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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股东至上主义 是盎格努
萨克逊体系公司治理模式的核心, 但是它却忽视了相关者的利益要求, 从而给 企业
带来了一系列的管理悖论。而在知识化、
信息化为主要 特征的新经济条件下,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同合作情况 对企业的经营成败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于是, 利益相关者管理逐渐受到了理 论与实践 上的重视。虽 然通过利益 相关者管 理可以实现 企业
长期价值的提高, 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等,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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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伊戈尔 安 索夫( Ig or Ansoff) 于 1965 年在 他的 公司
战略 一书中首次提及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以来, 利益相关者

是从企业环境或外生 变量的 角度被定 义的, 因而 多被排 除在
企业管理的视野之 外。然而, 利益 相关者理 论则要 求把这 些

理论日益引起了人们的 共识。发展 至今, 其范畴 不仅包 括了
企业的股东、
债权人、雇员、消费 者、
供 应商、竞争 者等交 易伙
伴, 也包括了政府部门、本 地居民、当地 社区、媒体、环境 保护

个人和团体纳入企业 管理的 范围, 视为企 业的构 成要素 或内
生变量, 从而扩宽了企业管理的范畴和视野。
其三, 管理重心发生转 移。传统企 业被视 为一 个相对 封

主义等压力 集团, 甚至 还包括 自然环 境、
人 类后代、非人 物种
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
虽然导致利益相关者理论地位提升与实践意义凸现的原

闭的系统, 企业 的管 理活 动也 主要 局限 在如 何处 理内 部人、
财、物的关系及如何有效 提升生 产效率 的问题 上。而利益 相
关者理论则把企业当 作一个 开放的系 统, 要求管 理者的 管理

因众多, 但基本可以归 结为: 近几十 年来, 经济全 球化加 剧了
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和企业间的竞争; 科技发展日新月 异, 人
力资本价值 日益凸显; 新技术、新产 品开发 周期不 断缩短, 消

活动应着眼于企业内 部环境 与外部环 境的协 调发展, 处 理好
内部利益相关者与外 部利益 相关者的 利益平 衡, 协调好 各种
利益相关者短期利益与 长期利益的平衡。

费者需求快速变化; 经济分权化迅速发展; 各种特殊利益集团
不断发展壮大, 对企业的影响力逐步增强; 公众的自我保护意
识和环境意 识显著提高, 并对企 业承担 社会责 任持有 越来越

其四, 管理理念不断更 新。传统企 业的管 理者 从股东 的
角度来看待企业, 实行以物为本的任务管理, 公司治理是以股
东为主的单边治理; 而利益 相关者 理论则 要求企 业管理 者必

高的预期等 。正是在 这样一 个动荡 的、
充 满着机 遇和挑 战的
环境中, 企业高层管理者 和理论 研究者 才日益 认识到 企业的
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和支

须从利益相关者的角 度来看 待企业, 实行 以人为 本的关 系管
理, 公司治理则是在充分平 衡各利 益相关 者利益 基础上 的共
同治理和相机治理。

持。传统的 以最大化股东价值为目标的管理模式已经不再能
够适应环境 发展和变化的 需要, 从而企 业的经 营目标 也应从
过去的股东价值最大化转变为包括股东在内的企业所有利益

其五, 管理内容不断丰 富。利益相 关者理 论的 提出和 不
断完善极大地丰富了 管理理 论的各个 分支、各个 层面以 及管
理实践的各个领域。在 企业的 人力资 源管理 上, 提 高员工 的

相关者价值的最大化。
然而, 如何利用利益相 关者理 论帮助 企业完 成其组 织使
命的变革和 管理模式的变 迁, 以 更好地 适应现 实环境 的需要

满意度和建立 多元 化员 工队 伍成 为人 力资 源管 理工 作的 重
点; 在供应商和中间商管 理上, 企业开 始重视 与供应 商、
中间
商建立相互信任的长 期合作 关系, 而不仅 仅满足 于过去 的竞

对于所有企 业而言都是一 把双刃剑 , 因 为在利 用利益 相关者
理论的时候, 机遇与挑战总是并存的。
一、
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管理理论与实践的 意义

