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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慈善捐助与保障股东利益双赢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  杜云岳  孙俊婕              

【内容摘要】公司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 重要的组织形式，应当为推动社会的整

体福利和社会的和谐承担起应尽的责任。然而，公司的本质始终在于追求股东利益的 大化，营利

性是公司的灵魂。企业在决定是否参与捐助等慈善活动的时候往往要权衡承担社会责任与保障股东

利益的关系。捐助行为的无偿性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往往致使公司的近期目标受到威胁，严重侵

害股东的权益。在我国，与企业捐赠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

参与慈善事业常常达不到预期的良好目标。如何更好地协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保障股东利益的关

系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对此做出全面探讨，分析公司捐助行为导致股东利益受损的

各种因素，为营造我国企业参与慈善捐助活动的良好环境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企业慈善  公司捐赠  股东利益  社会责任 

 

公司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 重要的组织形式，对社会经济、政治、文

化等领域的影响日益加深，社会各界期待公司能够为推动国家的整体福利和社会的和谐

承担起应尽的责任。这一责任除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积极生产、依法纳税等基本义务外，

还应在参与慈善捐助活动上有所体现。但企业毕竟应以营利为首要目标，捐助行为的无

偿性往往致使公司的近期目标受到威胁，严重侵害股东的权益。如何更好的平衡企业承

担社会责任与保障股东利益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企业参与慈善事业收益分析  

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为了公共利益自愿花钱表面上看似乎是减少了利润，

但从长远观点看，实际上却有利于企业的利润 大化……因为这种行为 终将产生企业

运营的更好的氛围或文化。”
[1]
具体来说，公司参与慈善捐助活动至少可以通过以下几个

方面获益： 

（一）传播美誉度 

公司参与慈善捐赠活动，可以有效传播自己的品牌和美誉度。美国学者 Fay、Keim

和 Meiners 指出, 将慈善捐赠作为一种营销工具去提高公司形象和曝光度进而增加销

                                                        
[1]【美】克拉克，《公司法则》。工商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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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获取利益, 是大多数顶级公司进行捐赠的 重要的原动力。
[1]
营销大师 Philip 

Kotler 提出的公益型市场营销理论认为, 成功的公益事业关联型营销活动能够帮助企

业吸引新客户、影响利基市场、增加产品销售额、强化积极的品牌认同。
[2]
 

（二）获得税收优惠 

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

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若国家再实行捐赠递延制度，公司的捐助成本将

会进一步下降。 

我国现行税收法律中既规定有企业所得税,又规定有个人所得税,那么就涉及到公

司整体进行捐赠和股东个人捐赠的效益比较问题。假设公司税前所得1万元,现在有两种

捐赠方式,一是公司捐赠1000元,二是以股东个人名义捐赠1000元,比较这两种情况下股

东的净收益。（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率分别假定为25%和15%，同时税收减免比率为12%） 

结果如下表所示: 

                                                        
[1]李领臣，2007。《公司慈善捐赠的利益平衡》，《法学》 
 
[2] 陈宏辉，2007。《战略性慈善捐赠探析》，《现代管理科学》 
 

 应纳企业所得税 股东的股利收入 应纳的个人所得

税 

股东净收入 

公司

捐赠 

(10000-1000)*25% 

=2250 

10000-1000-2250 

=6750 

6750*15% 

=1012.5 

6750-1012.5 

=5737.5 

股东

捐赠 

10000*25%=2500 10000-2500=7500 

 

（7500-1000）

*15%=975 

7500-1000-975 

=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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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捐赠后应交所得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税前扣除额]×适用税率 

         捐赠额≤税前 高扣除额：税前扣除额＝捐赠额 

         捐赠额＞税前 高扣除额：税前扣除额＝税前 高扣除额 

         税前 高扣除额＝年度应纳税所得额×12% 

可见，在股东出于社会责任或者道德驱使必须做出捐赠的情况下，股东以企业捐赠

的方式比个人捐赠会获得更多的净收入。 

（三）提高竞争力 

毋庸置疑，西方国家早已将企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纳入了评价一个企业竞争力的指

标。企业在参与慈善捐赠的同时，也将取信于世界，扩大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赢得更

多与其他企业的合作的机会。 

 二、企业参与慈善捐赠对股东利益造成侵害的原因分析 

既然企业能在奉献社会的同时为自身带来丰厚的收益，为什么围绕股东利益与社会

利益的矛盾问题至今仍有众多的争论呢？这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相关制度

不健全，企业在进行慈善捐助的时候，并不能如理论分析所说的那样得到双赢。一些不

恰当的捐赠对企业股东的利益造成了不同程度侵害。其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  众多企业尚不具备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 

