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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文明转型与社会企业传承
温铁军
[ 摘摇 要] 摇 中国生态文明新时代要求对山、水、田、林、湖、草等空间资源做全域系统化开发。 这就需要
改变工业文明时代把经济资源脱嵌于自然与社会、仅作为生产力要素来推进资本化的制度体系。 由此
也要求把追求“ 利润最大化冶 作为唯一目标的私利性企业改革为“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冶 、以“ 可持续发展冶
为目标的社会企业。 国内研究主流大致沿袭西方在 21 世纪遭遇连续危机之后提出的“ 企业社会责任冶

到“ 社会企业冶 和“ 社会企业家冶 的演变脉络,忽视了中国在 19 世纪末期就已形成的以“ 实业报国冶 为目
标的社会企业的历史经验。 本文论及的代表人物,一是坚持“ 村落主义冶 、搞“ 在地化冶 综合发展的社会
实业家张謇及其创新的“ 大生集团冶 ,二是长期坚持生态化和社会化,并且大力支持乡村建设事业的卢
作孚及其创办的“ 民生集团冶 。 他们都因各自坚持 20 年以上的经验而可以作为中国社会企业历史传承
的研究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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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社会企业与乡村振兴
当前正值我国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战略转型期,也是以往发展主义路径在多重生态和社会

危机下的转折点———随着 2012 年以来中国遭遇第二次“ 生产过剩冶 ,以及 2014 年工业供给侧改革
和 2016 年农业供给侧改革相继推出,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把“ 乡村振兴战略冶 作为“ 建设生
态文明冶 的载体。 这个政策演变,标志着从国家战略层面由工业化发展模式向生态化可持续发展
模式的转变。 而不同的发展模式意味着对生态资源的不同认知,也由此而内在地形成企业的不同
类型。 能够体现山水田林湖草的全域系统性开发、实现人文社会多样化综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
近年来国内有关“ 社会企业冶 的讨论逐渐成为热点的重大背景。

2013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指出,“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冶 。 如果说,工业化阶段的生态资源要素更多被作为工业生产原料而进行分割使用

进入市场的话,在生态文明阶段,山水田林湖草多元化资源则要以系统的、整体性的视角来看待。
鉴于生态资源是不可拆分的,身居其中的所有人需要共有才能共享这种具有社会性的公共品,需要
以全域系统的视角进行整体性开发和收益共享。 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内在地要求企业应以追求
生态完整性和社会可持续性为目标,不能不考虑资源的公共品属性、经营的社会属性。 因此,生态
文明阶段,对企业的社会性目标具有内在的规定性要求。
生态文明的主要空间载体为乡村区域。 乡村的社会经济形态又因为和自然生态资源高度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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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呈现多样性,多样性正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涵。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冶 ,并确
定“ 产业兴旺冶 为五大振兴目标之一。 2017 年 12 月 28 日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
一步指出,“ 鼓励在乡村地区兴办环境友好型企业,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 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关
键是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冶 。 这意味着从政策层面,过去认为农业生产只是“ 第一产业冶 的单一化产
业思维被打破,乡村“ 产业振兴冶 促进发展升级的方向,是中央一号文件确立的农村一二三产多元
业态融合才能达成的绿色生产方式。
中央在确立“ 城乡融合冶 的指导思想的同时,还强调市民下乡与农民联合创业。 因为多样化业
态的三次产业融合新型农业,本身即意味着更多元的社会主体( 不仅是农民、企业家与地方政府)
的包括市民的投资、投技、投智等共享式的参与。 这种更广泛的社会参与,要求的不是资源资本收
益被某些大企业垄断获得,而是流转于诸多参与主体之中,共同经营与调配。 在实现乡村产业发展
经济目标的同时,实现农民利益共享的社会目标,促进乡村或本地社会的良性综合发展。 在“ 三位
一体冶 意义上说,乡村经济业态的多元性、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生态条件下的人文社会生活
的多样性是一致的。 这些国家政策相继提出,也优化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发展的外部条件。
所以,生态文明所要求的社会企业与乡村经济,特别是多样性的乡村经济本身,紧密相关。 维
护乡村社会发展、维护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不但是乡土经济的义务,也是其在乡村社区中持续经
营的基础。 可以说,“ 社会企业冶 作为一种追求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的企业组织类型,适用于推动
乡村产业发展和社区建设。
国内社会企业研究虽然尚在早期,所涉及的概念内涵与外延都非常丰富,在不同语境、不同地
域中也有不同的界定方式。 本文不专门对社会企业的概念进行辨析,而是聚焦于其社会建设的根
本性目标指向。 它谋求怎样的社会目标? 怎样以经营的方式实现社会建设的目标? 特别是在处于
社会基础位置的乡村社区,又怎样与本社区的社会生态有机结合? 这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生态文明下乡村社会企业追求的社会建设首先就是其自身所在地这个社会的建设。 从而形成

