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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高管性别多元化和

企业社会责任承担

胡婕 1

（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企业社会责任是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有利于维系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还能够提升声誉，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战略理论和

性别角色差异理论，以 2013 年 -2017 年沪深交易所 A 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战略、

高管性别多元化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1）战略评分越高，越能促

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即创新导向战略（探索型）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有正向影响。战略

评分越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就越小，即效率导向战略（防御型）对企业社会责任

承担有负向影响；（2）高管性别多元化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有正向影响，当高管团队中女

性比例增加时，企业越有动机去承担社会责任；（3）高管性别多元化对企业战略和企业社

会责任承担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本文扩展了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理论，也对女性高

管决策与企业战略的研究文献贡献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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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CSR）反映了公司对包括社会、环境和个人

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需求反应 (Carroll，1979；Freeman，1984；McWilliams and Siegel，

2001)。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公司一项主要活动（Yuan Y，et al，2018）。中国企业也

越来越重视承担企业责任，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数量持续增加，从 2008 年的 121 份到 2018 年已经

达到 2097 份。关注环境、社会的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影响企业的战略，提高自身竞争力，追求企

业的可持续发展（陈明等，2006；刘斌等，2007）。2019 年 8 月 19 日，包括苹果、亚马逊、波

音和通用在内的 181 家美国大公司的 CEO 签署联合宣言《公司的目的》的核心思想为：企业的

目的不能仅仅是注重股东利益，而应该更重视履行企业对消费者和社会的责任。CEO 是公司战略

决策制定者，可以预见，这些公司战略将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随着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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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和绩效的重要性以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管理会计研究的热点。

许多学者发现利益相关者压力（Chen et al.，2018；David et al.，2007）、高管特征（Petrenko et 

al.，2016；Tang et al.，2015）等都会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本文欲剖析企业战略、高管性别多

元化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产生的影响，以期促进企业战略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形成良好的互动，

最终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企业战略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

企业战略作为整体经营管理策划的关键，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严谨

的战略管理思维能更好地满足各方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期望，促使企业更加积极有效地

承担社会责任（冯丽艳，2017）。另一方面，促使企业社会责任成为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更好地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服务（刘娜，2010）。长期以来，企业社会责任一直被认为是帮助企

业获得稀有的、不可替代的资源或能力从而拥有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Bansal，2005；

Dentchev，2004）。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可以回应社会公众的诉求，还能提高企业的声誉，有

助于开发企业的重要无形资源（Branco and Rodrigues，2006；McWilliams，2006）。Yuan Y, Lu L 

Y, Tian G, et al（2018）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 Miles and Snow（1978，2003）的企业战略理论框架，

发现采取创新导向战略的企业（探索者）有更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根据 Miles and Snow（1978，2003）提出的战略类型，企业所采取的战略包括以下三种类

型：探索型战略、防御型战略以及分析型战略。企业会根据当下自身的生产经营情况和产业环境

选择适合自己的战略类型。当企业需要开拓新市场、吸引新的消费者时，企业就会采取探索型战

略，并时刻关注消费者的导向以便掌握产品和市场趋势，最高效地把握市场机会，去不停地开发

新产品以满足不断变化地市场需求（Chen and Jermias，2014）。企业可以通过与各方利益相关者

的互动更好地理解社会的需求，从而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发现新市场、开发新产品（Bhattacharya，

2003）。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使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更加敏感，帮助企业发现新的社会

需求。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其在产品和市场开发方面的能力，因此，提高企业在消费者中的声

誉以及持续保持创新能力至关重要（Hambrick，1983）。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是消费者购买

时所考虑的因素之一（Servaes and Tamayo，2013），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情况越好，消费者对

企业的评价越高，并且购买产品的意愿更强（Lii and Lee，2012），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消费者

对产品的认知度以及提高消费者忠诚度，这对企业开发新市场非常重要（Bhattacharya and Sen，

2004）。此外，由于创新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长期过程，其结果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