    企业的发展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赢利至上阶段。该阶段，“公司的社会责

任就是为股东们赚钱”。
[1]
第二阶段，企业规模开始扩张，企业开始相应提高对社会责任

的关注程度。发展到第三个阶段，企业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此时就应当更多地关注社

会稳定和社会公平。而我国企业目前大都处在原始积累和规模扩张阶段，首要任务是保

证自身的盈利性，捐助活动短期会对企业的生存发展造成一定威胁。现实中常常出现这

样的情况：某物资公司累计亏损额已超过一亿多元，逾期银行贷款本息也超过 5千多万

                                                        
[1] Milton Friedma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Increase its Profit [J ] . 1988.T. beauchamp and N.Bowie , 
EthicalTheory and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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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而该企业每年用于各种捐赠的资金竟都在 50 万元以上。
[2]
如此“慈善”必然会对企

业自身的生存造成更大程度的威胁，股东的权益也就随之危在旦夕。 

（二）捐赠活动未与企业的发展战略相结合 

汶川大地震后，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捐助热潮。截至到事发后的第二天，有统计数

字显示：捐赠数额达到千万元以上的企业有 70 家左右，其中国企占比约 50%，民企占约

25%，而外企、台企、港企共同组成剩余的 25%。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对此评论

说：“大型国企更注重政治觉悟，这样的捐赠行动是它们的不二法则。……外企捐助数

额不大，或者说捐助比较谨慎，是因为做慈善是它们的常规功能，它们更注重平时既定

的慈善项目，而非突发事件……”
[1]
由此可见，中国企业捐赠表现出突发性和短期性的

特征，大多数企业并未把捐赠活动与企业的发展战略、商业利益结合起来考虑。有研究

称，外资公司 80%捐赠额的项目在执行中受到公司的监控，86%捐赠额的项目必须进行事

后评估。中资公司实行项目管理的捐赠额不足 20%，执行评估的项目额仅 11%。
[2]
这一严

峻的问题将导致企业在参与慈善捐助的活动中获得的回报远远低于预期，扩大了慈善活

动与商业利益的矛盾冲突，股东的利益因此而蒙受巨大损失。     

（三）企业形象的树立具有不确定性 

综合分析《2007 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2008 年慈善阳光救助行动捐

款公示》、《2008 雪灾捐款公示表(天津)》等多份公示、公报，我们发现大部分是将捐赠

者及其捐赠数额简单的罗列出来，个人捐赠、企业捐赠交叉混合，人们在浏览这些公示

公报之后基本上不会留下什么印象，更有大部分人根本不会留意这些公示公报。况且，

一些纯粹出自企业家善心的捐赠根本没有在相关登记机构登记或是不记名的。这样，赢

得公众的认可和赞许等积极效应上肯定就会大打折扣。其次，群众对企业捐助目的的误

                                                        
[2] 郑卫，2004。《警惕企业公款捐赠的变味》，《中国公会财会》 
[1] 中国经营报《捐助背后的企业慈善习惯》 
[2] 杨团，2006。《公司慈善文化与政策培育》，《湖南社会科学》 



2008 年大学生企业社会责任征文大赛获奖论文——杜云岳  孙俊婕 

 

解，使部分企业“蒙受冤屈”。相当一部分群众认为，企业捐助乃“哗众取宠”，企业参

与社会捐助的目的就是树立企业形象，而并非真正出于对社会慈善事业的关注和支持。

一份调查问卷显示，有大约 60%的受访者人认为，企业捐赠的目的“主要为做广告，同

时也有一定的社会同情心”，约 11%的受访者则认为“完全为公司作公告”！  

11.11%

29.63%

59.26%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A   B           C

a

 

图片来源：中央财经大学探索﹒祈福科研创新小组《从外部环境看企业捐助》报告 

在这种社会舆论的影响下，企业的“慈善之举”不仅不能博得大众的好感，反而遭

致种种非议。 

（四）部分企业领导借助捐助为个人及家庭谋私利 

有些企业领导却在“社会捐助”的旗号下，为自己的提拔晋级、定级加薪、住房分

配创造有利条件。如这样的行为一经曝光，便会引起利益相关者极大的不满和愤慨，从

而使“捐助”这一慈善行为蒙上了一层罪恶的面纱，股东对企业参与捐助活动持否定态

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五）法律法规有待充实和完善 

我国现行立法中，具体规定公司捐助行为的只有《公益事业捐赠法》一部法律，但

该法的基本立足点是从受赠人的角度加强对捐赠财产的监督管理，平衡捐赠人和受赠人

之间外部主体的利益。而对于公司慈善捐赠的约束和监督并未做出规定。公司捐赠的诸

多问题亟待用法律手段进一步规制： 

1、捐赠标准 

你认为企业捐助是出于什

么目的？ 

A 完全为公司做广告 

B 大部分企业家是出于同情

心,为公益事业作贡献 

C 主要为做广告，同时也 

有一定的社会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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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明确规定捐赠必须在数量和目的均为合理的范围内才视为有效；英国的判例法

