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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伦理认知的调查与分析
——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例
王欣，楼德侃
（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临安，311300）
[摘要] 商业伦理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迫切需要，了解商业伦理认知情况是建设商业伦理
的基础。义乌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其企业主的商业伦理认知情况有一定的代表性。分关怀、效率、贡献、
公平四个维度，对义乌小商品市场 306 名企业主进行商业伦理认知调查，发现：规模大的企业，其企业主的商业
伦理认知程度较高，学历高的的企业主在关怀维度得分相对较高。而且，企业家商业伦理认知的发展并不均衡，
在关心员工、减少对环境损害、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得分较高；在产品创新、减少商业贿赂、规范竞争方面得分较
低。对此应加强对企业主商业伦理的教育，提高他们对商业伦理的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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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伦理是指社会的基本人际关系规范及其相应
的道德原则[1]。商业伦理是行为主体在进行商业决
策时的道德观念、价值导向、伦理规范以及行为。
近年来，商业伦理失范现象屡有发生，如皮革奶、
毒胶囊、商业贿赂、商业欺诈等，在社会上造成了
恶劣影响，引起了人们对商业伦理建设的重视。明
确“应做”还是“不应做”是商业伦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了解企业主商业伦理认知发展现状， 揭示
其商业伦理认知中的不足和缺憾，对加强商业伦理
建设，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调查的对象和方法
（一）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户，在各个专
业市场（饰品区、充气玩具区、针织用品区、十字
绣区、文化用品区）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发放问卷
3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06 份，回收率 87.4%。其
中男性 183 人，占 59.80%，女性 123 人，占 40.20%。
调查对象的年龄层次见表 1。
表1

调查对象年龄分布情况

年龄

20 岁
以下

20~29
岁

30~39
岁

40~49
岁

50 岁
及以上

人数
（人）

14

146

111

32

3

从数据中看出，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年龄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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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态分布。另外，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很少。企业规
模以中小企业为主。
（二）调查工具
调查工具为自编的《企业主商业伦理认知调
查问卷》
，共 16 条目。每一条目均为商业伦理认知
的正面陈述，选项为“极不赞同”、“不赞同”“有
点赞同”
“比较赞同”
“非常赞同”采用 5 点评分法，
分别赋值 1、2、3、4、5。问卷的内容包括保护环
境、关爱员工、维护消费者权益、产品创新、知识
产权、促进社会发展、使用环保材料、商业贿赂、
同质化竞争、管理方式创新等。分关怀维度（v1）
、
效率维度（v2）
、贡献维度（v3）
、公平维度（v4）
四个维度，问卷经一位伦理学专家和一位管理学专
家的审阅，认为内容全面，覆盖面广，具有较好的
内容效度；各分量表与总分之间存在高相关性，而
分量表之间的相关程度相对较低，既有相关性，维
度之间又有相对独立性，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问
卷的内在一致性信度系数 Cronbachα系数为 0.806。
三、讨论分析与结论
（一）企业规模与商业伦理认知得分
根据表 2 可知，不同企业规模在商业伦理认知
方面存在差异（P=0.007)。规模在 5000 万以下的企
业，商业伦理得分并没有显著差异，而企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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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万以上的企业，其企业主的商业伦理认知程度
跟前面四个层次相比明显较高。规模大的企业更需
要注重企业社会形象，不讲伦理道德的企业在一次
次竞争中逐步被淘汰，若想企业有长远的发展，必
须要提高商业伦理意识。

2012 年第 3 卷第 5 期

取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员工晋升空间有限。
表3

企业主学历与关怀维度得分关系
数

平均值

标准差

自由度

显著性

量

（M)

（SD)

（df）

（F 值）

初中及以下

68

4.0037

0.6296

305

6.025*

高中或中专

96

4.0417

0.5339

企业主学历

表 2 企业规模与商业伦理认知得分方差分析(LSD)
数

平均

标准差

自由度

显著性

大专

87

4.2414

0.3821

量

值（M)

（SD)

