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4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建筑业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张宇
聊城大学
DOI:10.12238/btr.v4i3.3713
[摘 要]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建筑业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建筑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可以有效反映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现阶段,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建筑业企业在所有建筑业企业中占比
很小,并且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报喜不报忧,只展示有利于企业形象的行为,无法评价建筑业企业承担
的社会责任程度。对于目前建筑业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浅薄,对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认识片面的现象。本文
通过文献研究,并对建筑业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内容分析,建立建筑业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
体系,使其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更加规范、全面,帮助建筑业企业更好的承担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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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can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undertaken by enterprises. At the present stag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hat
issu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s account for only a small proportion among all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Moreover, enterprises only show good news but not bad news in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s, so it is
impossible to evaluate the degre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undertaken by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For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wareness is shallow, corresponding to the one-sided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phenomenon.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nt of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s issued by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nd establishes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so as to make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s issued by them more standardized and comprehensive, and help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better assume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Key words] construction enterprise;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Evaluation ind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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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确定的方法,来对上述指标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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