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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控制、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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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我国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16年间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

内部控制、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企业内部控制对可持续发展能

力有正向促进作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并且企业社会责任在内部控制影

响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因此,企业应进一步健全内部控制、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以确保企业经营合法合规,提升企业软实力,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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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throughempiricalresearchidentifie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internal
control,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abilityofenterprisesby
usingdatefromlistedmanufacturingcompaniesofChina’sA-sharemainboardfrom2013to2016
asasample.Thepositivefindingsshowthattheinternalcontroloftheenterprisehasapositive
effecton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abilityandsocialresponsibility,andcanpromotethe
sustainabledevelopmentofenterprises,withthe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playinganinter-
mediaryroleintheprocessofinternalcontrolaffecting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ability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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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responsibilitiesinordertoensurethelegalcomplianceofenterprises,enhancethesoftp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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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逐渐深入,企业可持续发展

相关问题日益突显[1],诸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食
品安全、劳资纠纷、生产效率低下等,这在某种程度

上说明当前我国许多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

不强,内部控制建设流于形式,内生需求不足。因

此,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应持续增进科学管理

并不断增强环境适应性和提高发展质量。
在全球经济复苏放缓的背景下,风险因素不断

聚集,经济环境的变化及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使得

企业经营活动复杂难控。作为一种综合的企业自律

性控制系统,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有效提高企业

的经营管理效率,评估并管控企业风险,提高企业生

存和发展能力,促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2]。相关

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的导入将会大大增强企业

内部控制的完整性和有效性[3]。内部控制作为公司

内部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

行创造良好环境以及提供重要保障。同时,企业通

过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来增强企业各利益相关者

对企业的信任、支持与资源倾斜,提升企业声誉和社

会影响力,有利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但从目前

来看,大部分企业对内部控制的建设和企业社会责

任的履行还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企业社会责任的履

行及其与内部控制其他要素的互动没有形成良性循

环,内部控制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还缺乏有效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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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与保障机制。因此,本文对内部控制、企业社会责

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与分析,以期寻求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

路径。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企业内部控制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内部控制是企业为实现其特定目标,而在内部

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程序。内部控制已成为对企业

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具影响的因素之一。首先,根据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对内部控制目标的

描述可以看出,内部控制有助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

展。其次,内部控制通过规范、优化企业行为,可以

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有效弥补契约的不完备性,制
约管理层以及控股股东的自利行为,提高企业经营

管理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实现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相关学者的研究也印证了内部控制与企业

可持 续 发 展 之 间 的 关 联 性。DanD,HoganC,

TrezevantR等[4]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高的公司

一般情况下具有更高的企业特有风险、系统性风险

和权益资本成本。干胜道,胡明霞[5]研究发现,内部

控制通过对企业投资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控制,可以

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提升企业投资

的效率、效果。周奕吟[6]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

制可以有效抑制控股股东与管理层的自利行为,降
低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以及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

理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蔡凯凯[7]研究

发现,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可以增强企业风险防范

和应变能力,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以及竞争力。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1:内部控制对企业可持续

发展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

1.2 企业内部控制与社会责任

企业内部控制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重要的

影响。一方面,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

维护、平衡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益,进而确保企业

社会责任的履行。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越合规。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

以有效保证股东、债权人等直接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确保企业狭义社会责任的积极履行,同时,完善的内

部控制可以有效促进清洁生产、社会公益等广义社

会责任的履行,由此可见,企业内部控制是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的重要前提,可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

自觉性。另一方面,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可以降低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风险以及优化实施环境,提升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可持续性。例如张姗姗,李玉

娜[8]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环境以及风险管理两个角

度出发,探讨了企业内部控制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产生的影响。Ntim和Soobaroyen[9]将内部控制的

部分内容作为公司治理的具体制度,研究其对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发现其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内
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有正向促进作用。

1.3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商业运作过程中对其

利害关系人应负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是基

于商业运作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想法,除了考虑

其自身的经营状况外,还要考虑其对社会与自然环

境所造成的影响,履行对其利益相关者(股东、员工、
消费者、合作方、政府、社会公众)应尽的职责与义

务。其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方面,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减少企业与各利

益相关者之间的摩擦,降低代理成本,减少相互交易

的不确定性,增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感,获得

其长期支持,两者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达
到合作共赢的效果。例如尹开国等指出,企业积极