在地化( Localization) 的社会化目标。 同时,这种在地化社会建设需要有生态可持续、人文社会多元
化的发展目标。 微观经济意义上,以乡村社区为基础的社会企业,其决策、劳动分红、利润分配机
制,与“ 新型集体经济冶 及综合性合作社原则淤 有一定的内在参照性。 这些构成了乡村生态社会企
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基础。 以社会企业的方式,对接外部多元投资主体、发展绿色社会化农业、改
善村庄治理,将是乡村生态产业发展的有效组织创新。 一方面,在深化改革层面上,社会企业可以
是以城乡融合为桥梁、以社会多元化主体参与式的“ 混改冶 创新,推进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兴旺发
展;另一方面,以社会化企业为载体,在生产方式上是对传统乡土社会“ 百业兴旺冶 的包容式超越。
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企业可以是强农业、美农村、富农民的创新组织载体,是“ 治理有效冶 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中,乡村新型集
体经济建设与民营企业的重要创新方向。

二、海外社会企业的形成背景与条件
当前使用的“ 社会企业冶 概念流行于欧美国家,首先需要认识清楚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
的,应对于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和历史条件,是要解决什么样的危机与困难,从而演变形成了现有的
淤

1995 年 9 月,国际合作社联盟在英国曼彻斯特市举行了成立一百周年的第 31 届代表大会,修改和重新确立了
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以适应发展变化的形势并用以指导 21 世纪的合作运动。 新的合作社原则为:(1) 自愿与
开放的社员资格,(2) 民主控制,(3) 社员的经济参与,(4) 自治和独立,(5) 教育、培训和信息,(6) 合作社之间
的合作,(7) 关心社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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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制度设计和操作模式? 进而才可以分析,中国发展社会企业,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国际环
境、社会经济背景下,是要应对什么样的本土问题与危机。 而不能简单直接地将西方当前已有的社
会企业规范模式学习套用到中国的环境中。

社会企业( Social Enterprise) 这个词诞生于 19 世纪西方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思与经济危

机的自救探索过程中,也由此形成了民间社会组织方式的创新,以及企业经营方式的创新。 例如

1800 年欧文开始进行的企业试验,是社会企业的重要源头之一,也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起源。 但大
多数此类企业存续时间比较短,尚不足为据。 到 20 世纪末,随着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日益深化,旧有
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定位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受到了诸多批判与反思。 很多国家开
始出台不同形式的社会企业相关法律法规,跨国公司在被广泛诟病的压力下开始更多强调企业社
会责任的承担,社会组织开始以社会企业转型的方式应对更趋复杂的社会问题。
人们认识到,金融资本时代的私利性企业都不得不追求短平快的流动性获利,从而主动进入以
高新技术为支撑的金融竞争。 这样的少数人获取暴利的经济模式,不仅会大量排斥劳动者,也排斥
获利周期长的实体经济,成为反社会的企业制度,所派生一系列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
相继在这样的畸形发展土壤中,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地区生长出来。 对此,西方开始更多
地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并进一步转型推出社会企业或者企业社会化。 不再追求简单粗放的利润最
大化,而是追求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当今,中国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但也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关系
的破坏。 当外向型企业发展模式遭遇障碍,企业的创新升级就必须转向对本土资源与市场的重新
认识与有效开发,这就需要向社会企业转型。
与西方社会企业形成的背景不同。 中国近代的社会企业诞生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
的危难之中,甫一问世即与西方靠海外扩张殖民地形成资本的孕生逻辑和发展环境截然不同。 很
多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企业发展,是从全球获取收益在本国重新进行分配的背景下产生的。 而中
国是一个原住民占主体的大陆型国家,在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挑战时,既没有西方模式的外部殖民地
收益支持、也非很多被殖民化国家的对外依附状态。 在未被全面殖民化的中国,近代社会企业家直
面全球资本主义的竞争,采取“ 在地化冶 策略是他们提升市场竞争力、应对全球殖民依附体系困境
的内生性努力。 实际上,他们更主要依赖的是对中国乡土社会中本土资源和本地市场的优化配置、
并低成本地构建了在地化社区治理与社会服务体系,从而实现企业与本土社区的良性互动发展。
这是独具特色且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具有可推广性的中国经验。

