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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旺壁纸公司的绿色营销发展策略问题研究 

摘    要 

近 30 年来，由于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房地产行业成为支柱型产业, 壁纸行业伴

随着房地产行业快速发展。全球环境保护及生命周期观念的兴起，产品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已

经越来越受到重视，“环保设计”、“绿色设计”、“资源回收”、“绿色营销”、“再生

利用”等观念，正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壁纸行业，也是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中的一个

组成部分，其生存和发展与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保护生态环境、倡导节能减排、

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发展，既是企业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又是其不可

推卸的社会责任。绿色营销体现了环境意识和社会意识，从产品的设计、生产、制造、废弃

物处理，直到产品消费过程中制定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市场营销组合策略。 

尽管我国许多企业绿色营销观念已开始树立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开端，但从壁纸行业

来看，大多数企业绿色营销意识还没有确立，在绿色计划的制定、绿色产品的开发、绿色技

术的应用和绿色产品的促销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关注的人也寥寥可数。随着市场竞

争的加剧，国际化特征的不断渗透，壁纸企业，只有站在全球市场高度，通过全面分析市场，

重视并加强营销管理，构建适合企业特性的绿色营销模式，实施绿色管理，才能在市场生与

死的竞争和挑战中拥有属于自己的市场份额。  

本文阐述了绿色营销概念，分析了欣旺壁纸公司的绿色营销现状，提出了发展绿色营销

的策略。绿色营销，是指企业以环境保护观念作为其经营哲学思想，以绿色文化为其价值观

念，以消费者的绿色消费为中心和出发点，力求满足消费者绿色消费需求的营销策略。绿色

营销是企业的营销活动，绿色营销的策略主要是企业的一系列营销策略和方法构成。 

 

 

 

 

关键词：绿色营销、发展策略、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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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walper Company of green market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earch 

ABSTRACT 

For nearly 30 years, due to China's economy has been to keep growth,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become a pillar industry, wallpaper with real estate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life cycle the rise of ideas, 

product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caus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sign", "green design", or "resource recycling," "green 

marketing", "recycled" concept, is gradually in the global expansion. Wallpaper 

industry, also is the natural social economic compound system of a part, it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with the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closely linked.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dvocacy,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develop circular economy, promote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the need, and the 

inevitable social responsibility. Green marketing embodies the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from product design,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waste disposal, till the product in the process of consumption for it is 

favorable to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market marketing mix strategy. 

Although our country many enterprise green marketing concept has started to set 

up in practice and has obtained good start, but from wallpaper industry, most 

enterprise green marketing consciousness has not established, green plan formul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products, gree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green product 

promotion and so on also exist certain gap, attention also is very few. With the market 

competition intensifies, internationalization features unceasing seepage, wallpaper 

enterprise, only standing in the global market height,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market, emphasize and strengthen the marketing manageme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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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 the enterprise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 marketing mode, implement green 

management, can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in th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challenges of 

have its own share of the marke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cept of green marketing, analyzes the Suwalper 

Company’s green marketing present situation, proposed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marketing strategy. Green marketing, it is to show the enterpris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cepts as its business philosophy, with a green culture as its concept of 

value, to consumer green consumption as the center and the starting point, and strive 

to meet the demand of the consumers green consumption marketing strategy. Green 

marketing is enterprise's marketing activities, green marketing strategy of the 

enterprise is mainly a series of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methods to form. 

 

 

KEY WORDS: Green marketing、Development strategy、Improve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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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旺壁纸公司的绿色营销发展策略问题研究 

1、概述 

1.1 绿色营销的含义 

在我们所了解的营销模式中，绿色营销主要是指以环保关键为核心的一

种营销模式所谓绿色营销，不论市场产品的调研还是产品的销售市场都要以

绿色为核心，贯穿消费者一个绿色营销的思想。现在的社会讲究环保，而绿

色营销就是以环保为主，一切以维护大自然为首任，保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

这种营销方式不但使得发展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利益相一致，还可以走可持续

发展道路，保护我们的生态。 

通过绿色营销，我们不断可以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还为子孙后代作出了

贡献、营销和环保兼得，何乐而不为呢！ 

1.2 绿色营销理论简述 

绿色营销是指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实现经济利益、消费者需求利

益的统一，市场主体根据科学性和规范性的原则，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发

及同其他市场主体交换产品价值来满足市场需求的一种管理过程。绿色营销的

最终目标是可持续性发展，而实现该目标的准则是注重经济利益、消费者需求

和环境利益的统一。 

所谓绿色营销，是指企业在营销活动中要体现“绿色”，即在营销中要注

重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为实现企业自身利益、

消费者和社会利益以及生态环境利益的统一而对其产品、定价、分销和促销

的策划与实施过程。 

绿色营销是一种能辨识，预期及符合绿色消费的社会需求，并且可带来

利润及永续经营的管理过程。 

一方面要求，企业从产品研发设计、原材料采购、能源消耗、生产到最

终消费、报废和回收等一系列过程担负起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确保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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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利用和环境不会受到染和破坏。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也要强调绿色生