争性市场交易 关系; 在顾 客管 理上, 顾 客关 系管 理( CRM ) 逐
步受到企业的重视, 关系营销方兴未艾; 在 企业同竞争对手的
关系上, 从过去的敌对竞争关系转变为竞合关系, 最为突出的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 对企 业的管 理理论 与实践 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其一, 管理的目标导 向正在 转变。传统 的企 业认为 股东

是企业同竞争对手建 立的战 略联盟不 断出现; 在 政府和 社区
方面, 企业也开始重视同所 在国家 的政府 及所在 地社区 建立
良好的关系; 甚至某些行业 领域内 的企业 出于谋 求其自 身可

是企业的所有者, 股东利益高于一切, 企业管理是以实现股东
价值的最大 化为目标导向 的; 利 益相关 者理论 则认为 任何一
个公司的发 展都离不开各 种利益相 关者的 投入或 参与, 企业

持续发展的战略动机, 主动参与到了环境保护者的行列中去,
从而使得环境保护也成 为企业管理的一小部分内容。
二、利益相关者管理带来的机会

追求的是利 益相关者的整 体利益, 而不 仅仅是 某个主 体的利
益。因此, 企业管理的目 标导向 也应该相 应地由 股东价 值最
大化转变为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

1. 利益相关者管理为企业内 部管理的完善提供了契机
利益相关者管理要 求企业善于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
的利益, 为此, 企业内部必须建立一套能够 代表不同利益相关

其二, 管理范 畴得 以 扩展。 在传 统企 业 管理 理论 中, 股
东、
雇员、
顾 客、
供应商、中间商、社 区及政 府等个 人和团 体都

者利益的管理体制 和机制。 在公司治 理层次 上, 股东 主权
逻辑下的单边治理为 利益相关者主权 逻 辑下的共同治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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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 使各利益主体能够相互监督, 从而有助于企业内部制衡
的实现; 同时, 由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来自与企业相关的不同

其一, 目前关于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有十几种之多, 从最宽
泛的定义到最狭窄 的定义, 不一 而足, 尚无一 致意见, 对具 体

领域, 他们拥有各种不同层次的信息资源和网络资源, 能够为
企业发展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建议, 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 学性;
在企业运作上, 利益相关 者之间 利益的 协调有 利于建 立有效

企业而言, 其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多大才合适呢, 这是个两难的
问题。毕竟对企业来说, 其资源和能力是有限的, 利益相关者
范围过于宽泛只能使 企业心 有余而力 不足, 要真 正保障 和实

的内部激励机制, 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来实现 企业的目标。
2. 利益相关者管理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

现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利益也只能 成为一句空话。而范围太狭
窄, 又可能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进 而招致其他利益相

作为对动态环境下企业 管理实 践的回 应, 利 益相关 者管
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问题成为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的一个重

关者的不满和抗议, 从而不 利于企 业发展 的良好 外部环 境的
建立。

要领域。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 企 业的存 在是因 为与市 场或其 他经

其二, 企业重视利益相关 者的利 益从根 本上说 主要是 因
为这更符合企业的利 益尤其 是长远利 益, 而不同 的利益 相关

济组织形式 相比能够节约 交易费用 , 交 易费用 具体包 括企业
利益相关者 之间签订契约、履行 契约和 监督契 约执行 以及处
罚违约行为所发生的各种成本。利益相关者管理使企业和利

者对企业的影响和作 用存在 巨大差异 , 甚 至相同 的利益 相关
者对不同的企业的 作用也 会有所 差别。所以, 企业 对待利 益
相关者必然 是有 所选 择, 分别 对待 的。那 么, 对具 体 企业 而

益相关者之 间形成一种基于 信任的 长期稳定 的合作 关系( 关
系契约) , 可 以显著地降 低契约成 本。资源 基础理论 则认 为,

言, 如何区别不同利益相 关者的 重要性 呢? 这种重 要性是 否
会起变化, 这种变化又会对 利益相 关者管 理产生 怎样的 影响

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和绩效的提高取决于企业运营过程中形
成的各种无形的、
有价值的、竞争对手难于模仿或直接取得的