具有参照意义的是东亚 19 世纪末期形成的乡村“ 综合农协冶 ,或可认为是延续了历史上东亚

社会长期稳态的、以村社为单位的社会企业模式。 东亚的综合性合作社百年传承,本身就具有和自
然生态及人文社会结合的特征。 在数千年延续的原住民为主体的东亚乡土社会中,内涵着生态可
持续目标的乡土经济,符合社会企业本地化特征。

三、中国本土社会企业的历史源流
经历了 20 世纪 80—90 年代强调企业“ 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冶 为“ 唯一目标冶 的阶段,遭遇了连续

危机之后,社会企业的话语在 21 世纪初逐渐被引入中国。 然而,中国社会企业的实践探索,却并不
是在西方话语引入之后才开始的,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以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良性治理为目
标的经济组织,在外部和内部压力的推动下,其往往与本地社区( 特别是乡村社区) 的社会生活结
合更为紧密,从而形成内生的在地化特点。

3 800 年前,商祖王亥开创农牧贸易兴邦的先河,其通过“ 立皂市,服牛马冶 的经营,目的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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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民利冶 淤。 一千多年前,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家乡苏州吴县设立范氏义庄,捐田地 1 000 余亩,田
地生产经营的收入用于赡养宗族内贫穷成员。 范氏义庄一直延续至 20 世纪 40 年代,持续经营

900 年于。 以“ 公田冶 “ 义仓冶 “ 族田冶 “ 村学冶 等为代表的村庄社区共有制、社会综合发展为目标的经
济组织、利润回归社区全体成员,体现的是共生、共享的“村社理性冶,得以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冶。

本文认为,这种存在于乡土社会的群体理性及其内部化机制千年传承,本为近代中国社会企业
成长的土壤。

当前一些关于中国社会企业的研究,主要关注 21 世纪在西方社会企业发展的影响下,中国民

间社会组织或民营企业向“ 社会企业冶 的转型。 而即使古代的村社共生经济不纳入企业研究视野,
那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企业兴起至少也在一个多世纪之前。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企业,是在中国本土社会中成长起来的。 我国清末兴办的很多企业,其本身

就是社会企业,只不过没有使用“ 社会企业冶 这一概念。 因为,从 1840 年帝国主义军事入侵的鸦片
战争,到西部地区被鸦片种植挤占粮田造成饥荒、加之“ 洋教冶 文化影响而引发的太平天国战争,到
饱受 20 多年战乱之苦的部分清廷官员倡导“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冶 遂于 1870 年代兴起军事工业为
主的“ 洋务运动冶 ,都是在探索反抗殖民经济侵略的出路。 而 1894 年甲午战败为标志的洋务运动
虽然告一段落,但相继而起的以地方绅商为主体的以“ 实业救国冶 为目标的“ 官商合办冶 “ 官督商
办冶 的民用工业仍秉初衷。 他们办厂经商都在于探索救国出路。 有鉴于此,除了依附于帝国主义
的买办企业之外,这些清末企业的兴办者无论督抚还是绅商,也都不是一般西方经济学意义上追求

“ 个人利益最大化冶 的资本家,而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兴办经济实体的早期的“ 社会企业家冶 。
从清末到民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在“ 实业救国冶 的社会目标下诞生,从一开始就以抵御帝国主义殖
民经济入侵、救亡国家培育新民为己任,因此中国没有完全落入殖民依附的经济发展陷阱之中。
绅商为主的民间资本企业中的杰出代表如张謇、卢作孚等前辈,在创业之初就具有鲜明的救国
图强、造福社会的目标定位。 其通过创办实业获得的大量利润不是简单用于资本再生产,而是用于
社会建设,推动产业与地方社会的综合发展。 他们以“ 在地化冶 的方式,推进乡村社区建设来化解
过高的企业投资风险,减少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并直接参与了在地化的社区建设。 在 1978 年
以后兴起的乡镇企业中,也有这种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演变,体现了经济与社会达到双赢的社会企
业的内涵特征。 历史地看,因其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本土社会经济环境之中,而具有着更为深
厚的社会土壤与现实启示。