（Govindarajan and Fisher，1990），因此，采取探索型战略的企业倾向于强调长期激励计划，以

激励管理者关注公司的长期发展与成功（Chen and Jermias，2014）。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同样可以

被视为一项长期投资，有利于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Flammer，2015）。由此可知，采取探索

型战略的企业更有可能被激励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综上所述，采取探索型战略的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机相较于采取防御型战略的企业更

多，因为该类企业的创新战略不仅使其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使其更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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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不确定性风险。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采取探索型战略的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机更多，即探索型战略对企业社会责任

承担有正向影响；

H1b：采取防御型战略的企业有更少的动机去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即防御型战略对企业社

会责任承担有负向影响。

（二）高管性别多元化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

一支高效的高层管理队伍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资源。由于其更高的专业化水平以及

社会支持，女性高管的存在可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产生积极的影响（Hillman et al.，2002；

Singh et al.，2008；Bear et al.，2010）。女性高管对慈善（Williams，2003），更有利的工作环境

（Bernardi et al.，2006）以及环境问题（Post et al.，2011）更加敏感。女性高管可以向利益相关

者发出信号，表明企业重视女性和少数群体，因此具有社会责任感（Bear et al.，2010）。国际上，

根据 Bear 等人（2010）对 689 家美国公司的研究证实，企业高管团队中女性人数的增加可以改

善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情况。

卡罗尔 · 吉利根认为，男女之间最根本的差异就是性别上的差异，而这种性别上的差异又会

导致男女之间很多方面的不同，包括伦理价值观、道德标准等多方面的不同。男性会更加注重他

们的准则和权利，而女性由于和男性有着道德归因方面的差异，则会更加注重自身和他人的关系

与责任（Nodding，1984），更加注重伦理道德，伦理事件的评估准则也和男性不同（Galbraith，

1993）。由于道德标准以及伦理价值观等多方面的种种差异，男性高管和女性高管的管理方式也

有很大的不同，男性高管偏向于目标导向的竞争，而女性高管则会通过合作分享的方式来达到自

己的目的（Eagly A H，2003；Ross D G，2012）。另外，女性高管也更加重视他人的需求，这就

导致女性高管会更加积极地参与与公司以及核心利益相关者的战略决策（Nielsen S and Huse M，

2010）。女性天生与男性不同的这些特质会促使女性高管更加关注与公司相关的各方利益，而随

着人们责任意识的日渐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关注，女性高管相较于男性高管来说，也会

更加有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因此，女性高管有更多的动机通过慈善、公益捐赠等去实

施人性关怀行为，从而保证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期望的女性角色一致，这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

产生积极的影响。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当董事会存在女性高管时，企业会更有意愿去承担社会责任。

（三）高管性别多元化对企业战略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调节作用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人们对女性的传统观念也在悄然变化，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出

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高管，女性高管所占高管的比例也在持续上升中。随着时代的变化，女性高

管的地位越来越高，渐渐在企业决策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杜兴强，冯文滔，2012）。Hambrick（1983）

指出，企业战略的选择应关注高管的个人特征对组织的影响，高管在参与企业决策的过程中，他

们的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学历、任期等等特征都会对他们产生重大的影响，高管信念、

价值观、态度等等的塑造都与个人特征息息相关（Rivera and De Leon，2005）；同时，高管的管

理风格会对企业战略的选择产生影响（Mantere，2013）。刘刚和于晓东（2015）发现高管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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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战略的选择之间的确存在对应性匹配，女性区别于男性的道德标准和伦理价值观，会促使

女性高管更具有社会责任感，从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以及企业声誉产生一定的影响（Ibrahim and 

Angelidis，1994）。

根据 Hambrick 和 Mason（1984）的高阶理论，高管特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心

理特征，另一方面是可观测特征，高阶理论认为由于高管特征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会使他们在实

施战略时采取不同的战略类型。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由很多影响因素，而企业战略是最重要的因素

之一，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效果会由于战略选择的差异而不同。性别是高管的最基本特征之一，

