX)	http://www.ilo.org/ilolex/english/convdisp1.htm；1992年6月聯合國環境
和發展會議頒佈《里約熱內盧環境和發展宣言》http://www.unep.org/Documents.multilingual/Default.asp?DocumentID			
=78&ArticleID=1163

2《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跨國企業準則》2000年修訂版，國際勞工組織1977年11月《關於跨國企業和社會政策之原則三
方宣言》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employment/multi/download/english.pdf	

3 	2003年8月聯合國增進和保護人權小組委員會第2003/16號決議《跨國企業和其他工商企業在人權方面的責任準則》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employment/multi/download/english.pdf

4 	參見	http://www.un.org/milleniumgoals	

5 	指引是根據《聯合國執法人員行為守則(1979年)》及《聯合國執行官員使用暴力和武器的基本原則(1990年)》
http://www.unhchr.ch/html/menu3/b/h_comp43.htm

6 	參見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消費者保障指引》(1999年增修版)
http://www.un.org/esa/sustdev/publications/consumption_en.pdf#search=%22UN%20Consumer%20Guidelines%22

7《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1973年)、《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2000年)、《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
爾摩公約(POPS)》(2001年)、《鹿特丹公約(PICS)》(1998年)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跨國企業準則》等在內
的200多條有關環境的多邊條約，共同就環境保護提供政策及法律框架。這些條約奠定了1992年里約熱內盧氣候大會的基
礎。

8 		參見聯合國歐洲經濟理事會《在環境問題上獲得資訊、公眾參與決策和訴諸法律的奧爾胡斯大會》(簡稱《奧爾胡斯公		
約》)	http://www.unece.org/env/pp/，以及《里約熱內盧宣言》的第10項原則。

9 	參見《里約熱內盧宣言》的第15項原則

10	參見《里約熱內盧宣言》的第16項原則

11	荷蘭簽署了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公約(Unidroit	Conventions)，包括《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

12  	聯合國1980年制定《管制限制性商業慣例的一套多邊協定的公平原則和規則》	

13	歐洲共同體1958年制定《成立歐洲共同體條約》(1997年尼斯條約整合版),	
參見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12002E081:NL:HTML

14	全球報告計畫(GRI)是現時廣泛使用的報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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