以张謇为例,他不忍 1894 年甲午国耻而于 1895 年在家乡江苏南通开始兴办“ 大生纱厂冶 ,以抱

定“ 村落主义冶 为初心开展综合性地方社会建设,做的就是具有“ 在地化冶 性质的社会企业。 他在南
通发起农会配合农田水利建设,形成农业增量来支持纺织业;接着兴办交通运输、银行和保险,再将
一二三产融合经营形成的综合收益,用于投入本地教育、文化和社会福利。 通过“ 大生集团冶 的企
业经营,实质上是在系统地对本地社会和自然资源进行“ 在地化冶 的统筹协调,探索出通过产业开
发形成收益、返还本地社会文化建设的乡土社会“ 产业兴旺冶 带动“ 治理有效冶 的新方式。
张謇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社会企业家,其探索并非特例。 他的思想和实践一方面是对中国乡
土社会本已有之的农工商一体化的民生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另一方面,也对民国时期其他民族实业
家、乃至解放后民营企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 江村冶 推动地方蚕丝工业的郑辟疆、费达
生,以及费孝通的乡村工业研究;无锡的荣氏商业家族;在重庆开办“ 民生公司冶 推动嘉陵江三峡乡
村建设运动的卢作孚、卢子英兄弟等,都形成了极具启发性的经验。
民国时期也有大量乡村社会企业探索,与东亚乡土社会的日韩台综合农协模式有对比性。 例
淤
于

《 管子·轻重戊》 。

杨谦. 2019:合作社的社会企业变局. 2019 年 1 月 12 日,http:椅blog. sina. com. cn / s / blog_5667c3fa0102zabg.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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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当时从事乡村建设探索的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探索的农民合作组织、晏阳初在重庆华西实验区建

立的农民合作经济等。 同时还有根据地和解放区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乃至于 1949 年新中国成
立以后的乡村合作社经济,都具有在乡村社区探索社会综合收益最大化经营的本地化社会企业内涵。

乡村基层的社会化企业探索亦从未间断。 1958 年起步的“ 社队企业冶 、1980 年代“ 异军突起冶

的乡镇企业、1990 年代部分地方的社区股份合作制,2006 年立法规范化运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以
及在新时代逐渐具有合法地位的不同形式的农村新型集体经济(2018 年允许重新登记) 等,则属于
现当代历史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企业在乡村社区的实践。 它们以不同的形式,都在一定
程度上延续着扎根于本地乡土社会从事“ 产业 - 教育 - 社会冶 一体化的地方资源经营。 其实质上
是在系统地对本地资源进行“ 在地化冶 的统筹协调,并探索通过产业开发形成收益、再返还本地社
区建设的乡土社会治理方式。

四、当代乡村振兴与社会企业本土化转型
当代乡村振兴社会企业发展的第一个重要背景,是国家从工业化时代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战
略转型。 在生态文明背景下,自然万物是多样性的,人类社会也应是多元化的,企业也就应该回嵌

本是多元共生的社会。 生态文明转型下的企业生产方式当然就应该体现共生共享、“ 万众创新冶 ,
向体现生态、生产、生活“ 三生冶 结合的社会企业转型,当今社会要求的生态社会企业的形态是多样
化的、参与的经营主体是多元化的。