女性高管会更有同情心和同理心，更加注重他人的需求，会采取合作与分享的方式来达到目标，

通常会采取对公众实施慈善行为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在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决策中，女性高管的社

会责任感更强 (Ibrahim and Angelidis，1994；Gul，2011)。据此，提出假设：

H3：高管性别多元化对企业战略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关系有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企业战略以及高管性别多元化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

模型设定如下：

（二）变量定义

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数据由润灵环球社会责任评分得出。该机构对企业的综合评分越高，意

味着该企业对于社会责任承担的越好；反之，则越差。企业战略（STRATEGY）使用由 Bentley 

et al.(2013) 开发的综合指标衡量战略，包括以下六个标准：(1) 研发费用与销售额的比率；(2) 销

售额与员工数的比率；(3) 总销售额一年变化的百分比；(4) 销售、管理费用与销售额的比率；(5)

员工总数的标准差；(6) 净资产，厂房和设备（根据企业的总资产得出）。按年度计算，变量为

最高层五分位的分数为 5 分，第二高的为 4 分，以此类推，最低层五分位的为 1 分。将六个变量

的分数相加，得到企业的战略得分。如果战略得分在 6~12 之间，等于 1；如果战略得分在 13~23

之间，等于 2；如果战略得分在 24~30 之间，等于 3。高管性别采用（GENDER）女性高管占所

有高管的比例来衡量。各个变量的名称、代码以及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社会责任承担 CSR 润灵环球社会责任评分

解释变量 企业战略 STRATEGY 综合指标衡量战略

高管性别多元化 GENDER 高管性别，女性高管占所有高管的比例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SIZE 总资产账面值的常用对数值

盈利能力 ROA 净利润 / 期初期末总资产账面均值

δβββββββα ++++++++= INDSTATELEVROASIZEGENDERSTRATEGTCSR 7654321

δβββ
βββββα

++++
++×+++=

INDSTATELEV
ROASIZEGENDERSTRATEGTGENDERSTRATEGSETCSR

876
5432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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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杠杆 LEV 总负债账面值 / 总资产账面值

产权性质 STATE 国有控股赋值 1，其他赋值 0

行业属性 IND 重污染行业取 1，其他取 0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 2013——2017 年连续五年沪深交易所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进一步对样本

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数据；（2）剔除 ST、PT 企业；（3）剔除高

管性别和基本财务情况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观测值 1935 个。企业社会责任 ( CSR) 数

据来自 “ 润灵环球 ” 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评级结果，企业战略通过综合指标衡量战略计算得出，

高管性别多元化和其他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或根据该数据库提供的原始数据计

算得到。

四、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表 2 为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2013 年 ——2017 年，企业社会责任

承担评分（CSR）的均值为 42.06，最大值为 87.95，最小值为 17.35，说明样本上市公司履行社

会责任的情况还有待增强，同时也说明样本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的差距较大。企业战略

（STRATEGY）得分的均值为 18.26，说明样本上市公司在选取战略方案时都普遍处于战略的中间，

采取的分析型的战略方法。高管性别（GENDER）平均值为 0.1509，说明在样本上市公司中，男

性高管占有绝对优势，女性高管的比例仅占 15.09%。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规模（SIZE）的最小

值为 19.55，最大值为 28.07，说明所选样本公司的规模是有一定差异的。盈利能力（ROA）的平

均值是 0.04，最大值是 0.36，最小值是 -0.45，说明所选样本中大部分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是有

待提升的。财务杠杆（LEV）的平均值是 1.46，表明大多数公司借助杠杆效应推动公司的发展。

企业产权性质（STATE）平均值是 0.59，说明样本中国有控股企业占比是 59.17%。行业属性（IND）

平均值是 0.2997，说明样本中属于重污染行业的企业占比 29.97%。

由表 3 可知，被解释变量 CSR 与主要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企业战略（STRATEGY）

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评分（CSR）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相关系数值为 0.120，为正

相关；公司规模（SIZE）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评分（CSR）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相关系数值为 0.423，为正相关；盈利能力（ROA）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评分（CSR）在 1% 的