呢, 这都有待深入探讨。
2. 管什么, 即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内容问题

资产 ( A tkinson Waterhouse and Wells, 1997) , 包 括 良好 的 声
誉、
独特的组织文化、与客户和供应商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存在不 同的利 益要求, 同一 利益相 关
者的利益范围也存在 一定的 弹性区间 , 这 势必给 利益的 协调

系、
知识资产等。这些资产是企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力 资源、
组织资源和自然 资源 之间 独特的 长期 相互作 用的 结果( Barney, 1991) , 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 和源泉。企业 与其利益

与制衡带来诸多问题。比如, 同是一个企业的员工, 某些员工
的利益主要是体现为 物质利 益的经济 报酬, 有些 员工则 希望
能在公司实现自我价值, 他们更看重职业发展机会, 希望参与

相关者之间在长期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能够创造并有效地利用
这些资源, 使企业在长期 价值创 造方面 获得超 越对手 的竞争

公司的决策与管理, 而伴随着人力资本价值的日益重要, 员工
也提出了享有公司剩 余索取 权和剩余 控制权 的要求, 而 实际

优势。企业战略理论则认为, 企业是一个学习、创造和扩散关
于价值创造的知识的制度装置。这些知识包括了企业与其利

上具体到各个员工, 这种利益要求的差异性将更大, 由此带来
的管理问题也将是棘手 的。同时 , 由员工而延伸至顾客、供应

益相关者 之 间在 长 期 合作 过 程中 产 生 的信 任、声 誉 等资 产
( N ahapiet and Ghoshal)

商、中间商、
社区等不同 的利益 相关者, 其利 益要求 的多层 次
性、复杂性和差异性更大, 为此, 就 必然要求 对这些 利益相 关

总之, 利益相关者管理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的交易费 用, 另
一方面增强 了其创造组织 租金的能 力, 从而推 动了企 业绩效

者的利益按重要性程度排序并采 取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而
重要性的判断标准应该如何确定 呢, 实际上, 对企业重要的利

的提高。事实上, 在研究过程中, 有一种思路将利益相关者管
理等同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通过研究企业社会绩效( 即履行
社会责任的状况) 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揭示利益相关者管理与

益对于利益相关者来 说却未 必是重要 的, 双方之 间也会 存在
这样或那样的矛盾, 也就增加了管理的难度。
3. 谁来管, 即利益相关者管理的主体问题

企业绩效的内在联系。这些研究在表明利益相关者管理能在
很大程度上 帮助和促进企 业组织社 会绩效 的实现, 从 而间接

利益相关者是一个 比较宽 泛的群 体, 他 们的利 益要求 表
现在各个方面, 这也就很难 要求有 一个专 门的部 门来实 现这

提高组织绩效。
3. 利益相关者管理为企业长期持续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么大一个利益群体的 利益要 求, 也 就意味 着实现 利益相 关者
的利益应当依赖于企 业各个 机构和 部门的 整体协作 和努力。

当前, 企业面临着更为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 各种利益相
关者对企业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和期望。未来成功的企业

这首先要求公司的治理 结构能充分代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
益, 并能为实现这些利益制定切实的发展战略, 其次要求公司

必须学会把握、
重视和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要 求, 那
种忽略和排斥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企业或许可以获取一时
的利润, 但无法取得长 期竞争 优势。企业 要获得 长期持 续发

的执行层能真正具备为 利益相关者服务的意识并切实执行董
事会提出的发展战 略。那么, 怎样 的一个治 理结构 才能代 表
这样一个广泛的利益 群体, 才能有 效地对 利益相 关者的 利益

展的优势, 就必须使企业 既满足 内部利 益相关 者的要 求又适
应外部利益 相关者的需要, 也就 是进行 卓有成 效的利 益相关

负责呢? 即使是美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体 系最完善管理制度
最健全的国 家, 也会 存在 像安 然、施乐 等业 内巨 头的 治理 丑

者管理。只有这样, 企业 才能把 握内部环 境与外 部环境 的平
衡, 使企业这个子系统与其外在的大环境和谐共生, 最终使企

闻, 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和日益受重视, 治理结构必然
面临挑战; 在执行层, 尤 其是业 务层, 由于他 们本身 也是企 业