（df）

（F 值）

大学本科

51

4.1765

0.4310

50 万以下

100

3.6956

0.3915

305

3.578*

研究生及以上

4

5.0000

0.0000

50~500 万

129

3.7868

0.3354

500~1000 万

35

3.7786

0.3404

1000~5000 万

26

3.8077

0.3201

5000 万及以上

16

4.0469

0.4428

企业规模

（二）企业主学历与关怀维度得分
根据表 3 可知，不同学历的企业主的关怀程度有
显著差异(P=0.000)。学历在大专以上，特别是研究生
层次的企业主，对员工、顾客的关怀越多。学历层次
高的企业主更注重企业文化建设，给员工提供晋升渠
道，为顾客考虑较多。而学历低一些的企业主主要采

（三）企业家商业伦理认知的优势和不足
总体而言，四个维度中，关怀维度（v1=1262.25）
和 贡 献 维 度 （ v3=1260 ） 得 分 较 高 ， 效 率 维 度
（v2=1088）和公平维度（v4=1006）得分较低。具
体到题项，得分高的即商业伦理认知优势见表 4，
得分低的即商业伦理认知的不足见表 5。
1. 人性化的管理
企业主在关怀维度得分较高，在为员工提供晋
升渠道方面，95.1%的企业主都选择了比较赞同或
非常赞同，表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经营户对员工还

表 4 商业伦理认知得分较高的几个方面
内容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必须要考虑到消费者使用的安全