承担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有利于维持企业与各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稳定关系,可有效降低因频繁变

更合同、毁约等而给企业带来的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节省企业交易与运行成本,促进企业保持健康良性

运转[10]。另一方面,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提升

企业软实力、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有效途径,它能有

效提高企业的社会声望以及无形之中增强企业的竞

争力。TaghianM等[11]认为,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不仅是顺应时代的必然行为,也是提高企业竞争

力的重要驱动力,其作为一种关键战略资源,有利于

企业保持长久持续竞争优势。基于此,本文提出假

设3:企业社会责任对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有正向

促进作用。

1.4 企业内部控制、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经由上述分析可知:企业内部控制作用于可持

续发展能力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来实现。
直接途径就是假设1所描述的通过影响战略目标的

实现、降低代理成本来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间接途

径是指通过履行社会责任间接作用于可持续发展能

力。健全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

中可以起到优化实施环境、控制实施过程的作用,确
保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有序和高效。企业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可以为企业赢得良好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声

誉,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12]。这就说明企业社会

责任在内部控制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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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了中介作用。由此提出假设4:企业社会责任

在内部控制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过程中发挥

了中介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沪深 A 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

2013—2016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内部控制的

数据来自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上

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社会责任的数据来自和讯网

社会责任测评体系中企业社会责任评级得分,其他

数据取自 WIND和CSMAR数据库。为了保证所

选数据的有效性,对原始数据进行筛选,剔除ST、
*ST的上市公司,剔除数据缺失以及异常数据。经

过上述处理,最终共获得1381个研究样本。本文

数据处理以及统计分析均通过Excel2007和SPSS
19.0统计软件实现。

2.2 变量定义

2.2.1 被解释变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即企业在追求生存和发展

的过程中,在其已有的竞争领域和未来经营发展环

境中持续盈利、稳健成长的能力。基于此,本文采用

范霍恩均衡持续增长模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

行衡量。选择此模型旨在从企业盈利能力和竞争能

力出发,来研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2.2 解释变量———内部控制

对于内部控制,本文采用迪博指数(DIB)来衡

量。迪博指数以内部控制五大目标实现程度为导向,
构建基础指数,同时,以内部控制缺陷作为基本指数

的修正变量,最后综合得出能客观真实衡量内部控制

的指数。该指数自2011年发布以来,得到了监管机

构、科研人员、投资者等的普遍认可,对评价、衡量企

业内部控制具有积极意义。同时,通过梳理近期相关

权威期刊可以发现,大多数学者都采用迪博指数衡量

内部控制,因此,该指数具有较强的权威性。

2.2.3 中介变量———企业社会责任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本文采用和讯网社会责任

评分来衡量。和讯网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构建社

会责任评级体系的做法与本文对社会责任内涵的界

定相吻合。和讯网社会责任测评体系以上市公司年

报、社会责任报告以及其他公开资料为数据来源,从
股东、员工、供应链(供应商、客户以及消费者)、环
境、社会发展责任五个方面出发,同时分设13个二

级指标和37个三级指标,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进行

全面科学的评价打分,总分100,分值越高表示企业

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越佳。

2.2.4 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本研究选取企业规模、资产负债

率、成长性、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占比以及管理层

持股比例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Tab.1 Variablesdefinition

变量名称 变量 含义及说明

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SGR
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收益留存率×权益乘数/(1-

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收益留存率×权益乘数)

内部控制 ICQ 迪博指数

企业社会责任 SCR 和讯网社会责任评价体系中企业社会责任综合得分

企业规模 SIZE 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成长性 GROWTH 营业收入增长率

股权集中度 CR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独立董事占比 IDR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

管理层持股比例 MH 管理层持股数/总股本

2.3 模型构建

为验证假设1,构建模型:

SGR =β0+β1ICQ+β2SIZE+β3LEV+

β4GROWTH +β5CR+β6IDR+β7MH +ε(1)

  为验证假设2,构建模型:

SCR=β0+β1ICQ+β2SIZE+β3LEV+

β4GROWTH+β5CR+β6IDR+β7MH+ε (2)
为验证假设3,构建模型:

SGR =β0+β1SCR+β2SIZE+β3LEV+

β4GROWTH +β5CR+β6IDR+β7MH +ε(3)

  为验证假设4,构建模型:

SGR =β0+β1ICQ+β2SCR+β3SIZE+β4L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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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5GROWTH +β6CR+β7IDR+β8MH +ε(4)
式中,β0 为常数项;βi(i=1,2,…,8)为模型中变量

的回归系数;ε为残差项。
本文借鉴温忠麟的中介效应检验原理来检验企

业内部控制、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三者之间

的关系,验证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在内部控制影响企

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对筛选整理后的1381个有效样本,使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2 Descriptivestatisticsofvariables

变量 样本数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SGR 1381 -0.8329 0.7498 0.0440 0.1048
ICQ 1381 220.6700 898.6500 654.6912 83.7520
SCR 1381 -12.9100 49.9400 18.4406 9.2951
SIZE 1381 17.6413 27.1045 22.5172 1.2872
LEV 1381 0.0351 1.0325 0.4867 19.1429

GROWTH 1381 -0.8817 3.2160 0.0811 29.1916
CR 1381 5.0400 89.9900 32.3223 14.3588
IDR 1381 25.0000 62.5000 36.8517 5.1396
MH 1381 0 55.3636 2.4638 7.6181

  表2显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

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极大值为0.7498,极小值为

-0.8329,均值约为0.044,标准差约为0.1048,说
明样本公司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较低。内部控制

的极大值为898.65,极小值为220.67,均值约为

654.69,标准差约为83.7520,说明样本公司内部控

制质量参差不齐,差异比较大。企业社会责任极大

值为49.94,极小值为-12.91,均值约为18.4406,
标准差约为9.2951,说明样本企业整体履行社会责

任的状况不佳。企业规模的极大值为27.1045,极
小值为17.6413,均值约为22.5172,标准差约为

1.2872,说明样本公司的整体规模相差不是很大。
资产负债率的极大值为1.0325,极小值为0.0351,
均值约为0.4867,标准差约为19.1429,说明样本

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较为适中,样本公司之间相差

不是很大。成长性的极大值为3.2160,极小值为-
0.8817,均值约为0.0811,标准差约为29.1916,
说明样本公司的成长性整体较低且存在较大的差

异。股权集中度最大值为89.99,最小值为5.04,标
准差为14.36,说明样本公司股权集中程度差异较

大;独立董事占比最小值为25,最大值为62.5,均值

为36.8517,说明大部分样本公司其独立董事设置

比例完全符合证监会不得低于33%的要求。管理

层持股比例极小值为0,极大值为55.36,均值为

2.4638,说明部分公司尚未实施股权激励政策,且
样本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整体较低。

3.2 相关性分析

为验证变量间的相关程度以及相关方向,对模

型中涉及的相关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
果如表3所示。

表3 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3 Resultsofcorrelationanalysis

SGR ICQ SCR SIZE LEV GROWTH CR IDR MH
SGR 1 0.305*** 0.410*** 0.061** -0.172*** 0.162*** 0.062** -0.034 0.095***

ICQ 1 0.246*** 0.156*** -0.001 0.199*** 0.135*** 0.021 0.001
SCR 1 0.080*** -0.172*** 0.104*** 0.089*** -0.046* 0.051*

SIZE 1 0.154*** 0.018 0.099*** 0.024 0.007
LEV 1 0.006 0.047* -0.012 -0.092***

GROWTH 1 -0.071*** 0.010 0.151***

CR 1 0.072*** -0.149***

IDR 1 0.011
MH 1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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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3可以发现,内部控制、企业社会责任、企
业成长性以及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

力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正相关关系,企业资产负

债率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

负相关关系,企业规模以及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可持

续发展能力在5%显著性水平下呈正相关关系;内
部控制、企业规模、企业成长性以及股权集中度与企

业社会责任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正相关关系,资
产负债率与企业社会责任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负

相关关系,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在10%显

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社会

责任在10%显著性水平下呈正相关。表中各主要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5,说明本模型

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3.3 回归分析

为深入探究内部控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可

持续发展能力之间的关系,在对模型中所涉及的相

关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以及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之

上,对本文模型采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回归

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各模型的回归结果

Tab.4 Regressionresultsbyeachmodel

变量
被解释变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模型1 模型3 模型4

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

模型2

常数项
-22.295***

(-3.403)
-10.054**

(-2.263)
-18.308***

(-3.797)
-1.843
(-.399)

ICQ
0.036***

(14.141)
0.025***

(7.987)
0.024***

(7.975)