也强调与公司业务有合理联系并能促进公司目的实现的捐赠行为才有可能得到法院的

支持。而我国的法律却没有明文规定捐赠标准，公司捐赠的目的、资金来源、捐赠数额、

方向、范围等十分混乱，致使股东无法很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2、实物捐赠税收优惠规定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贫富差距悬殊，实物捐赠往往更为

经常。但相关法律却只对企业捐赠的税收优惠作了笼统的规定，未明确指出是否包括实

物捐赠以及实物捐赠如何估价，这就使得实物捐赠的免税标准不统一，某些进行实物捐

赠的企业得不到足够的税收优惠。 

3、股东自我维权的具体规定 

我国公司法仅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

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该法律并未对

违反公司章程的情况做出规定。而且，对于损失的赔偿只字未提。涉及公司章程及赔偿

的是该法的62条：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

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该条又没有赋予股东代表诉讼的提起

权，简单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近乎于空谈。 

    以上问题互相影响，它们的存在使得公司理论上能够获得的收益大打折扣，甚至完

全得不到实现。下图对此做出了形象化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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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题的解决 

由上述分析得知，企业自身发展与承担社会责任应该是和谐共生的，但在特殊的发

展阶段，面对特殊的国情，二者的兼顾确实面临着重重的障碍。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

几方面协调企业参与慈善活动与保障股东利益的关系， 大程度的争取股东对企业慈善

行为的支持和信任。  

（一）加强企业自身建设 

企业没有强大的实力作保障，股东的利益便岌岌可危。公司自身没有承担社会责任

不具备承担责任的能力 

捐赠活动未与企业发展战

略相结合 

形象的树立具有不确定性 

部分领导借“慈善”之名

谋求私利 

法律法规有待充实完善 

传播美誉度  

提高竞争力 

获税收优惠 

图解：左框内：我国现阶段企业捐赠存在的问题  右框内：企业通过捐赠活动获得的主要收益  

      A     B ： A 为 B 产生的原因之一  

              ： 该收益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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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参与慈善事业的一切利弊得失也只能是空谈。因此，企业首先应始终努力加强

自身建设，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在此基础上，将慈善捐助纳入到企业发展战略当中，

对目标捐赠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拟定参与慈善活动的计划。 

（二）积极的社会舆论引导 

加大对企业捐助行为的关注度，对捐赠主体及其行为给予更多更广的宣传。可借鉴

欧美国家流行的做法，根据捐赠数量、金额的大小给予捐赠者不同等级的荣誉，使企业

能在参于慈善事业的同时获得较高的“无形”回报。 

另外，公众应给企业捐助行为一个正确的定位，充分认识到企业知名度和认可度的

提高是其参与慈善事业应有的“收益”。由于个别企业的个别现象而否定大多数企业承

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初衷是显失公正的。 

（三）完善法律法规 

1、对捐赠行为加以必要的限制 

企业捐赠应以不影响其经营发展及不损害股东和债权人利益为前提，笔者认为可以

参照美国的合理性标准对公司的捐赠行为进行规制，避免公司领导人滥用职权。首先，

应将捐赠对象限定在公益事业的范围内，而对于非公益性捐赠，必须强调它的商业目的

的合理性。其次，通过预先设定捐款占公司营利比例上限的方法来对捐赠数额加以限定。 

当然，考虑到企业发展水平的差异，某些标准难以通过法律进行普遍性的规定，那

么则要通过法律强制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在公司章程中对这些问题做出具体的规定。 

2、适当扩大股东权力 

在赋予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捐赠决策权的同时，应赋予股东相应的监督权，对于

在短期可能对股东利益造成较大冲击的大额捐赠，还应赋予股东大会一定的决定权。鉴

于股东可能在公司已经完成捐赠后才发现该捐赠不符合法律规定，还应赋予股东足够的

自我救济权。我们建议建立股东诉讼救济制度，即违法行为人因其违法行为给公司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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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而公司怠于向该违法行为人请求赔偿时，公司股东有权代表其他股东代替公司提

起诉讼，请求违法行为人赔偿公司损失。该制度可以有效保障股东自我维权的利益，对

公司领导的越权行为起到很好的遏制作用。 

3、完善税收优惠制度 

首先，取消一些“一般规定”与“特殊规定”等税法模糊条款，同时逐步消除国内

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政策差异，做到针对所有企业统一捐赠政策、口径、优惠条件等；其

次，对企业捐赠的税前扣除额度再作适当调整，灵活规定免税额度比例，适机适用捐款

冲抵税款制度，增强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弹性和灵活度； 后，应就实物捐赠的现金折

算方法、申报免税程序以及注意事项等相关事宜予以明确，丰富企业捐赠的方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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