极不赞同

不赞同

有点赞同

比较赞同

非常赞同

人数

0

6

6

201

93

%

0.00

1.96

1.96

65.67

30.39

人数

2

7

9

193

95

%

0.65

2.29

2.94

63.07

31.05

人数

0

9

6

200

91

%

0.00

2.94

1.96

65.36

29.74

人数

3

6

3

211

83

%

0.98

1.96

0.98

68.95

27.12

人数

4

3

11

227

61

%

1.30

0.98

3.59

74.18

19.93

要坚持“服务至上”
，设身处地为消费者着想

应该为员工提供晋升渠道

企业应该考虑减小对环境的损害

企业主有责任促进社会发展

表 5 商业伦理认知得分较低的几个方面
内容

极不赞同

不赞同

有点赞同

比较赞同

非常赞同

人数

3

153

57

81

12

%

0.98

50.00

18.63

26.47

3.92

人数

9

95

47

146

9

%

2.94

31.05

15.36

47.71

2.94

为了公司的利益请客送礼是不道德的行为

企业要进行产品、生产线的创新
人数

11

78

74

131

12

%

3.59

25.49

24.18

42.81

3.92

人数

3

93

61

127

22

%

0.98

30.39

19.93

41.50

7.19

看到同行业经营者不遵守道德规范，我一般会主动提醒并制止他的行为

生产同类产品竞争激烈，也不能低于成本价销售来争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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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较关心的，这是由现实需要决定的。在创业之
初，义乌的民营企业一般是采用家族式管理，外面
招募的员工一般很难有晋升机会。其优势显而易
见，相互之间比较信任，但是随着企业发展该模式
的弊端日益显现，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急需具有
专业知识的人才，家族式管理错综复杂的关系阻碍
了人才的引进和管理，人才的瓶颈限制了企业的发
展，员工的高流动率导致企业技术流失。员工带着
客户资源被同行挖走，企业重新招人不易，即使招
到人也要付出很高的培训成本。企业已逐步经认识
到员工是企业最重要的财产，大陈镇特色工业园区
的浙江贝克曼服饰有限公司和廿三里工业区的义
乌市思波琳箱包有限公司在暑假专门为外来务工
人员的子女办了暑假班，企业还聘请专职教师为民
工子女上课，并组织“亲情游”
“体验游”等活动。
浪莎党支部开设“三农学院”
，让农民工“带薪学
技能”，既保证了企业用工来源，也帮农民工提高
了生活技能。义乌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城市”，总
人口 200 多万，其中 130 多万是外来人口，包容是
义乌精神的一部分，对员工的关心保证了小商品市
场的繁荣和稳定。
2. 关心社会发展
贡 献 维 度 得分 较 高， 体 现 在具 体 问题 上 ，
94.11%的受访者比较赞同或非常赞同企业主有责
任促进社会发展。在义乌经商的企业主比较关心社
会问题，经商成功以后回馈社会。不少企业家竞选
村支书、村主任，有些甚至自己出钱，带领村民进
行新农村建设，修筑环村路，给老人发生活用品，
维护文物，建设风景区，清理村里水塘等。义乌企
业主也通过主流渠道表达利益诉求，积极参加人民
代表大会的选举，提交的议案不仅仅包括民营经济
领域，还涵盖“三农”问题、医疗卫生、教育、司
法等多个领域。其中典型代表是新光饰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晓光，2003 年她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设
立了全国第一个人大代表联系点，2004 年又成为第
一个通过媒体做广告征集议案的代表。通过媒体征
集议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誉，人大代表倾听人民
呼声，为人民代言是对代表职责的履行。2006 年的
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周晓光提交了 35 件议案，
全部被大会列为正式议案，2007 年，她又提交了
56 份议案。以周晓光为代表的企业主们参政议政，
给民意提供更多的上行渠道，给国家贡献更加符合
民意的议案，给国家的政策增加更多的民意的基
础，也更有利于社会长远发展，企业的长远发展企
业和社会形成了良性互动。
3. 尊重消费者权益
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要考虑消费者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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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96.06%的企业主表示比较赞同或非常赞同，
在坚持“服务至上”，设身处地为消费者着想方面，
94.12%的企业主表示认同。在小商品市场创建之
初，经营者们原始积累阶段并不重视消费者的权
益，口碑不是很好。在经营过程中经营者们逐渐发
现，真正为消费者考虑的才有回头客，生意才能越
做越大。小商品市场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一次
次市场竞争筛选下来的企业主是那些考虑到消费
者，用心服务的。义乌市政府在普及“讲信用、重
服务”的观念上也不遗余力，探索形成了信用征信、
评价、反馈与奖惩机制，开培训学校、评信用摊位、
建立诚信档案等。对信用良好的企业主进行表彰和
宣传，由榜样的力量促进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2]。
2003 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领导，授予义
乌中国小商品城“重质量、守信用”牌匾。2008 年，
由浙江省工商局、义乌市政府和北京大学中国信用
研究中心联合编制的全国首个商品交易市场信用
指数——“义乌市场信用指数”正式发布，义乌对
信用市场建设逐步深入。根据义乌工商局统计，信
用市场建设以来，客商对市场的诚信度满意率高达
92%，近三年各种消费投诉下降 50.3%，投诉成功
处理率增长 5 个百分点，在市场发生的涉税案件与
治安案件分别下降 47%、21%。保证质量、重视服
务给义乌市场带来了许多商机，包括北京奥运会的
订单、新版红楼梦剧组的订单、南非世界杯的订单
等。
4. 仿造侵犯现象较明显
企业要进行产品、生产线的创新一项，33.99%
的企业主选择了极不赞同或是不赞同，仅有 2.94%
的人选非常赞同。在最初资本积累阶段，生存是企
业的第一目标，而企业创新投入资金较多，义乌私
营业主大都是从模仿开始，产品的仿造是一种典型
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开始大家模仿大厂家的产
品，如 LV 的围巾，阿迪达斯的衣服，获利颇丰，
但也带来了法律上的纠纷。后来企业慢慢有一定规
模了，经营者自己进行一些产品的创新，又怕被同
行模仿。小企业集群的多数创新可模仿性强，往往
造成同类竞争过度，又回到低价销售的比拼上，长
此以往打击了企业创新动力，造成企业行为短期
化，严重影响了块状经济的健康发展。由于小企业
集群产品的创新性具有时效性短的特点，不适合申
请国家专利，企业之间产品创新产权的维护更多地
依靠企业家伦理道德约束[3]。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
的企业主们还是“船小好调头”，仿一阵子热门产
品就换一样，对知识产权还不是很重视，随着经济
外向度的提升和义乌国际商贸特区定位的转换，知
识产权的问题可能会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国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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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严格很多，产品出口方面会遇到问
题，企业自主创新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
5. 竞争方式不够规范
竞争方式不规范主要表现在商业贿赂和恶性
竞争两个方面。50.98%的人不认为商业贿赂是不道
德的行为，18.63%的人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只有
30.39%的人认同商业贿赂是不道德的。商业贿赂包
括给回扣，请客送礼，给好处费等行为，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商业贿赂普遍存在，尤其中国是一个讲
人情往来的国家，人情跟利益结合在一起，就造成
了思想的异化。义乌自古以来就有“重义气”的传
统，企业主们对商业贿赂的定义比较模糊，认为“送
礼办事”是一种讲义气、知恩图报的行为，并不认
为这样的行为不对，反而羡慕“有路子”的人[4]。
看到同行业经营者不遵守道德规范，明确表示主动
会去监督制止的企业主不到一半。商业贿赂行为在
短期内也许能给贿赂主体带来收益，但是主要依靠
商业贿赂来得到交易机会，就会使经营者对技术创
新、提高产品和服务、保护环境方面的投入减少，
慢慢地失去核心竞争力。而商业贿赂的成本最终摊
在消费者头上，也会挤占其他企业的生存空间，长
远来看，商业贿赂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扰乱交易
秩序，增加交易风险，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价格竞争方面，31.37%的人认为可以低于成本价
销售来抢占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分不同专业区
域，同一区域产品样式差不多，也容易模仿，本来
小商品就是靠“薄利多销”赚钱，现在同质化产品
多了以后价格恶性竞争到了“利如纸薄”程度。在
访谈中一经营裤袜的企业主说，前几年卖一条冬季
棉裤袜能挣 2~3 元，现在只能挣几毛钱，薄袜子多
织一段棉线都没有利润了。小商品的利润平均一件
只有 2%左右，对小或微企业来讲，很难有多少利
润。一味地凭降低价格竞争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
式，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四、启示和建议
企业主要转变观念，并督促员工进行学习。企
业主的伦理观直接决定了企业的价值取向，要提高
企业员工的基本伦理素养。只有大家的观念转变
了，才能形成良好的自律和监督环境。在新的经济
环境下，学历层次高的企业主适应能力比较强一
些，采取比较现代的管理模式。学历层次低的企业
主应该根据劳动力紧缺、人力成本上涨的实际因
素，给员工更多的关怀和成长空间。调查中反应出
一些中小企业只和部分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结果