SCR
0.410***

(14.577)
0.363***

(12.892)

SIZE
0.526*

(1.890)
0.339*

(1.686)
0.363*

(1.658)
0.520***

(2.743)

LEV
-0.124***

(-6.666)
-0.061***

(-4.462)
-0.062***

(-4.643)
-0.088***

(-6.997)

GROWTH
0.037***

(3.943)
0.042***

(4.739)
0.029***

(3.259)
0.019**

(2.261)

CR
0.062**

(2.588)
0.036**

(1.981)
0.060**

(2.566)
0.068***

(3.146)

IDR
-0.098*

(-1.922)
-0.095*

(-1.788)
-0.088*

(-1.717)
-0.109**

(-2.360)

MH
0.097***

(2.750)
0.111***

(3.257)
0.127***

(3.373)
0.065*

(1.955)

F值 36.907*** 57.298*** 47.578*** 20.975***

R2 0.149 0.203 0.238 0.109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

  1)由表4结果可知,模型1中企业内部控制对

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回归系数为0.036,且在1%水平

上显著正相关,假设1得到验证,满足了中介效应成

立的第一个前提条件。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
业整体经营环境越好,抵御内外部风险的能力越强,
越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控制变量方面,企
业规模、企业成长性、股权集中度以及管理层持股比

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呈正相关。企业规模所带

来的规模报酬、规模经济可以有效帮助企业抵御竞

争对手的入侵风险,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确保企业

可持续发展。企业成长性越强,经营状况和发展前

景越好,越有利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股权相对

集中可以有效激励大股东行使其监督权,进而降低

代理成本,提高企业运行质量与效率。管理层持股

作为新型薪酬激励方式,可以有效降低股东与代理

人的利益偏差,促使其更多地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
有效克服其短期行为带来的弊端。公司资产负债率

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呈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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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水平越高,企业的财务风险越大,运行成本越高,
越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

可持续发展能力在10%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说明

独立董事比例高并不能代表其监督效果好,过高的

比例反而可能影响其监督效率与治理效果,从而给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带来负面影响。

2)模型2中企业内部控制与社会责任在1%水

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完善的、高质量的内部控制

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前提保证,假设2得到验证,
满足了中介效应成立的第二个前提条件。在控制变

量方面,企业规模、企业成长性、股权集中度以及管

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显著正相关。公司

的规模越大、成长性越好,其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

各种资源支持越充足,履行情况越好。股权越集中、
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大股东以及代理人与企业整

体利益偏差越小,其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更倾向于

履行社会责任。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社会责任在1%
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说明资产负债率越高,财务杠

杆使用越充分,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越低。

3)模型3中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能力在1%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假设3得到验证。

4)模型4是在模型1中加入了企业社会责任

这一中介变量,其中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内部控制均

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在1%水平上呈显著正相

关,且模型4中的内部控制系数小于模型1中的内

部控制系数,由此推导出企业社会责任在内部控制

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

作用。

3.4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本文结论的可靠性,采用替代变量法即

用润灵环球社会责任评分替代原模型中的和讯网社

会责任评分,对模型2、模型3以及模型4进行回归

分析,其结果大致与原有模型的回归结果一致,验证

了本文所得研究结果的稳健可靠性。

4 结论及建议

4.1 结 论

1)我国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

行程度整体较低,内部控制质量参差不齐。

2)企业内部控制能正向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能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提升企业可持续发

展能力,企业社会责任在内部控制影响企业可持续

发展能力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4.2 建 议

1)企业自身方面。首先,要意识到构建完善的

内部控制体系并切实提升内部控制制度执行力度以

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并将企业社会责任

理念融入到内部控制的各个环节。其次,完善企业

内部控制和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的内部监督机制以

及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在融合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

任过程中的纽带作用。最后,构建基于内部控制、企
业社会责任的绩效测评体系,调动员工落实、完善内

部控制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2)企业外部方面。首先,加强内部控制以及企

业社会责任法律法规建设,加大违规处罚力度与成

本,为内部控制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贯彻落实提供

重要保障。其次,完善外部评级机构对企业内部控

制质量、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审核、评估以及增强相

关舆论媒体对内部控制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的关注与监督,不断完善企业执行内部控制以及履

行社会责任所需的外部环境。
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并切实提升内部控制制

度执行力度、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增强企业抵御风险、
应对复杂多变环境的能力,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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