业获得可持续发展。正如 OECD 公司治理原 则 提 到的: 公
司应当认识到利益相关者的贡献是建立一个有竞争力而且盈

的利益相关者, 同时又是为某一局部利益相关者服务的, 那么
如何实现自身利益、局部利 益和整 体利益 的有效 互动和 利益

利的公司的宝贵资源。因而在利益相关者中建立创造财富的
合作是为了公司的长期利益。
三、
利益相关者管理带来的挑战

相容呢, 这是个难题。
4. 如何管, 即利益相关者管理的方式和手段问题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 利益 相关者 的广泛 性及各 种利益 的

1. 管谁, 即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对象问题

复杂性、差异性、
变动性必然要求管理者采 取不同的方式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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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来满足他们的需要。目前, 各种利益的实现手段、管理方式
和管理理念, 如顾客关系管理 ( CRM ) 、垂 直市场营 销系统、经
营层收购( M BO) 、
职 员市场营销、竞争者 战略联盟、绿 色营销

利益相关者之间也不存在彼此间 的利益侵占。从员工那里掠
夺利益分配给股东是最 平常的直接在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利
益侵占与转移的例子。传统的股东价值最 大化的模式给了股

等不断出现, 但这些手段都相对独立, 尚未纳入统一的利益相
关者理论框 架和 管理 体系, 往 往兴 起于 一时 , 企 业便 盲 目跟
从, 学一个丢一个, 强 调一点 而不顾 其余, 必然容 易引起 各种
利益关系的波动和失衡。因 此, 如何构建 一个系 统的管 理框

东这样的侵占利益的 机会, 但是在 员工的 专用性 资产投 入对
企业竞争力越来越重 要的今 天, 这 样做会 从根本 上损害 企业
的竞争力, 于是利益相关者 理论很 好地修 正了这 一企业 理论
的范式。

架和动态的平衡机制正是当务之急。
另外, 当前的 利益 相关 者管 理比 较侧 重 对消 费者、中间
商、
员工和经营层的管 理, 而往往把 社区、环境、政府 、
竞 争者

没有利益侵占就是 有效率 的, 而 有效率 就是有 竞争力 和
有效益的。当我们发现一个企业能够通过 利益相关者理论最
终找到一种机制, 使得各利 益相关 者既没 有侵占 他人利 益的

等外部利益 相关者看做包 袱和压力 , 对 于他们 的利益 实现和
管理更多地 取决于企业的 短期需要 , 这 也容易 导致利 益的失
衡, 增加企业的短期行 为; 同 时, 利益相关 者的宏 观管理 手段

机会, 也没有被他人侵占利益的危险时, 我 们就可以说该企业
已经成功地克服将利益 相关者管理的挑战和并将相应的机遇
开始转化为现实的生产 力了。

和力度不足, 利益相关者 的利益 实现更 多地依 赖于企 业的自
觉行为, 外部约束不足, 如舆论监督、
社会责任审计、法律约束
等都亟待加强。
四、
结语
说到底, 利益相关者理论根植于一个基本观点: 在一个有
道德和信任基础的环境 中, 市 场机制 能运作 得更好。这 一观
点最早可追溯 到亚当 斯密 时代。但是由 于这一观 念已经被
70 年代以来的个人主义风潮所淹没, 所以 利益相关者 理论只
不过是在新条件下对古 典经济 理论的 一种回归。 然而, 利益
相关者理论 并不是宣扬道 德和信任 的理论, 它 推崇对 利益相
关者的利益 的重视是因为 这样更符 合企业 本身的 利益, 它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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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st ice relief is th e last guarant ee of t he realizat ion of right . T he just ice relief of shareholder s right is a means t hat the shareholder lodges
complaint to court f or prot ect ing his own right w hen his right was invaded, that is t he right of lit igating . T he sharehold s action system are int egrat ed by
D irect Lit igat ion Derivat ive Litigat ion. Establish ing t he shareholder s action syst em in our country has great importan ce in m aking up t he lack of com pany law an d prot ect ing t he shareholder s interes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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