2012 年第 3 卷第 5 期

造成了员工流动率高，工资没有保障，客户资源流
失等一系列问题，商业伦理认知的不到位造成了企
业发展的瓶颈。商业伦理具有凝聚和激励作用，只
有当企业主认识到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长期
发展、实践商业伦理是一种社会资本时，才能真正
将伦理准则内化于心，自觉指导日常的行为。
针对现阶段商业伦理认知比较薄弱的方面，政
府和社会团体应该做的是保护知识产权，鼓励自主
创新，优化竞争环境。随着义乌企业的发展壮大，
越来越多企业由模仿到创新，自身也愈发认识到知
识产权的重要性。在义乌成为经济特区之后，产业
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也势必更多地涉及到知识产
权问题，加强这方面的建设非常重要。具体措施是
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的运行。知识产权制度的运行是
指在具体的地域范围内相关主体运用和执行知识
产权制度以实现对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管理和
保护[5]。保护知识产权和鼓励自主创新是密切相关
的，小商品有其生产周期短、易模仿的特点，在外
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上应给予政策倾斜，更
及时地批准。利用现在义乌多个展会的平台，扶持
技术创新、文化创意的新型企业。创新一定程度上
可以缓解产品同质化，打“价格战”恶性竞争的现
状，另外，在这方面要发挥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
机构的作用，调解行业矛盾。在商业贿赂的问题上，
要规范规章制度，明确界定标准。
注释：
①

*均值在 0.05 水平上有显著性差异，** 均值在 0.01 水
平上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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