新时代中国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 根据社科院 2016 年 10 月份的报

告淤,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

关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社科院 2017 年《 社会

蓝皮书》 于认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家庭人口占比达到 37郾 4% ,其中中上收入群体占 18郾 5% ,中下收
入群体占 18郾 9% 。 中等收入群体主要集中于城市,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追求更
高的生活品质,具有多样化、个性化的生活消费需求。 他们与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状况具有一定的
可比性。 在西方社会,与中产阶级崛起相伴而生的是绿色主义消费要求。 中国的中产阶级是高度
分散的、脱胎于小有产者的中间状态的群体,缺乏一般所说的阶级属性,并不是一个自觉的阶级。
但是该群体却在消费层面逐渐进步到“ 绿色冶 共识。 中产阶级因为财产规模小而有别于大资本,其
没有可以和大资本交易抗衡的资本实力,同时又不足以和劳动者,或者说劳动者占有的资源性资产
做交易。 这就使得中产阶级逐渐壮大成为社会主要消费群体的情况下,会找到一个有利于中产阶
级共同认同的目标———绿色生态。 在西方社会,绿色主义成了中产阶级的内在凝聚力。 那些不人
道的、造成污染的、破坏环境的生产方式,是有悖于中产阶级的消费者选择的。 哪怕多支付一些费
用,也要尽可能保证生产的过程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原则的。 在中国,曾经有过度奢
侈品消费、炫耀性消费等早期的非理性消费。 但是,随着中产阶级群体的壮大和提升,消费水平与
理念正在发生改变。 生态的、健康的、绿色主义的消费导向成为一个新的消费趋势。 这对于一般企
业向生态化的社会企业转型也是一个重要的拉力。
第三,中等收入群体崛起带动生态化消费趋势的形成,正在改变乡村业态结构。 与生态化农业
和乡村资源环境保护高度相关的休闲旅游、养生体验、教育文化等消费需求都在快速增长。 这个新
业态所要求的休闲养生农业样式,需要体现“ 三慢冶 ( 慢城、慢食、慢生活) 特点。 同时,也必须符合
生态文明的多样化内涵才具有体验功能。 而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中就内生着这种体验功能。 这也内
涵着促进社会企业转型的要求。
淤
于

李扬. 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5—2016)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李培林,陈光金,张翼. 社会蓝皮书:2017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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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这些乡村新业态拉动下的社会企业也成为城乡关系再造的重要纽带。 以社会企业为桥
梁的城乡融合,不是户籍意义上的融合,也不是城乡社会空间的融合,而是在城里人与乡村人共同
经营的过程中,对乡村社区和乡村生活重新赋值,并赋予新的意义。 城市中产阶级下乡创业更多表
现出他们的个性化特质,这恰与千差万别的乡土社会特点有机结合,特别是人文资源、旅游资源相
对丰富的地方,最具有“ 后发优势冶 。

以前基层干部和农民对身边的资源环境、传统文化,大都没有多少价值意识。 但是在下乡创业

的市民眼里,这些过去不产生 GDP 的资源可能是更有价值的。 市民下乡能够对各种农村资源重新
“ 赋值冶 。 比如一堵老辈人留下的夯土墙,在农民眼里是代表贫困的旧物,但市民看上了就愿意出
钱保留并且利用改造成景观墙。 这就是对乡村传统资源的重新赋值。 例如通过乡村游学等新业态
的开发,不仅可以提供城里人需要的舒适,更重要的还可以与本地村民结合,担负起在地文化梳理、
合作组织培育、老屋新生等乡村复兴等重要的功能,而这恰恰最具生态文明的价值。
第五个重要的转变是,乡村产业业态创新的背景下,社会企业的经营主体增多,社会参与的广
泛度和空间增大。 例如,在都市边缘的生态农场,参与者不仅可以是集体经济经营者、城市投资者、
中产阶级消费者,还可以包括文化创作者、市民消费者自组织等等。 经营业务,也不仅仅是生态农
产品,还可包括文旅培训、亲子教育、健康养老等一系列内容,从而形成更大范围的多元社会主体参
与共同经营共同享有。 同时,游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乡土“ 游学冶 也是乡村文旅产业的另一种创
新业态形式。 他们可以引导城市再识乡土,协助村民共建乡土的理念,能够深度挖掘乡土社会的文
化、历史、手工艺和自然等资源,据此开发成能够深度体验的游学项目。 并有可能通过旅游的引入,
将村庄的闲置房屋进行民宿改造,做出“ 民宿 + 在地文化体验冶 的设计,既满足城市中产消费群体
周末休闲度假的需要,也带领城市居民去重新发现生态乡村的美好,以此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在这
里,农业不仅经历了生态化的转型,更进行了社会化转型,形成了社会生态农业。 其多元开发一方
面形成了本地社区资源的重新认识、重新整合与生态化动员,另一方面,也以新的乡村产业重新构
建了乡村社区的边界和治理结构。