置信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相关系数值为 0.082，为正相关；企业产权性质（STATE）与企业社

会责任承担评分（CSR）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相关系数值为 0.093，为正相关。

表 2 描述性统计

N Mean Std. Deviation Minimum Maximum

csr 1935 42.05726 12.71576 17.34683 87.94775

strategy 1935 18.2646 5.710009 1 30

gender 1935 0.150881 0.104207 0 0.555556

size 1935 23.15025 1.465849 19.55223 28.06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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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 1935 0.043108 0.059846 -0.44838 0.356255

lev 1935 1.459914 1.147335 0.01173 9.595908

state 1935 0.591731 0.49164 0 1

ind 1935 0.299742 0.458263 0 1

表 3 相关性分析

csr strategy gender size ROA lev state ind
csr 1.000 0.120** 0.028 0.423** 0.082** -0.001 0.093** 0.002

strategy 0.120** 1.000 -0.037 0.158** 0.093** -0.032 0.137** -0.088**
gender 0.028 -0.037 1.000 -0.286** 0.181** -0.086** -0.313** -0.186**

size 0.423** 0.158** -0.286** 1.000 -0.035 0.121** 0.338** 0.122**
ROA 0.082** 0.093** 0.181** -0.035 1.000 -0.195** -0.184** -0.117**
lev -0.001 -0.032 -0.086** 0.121** -0.195** 1.000 0.065** 0.224**

state 0.093** 0.137** -0.313** 0.338** -0.184** 0.065** 1.000 0.096**
ind 0.002 -0.088** -0.186** 0.122** -0.117** 0.224** 0.096** 1.000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二）回归分析             

由表 4 可知，探索型企业战略（STRATEGY）在 5% 的置信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回归系数

值为 0.725，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评分（CSR）有正向的影响，与预期假设相符。高管性别（GENDER）

在 5% 的置信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回归系数值为 13.872，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评分（CSR）有

正向的影响，与预期假设相符。

表 4 探索型战略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回归分析

B Std. Error Beta t Sig.

(Constant) -71.036 13.375 -5.311 0.000

strategy 0.725 0.318 0.113 2.277 0.023

gender 13.872 6.941 0.107 1.999 0.047

size 3.831 0.460 0.458 8.325 0.000

ROA 37.526 10.968 0.179 3.421 0.001

lev -0.003 0.595 0.000 -0.004 0.996

state 0.748 1.558 0.027 0.480 0.631

ind 2.953 1.531 0.099 1.929 0.055

注：F=15.278 p=0.00 R-square=0.256 Adj R-square=0.239

表 5 防御型战略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回归分析

B Std. Error Beta t Sig.

(Constant) -24.419 11.924 -2.048 0.042

strategy -0.642 0.316 -0.133 -2.031 0.044

gender 11.113 5.612 0.132 1.980 0.049

size 3.111 0.532 0.376 5.844 0.000

ROA -12.380 11.192 -0.075 -1.106 0.270

lev 0.251 0.635 0.027 0.395 0.693

胡婕：企业战略、高管性别多元化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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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4.327 1.335 -0.215 -3.242 0.001

ind 1.065 1.269 0.056 0.839 0.402

注：F=6.682 p=0.00 R-square=0.184 Adj R-square=0.157

由表 5 可知，防御型企业战略（STRATEGY）在 5% 的置信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回归系数

值为 -0.642，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评分（CSR）有负向的影响，与预期假设相符。高管性别（GENDER）

在 5% 的置信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回归系数值为 11.113，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评分（CSR）有

正向的影响，与预期假设相符。

高管性别（GENDER）对企业战略（STRATEGY）的调节作用，为了避免共线性，本文先对

高管性别（GENDER）和企业战略（STRATEGY）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表 6 企业战略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 -- 高管性别多元化的调节作用

B Std. Error Beta t Sig.