五、结束语
与西方社会企业对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区分不同,中国的在地化社会企业从一开始就是将
经济与社会目标融合在一起的,并未进行严格区分和先后排序。 这也与中国的文化社会脉络基础
与西方不同有关。 中国近代以“ 实业救国冶 为目标的民族企业发展核心是“ 民生冶 ,而“ 民生冶 本身
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概念或是社会概念,而是多元一体的。

同时,以张謇和卢作孚为代表的中国社会企业,其在地化特点形成也是基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社
区生活文化的要求。 在小农村社制的乡土社会中,个体是家族和村庄社区的一份子,经济行为、文
化行为也需要放在这样的整体单位上进行考量。 从而呈现一种“ 村社理性冶 ,而非仅从个体经济收
益角度考虑的“ 理性小农冶 。 因此,以乡土社区为基础进行经营的本地企业,要想实现社会生态的
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照顾到本地村社的福祉,而不能仅追求企业个体自身的利润最大化。

社会企业的成功在地化经营需要采用与中国乡土社会有机结合的资本积累方式,以社会化服
务开发本地资源使其重新赋值,以多业态的产业融合方式也需要“ 回嵌冶 地方才能进行组合投资和
产业升级。 而其社会服务与社会建设的方式不是简单的对外公益捐款,而是将企业集团作为地方
社会建设的重要一环而内嵌于当地社会。 并以在本地社区开展乡村社会服务的方式来化解过高的
企业投资风险,并减少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 社会企业家低成本的在地化社区建设不仅有利于
经营企业,更是经营一个由基层社区组成的城市。 例如,张謇的大生集团,企业利润的一部分用于
支持南通的近代城市社会建设和教育事业,这不仅仅是经济反哺社会,同时也是对企业自身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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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既有效降低了经营成本,又带来了社会综合效益。 从而形成以乡土社会本地资源为基础的双赢
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所以,在生态文明新时代,要想实现乡村的产业振兴,只思考让农民“ 多挣钱冶 是不够的,这还
是传统的单纯经济观点的产业化思路。 新时代生态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采用社会企业思路来发
展新型集体经济,寻求在地化的社区综合可持续发展。
以社会企业模式促进生态可持续与乡村产业振兴内在逻辑在于,以整体化、多样化的视角看待
乡村本地生态资源与人文社会资源的结合,以在地化的方式进行系统开发,动员广泛社会参与,降
低交易成本,才能优化配置本地资源、进而带动多业态融合互补、并将资本受益最大化地留在本地。
总之,是要通过社区整体发展内涵性地带动农民财产性收入长期增长。
在近代中国,张謇和卢作孚这样的在地社会企业经营模式,曾经在战乱频仍的不利条件下维持
了局部地区的稳定和一定程度的可持续综合发展,是中国工业化起步时期就形成社会企业的重要
经验。 在当今全球化竞争和金融危机加剧的条件下,借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重大战略转型之机,投
资乡土社会发展在地型社会企业,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思路。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Social
Enterprises Inheritance of China
WEN Tiejun
Abstract摇 The new era of China蒺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quires the systematic development of spatial resources such as

mountains, water, fields, forests, lakes and grass.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system in which economic resources are
separated from nature and society and capitalized only as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era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herefore, it
is required to change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that pursue “ profit maximization冶 as the only goal into social enterprises that

are “ resource鄄saving and environment鄄friendly冶 and take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冶 as the goal. The domestic research
mainstream generally follows the evolution of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冶 to “ social enterprise冶 and “ social entrepre鄄

neur冶 put forward by the west after the continuous crisis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ignore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hina蒺s
social enterprises with the goal of “ serving the country by industry冶 formed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is paper men鄄

tioned som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First, Zhang Jian who adhere to the “ village鄄ism冶 , is a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local social industrialist and innovation of “ Dasheng冶 group company. Second, Lu Zuofu was long鄄term adherence to the
ecological and social, and support rural reconstruction and founded the “ Minsheng冶 group company. They are all for their

respective insist on more than 20 years experience can be used as a heritage of Chinese history of social enterprise research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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