(Constant) -51.832 4.374 -11.849 0.000

gender 17.685 2.704 0.145 6.541 0.000

strategy 0.091 0.047 0.041 1.940 0.053

Gender*strategy 0.922 0.417 0.045 2.211 0.027

size 4.065 0.193 0.469 21.020 0.000

ROA 12.646 4.524 0.060 2.795 0.005

lev -0.332 0.235 -0.030 -1.415 0.157

state -0.277 0.582 -0.011 -0.475 0.635

ind -0.289 0.589 -0.010 -0.492 0.623

注：F=65.268 p=0.00 R-square=0.213 Adj R-square=0.210

由表 6 可知，Gender*strategy 在 5% 的置信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回归系数值为 0.922，对企

业社会责任承担评分（CSR）有正向的影响，表明高管性别（GENDER）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稳健性检验主要采用分位数回归，分别在 0.1，0.25，0.5，0.75 以及 0.9 分卫数处进行

回归分析，检查分析变量与因变量的影响。

采用防御型战略的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评分（CSR）的影响在 0.1，0.25，0.50，0.75 以及 0.9

分卫数均显著，系数分别为 -0.569，-0.515，-0.651，-0.504，-0.518，系数值均在 -0.5 左右，由此

可知采用防御型战略的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评分（CSR）负向的影响表现出稳健性。

采用探索型战略的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评分（CSR）的影响在 0.1，0.25，0.50，0.75 以及 0.9

分位数，系数分别为 0.711，0.695，0.599，0.610，2.070，均大于 0，且分别在 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仅有 0.75 分位数不显著，但整体表现出采用探索型战略的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评分（CSR）

正向的影响，因此，采用探索型战略的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评分（CSR）正向的影响表现出

稳健性。

gender_strategy 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评分（CSR）的影响在 0.1，0.25，0.50，0.75 以及 0.9 分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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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分别为 1.292，1.125，0.281，1.160，2.516，均大于 0，且分别在 5% 或 10%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但整体表现出高管性别（GENDER）对企业战略（STRATEGY）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评分（CSR）

正向的调节作用，因此高管性别（GENDER）对企业战略（STRATEGY）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评

分（CSR）正向的调节作用表现出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受到来自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讨论了企业战略与高管性别对企业

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采取创新导向型战略的企业会更多的去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效率导向型战略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即采取效率导向型战略的企业承担企业

社会责任的动机较小。同时，本文通过讨论研究了企业高管性别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发

现相比于男性，女性高管更有可能去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最后，本文讨论了企业战略、高管性别

多元化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关系，发现高管性别对企业战略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关

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二）启示

简言之，本文为企业战略和高管性别在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中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一，

企业在选择战略的时候，采取创新导向战略，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推动企业在创新型社会中站

稳脚跟，从而为企业谋求更长远的发展，而企业的发展又会反哺社会，企业对社会的反哺作用便

体现在其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上；第二，女性高管由于其独特的个性特征，极大的促进企业社会责

任的承担，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因此，企业需要为企业董事会注入新鲜的血液，将性别多样性

纳入高管团队选拔任用的考虑范围内，发挥女性高管的独特价值，改善企业社会责的承担情况。

高管性别多样化的考虑也为众多女性提供了有效的晋升通道，某种层面上来说也缓解了社会上传

统的性别歧视观念。通过高管性别对企业战略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关系的调节作用，促使企业去

承担社会责任，以实现在经济新常态下为建设自愿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决策支持。

（指导教师：崔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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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Strategy, Executive Gender Diversit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u Jie

（School of Accounting,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Abstrac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mainta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keholders, 

but also can improve the reputation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strategy theory and 

gender role difference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listed o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13 to 2017 as research sample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trategy, gender diversity of senior 

executives and CSR.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The higher the strategic score is, the more likely it is to urge 

enterprises to assume social responsibility.(2)When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in the senior management team increases, 

enterprises are more motivated to assume social responsibility. (3) Gender diversity of senior executives moderates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trategy and CSR. This paper expands the theory of CSR and contributes empirical evidence 

to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female executive decision-making and corporat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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