产，将废气、废水、废物，特别具有污染的废水、气、物，消灭在生产过程

中，生产过程中无法控制的，应事后进行无害化处理。另一方面，在选材、

生产、运输、销售到使用等全过程中，每一环节的运作都要在满足顾客需求

的同时，确保消费者的安全和健康，即顾客消费的安全性。这两个方面构成

了对绿色定位的全面理解，不同的行业和企业由于其特点决定了各有不同的

内涵及其侧重。 

1.3 欣旺壁纸公司概况 

Uniwal 欣旺壁纸于成立于 1983 年，总厂成立在台湾省，并且创立了工

厂。在市场拓展了近 13 年的时间，把市场拓展到了上海，在上海市奉贤成

立了中国的总部。从刚刚起步到发展辉煌，经历了很多困难，在领导和公司

同仁的不懈努力下，使得我们公司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一流大厂。我们在二

十余年里，设计出的产品数以万计，并且坚持以绿色营销方式为主，不仅使

我们厂生产的产品一流，也坚持着环保的思想、为人为己。 

欣旺壁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质量第一、诚信的原则，因为我们销售

的不仅仅是产品，还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成功宗旨是以客户满意度为主。

公司希望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设计出世界最新潮流的产品，加上尖端的工

艺，打造出最具有时尚、优雅和环保的墙面装饰。我们的产品遍布三十多个

省市、自治区，主要产品包括宽幅、窄幅、无纺壁纸级壁布。公司的网略营

销也已经发展到十多家分公司，上千家代理经销商遍布祖国的很多角落。我

们公司主要出口到俄罗斯、马来西亚、中东、土耳其等三十多个国家。在国

内外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我们的产品用途机器广泛，可以用到家装、餐饮、办公空间等各个场所，

不仅实用而且非常美观。看着欣旺壁纸的茁壮成长，让我们倍感骄傲，公司

在成长，我们在成长，公司的成长里有我们的付出，有我们的努力。展看明

天，通过欣旺的理念、欣旺的服务宗旨，我相信欣旺一定可以打造更美好的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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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欣旺壁纸公司绿色营销的现状与问题 

2.1 欣旺壁纸公司绿色营销的现状 

长期以来，欣旺壁纸一味追求短期利益欣旺壁纸公司自成立以来，在经营上

也存在许多不足，下面我来根据我们公司的现状进行分析： 

1.产品绿色程度偏低 

欣旺壁纸主要的营销模式采用的是绿色营销，但是实际上产品的绿色化程度

还是偏低的，所谓的绿色产品，是指绿色的有形产品，无形产品，核心产品和绿

色外在的产品。但是我们公司目前生产的产品绿色程度还是偏低的，一些在所谓

绿色产品的功能上，不能满足消费者的绿色需求，也就是说不能给消费者带来真

正的绿色利益。 

绿色营销的前提是绿色生产，绿色生产的这个过程，还是要逐步实现的。 

2.绿色营销理念缺乏 

长期以来，欣旺壁纸公司在为社会为人民的利益上考虑还是不够的。欣旺壁

纸只追求短期的利益和忽视长期的利益。公司生产产品时，心目中第一个准则就

是：开发，生产的绿色产品利润是否大于普通产品，如果绿色产品的利润低于普

通产品，则会考虑是否生产，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考虑过环保价值的因素。现在绿

色营销理念已经成为很多公司的销售理念。所以说绿色产品方面的竞争力还是很

大的，但是欣旺壁纸公司主要追求高效益，奉行经济的高速增长，却忽略了绿色

环保的意识。所以在竞争方面还是稍弱一些。 

3.营销策略不适宜 

上面第二条已经分析了欣旺壁纸公司缺乏营销理念。使得欣旺公司在开发过

硬的绿色产品面临严峻的紧迫感、环保意识不强，很多因素影响着企业的发展。

在营销模式上仅限于传统的模式，对于绿色营销模式则是要求比较低，所以在产

品上，无法避免第二次污染，严重违背了绿色营销模式的核心理念。而且促销方

式陈旧，使得很多消费者不能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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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欣旺壁纸公司面临的问题 

2.2.1.面临行业洗牌的问题 

目前行业来看，壁纸业已经成为热门企业，越来越多的企业涌入到壁纸行业，

甚至有一部分企业生产的产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也在市面上销售。近年大批企

业涌入壁纸行业，导致产品放量高于需求量，导致了行业供需关系的不稳定，甚

至质量问题也难以保障。不论是市场上的什么行业，行业之间的销售和消费者的

购买量都要处于平衡，否则供求导致失衡，会使行业面临洗牌的难题。但在壁纸

的质量上，有法律的规定和要求，使得质量还不错，没有太多的伪劣产品。装修

环保最为重要，直接导致的人们身体的健康，所以质量上是壁纸行业最大的要求。 

现在市场上出现了许多仿制品，甚至出现的很多侵权的事件。这一方面严重

的制约了壁纸行业的发展。 

2011 年起，房价起伏不断，但是还是属于降价阶段。导致房地产事业不乐

观，很少有交易现象，也就导致了装修行业的不乐观。从 2011 年年末，楼市调

控力度大大加强，一些消费者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使得成交量直线下降，一些房

产企业推出各种活动，却也不能挽回他们的市场，这样家装行业需求下降，也从

而导致壁纸行业经营压力越发的严峻。再加上通货膨胀，使得原材料，人工成本

上涨，导致壁纸企业利润下滑。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迷期，所以在这样的状

况下，洗牌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2.2.2.产量供不应求的问题 

2011 年整个壁纸行业不景气 是受到以下主要原因： 

1.宏观调控与紧缩货币政策 

目前随着宏观调控与紧缩货币政策力度的不断放大，尤其限制大家购房的措

施。使得现在的市场，投资需求降低，使得现在整体的经济最主要做的就是打击

通货膨胀，回复供求平衡的经济环境。 

2.壁纸行业近年来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在前几年的好光景下，很多企业纷

纷踏入壁纸行业，使得壁纸行业供大于求。 

这两个因素，是导致壁纸行业不景气的最主要因素，也是最核心因素。只有

克服这两条因素，壁纸行业才能突破瓶颈，获得新的发展。 

2.2.3.品牌形象不统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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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市场，被越来越多的进口产品占有，越来越多的人偏向进口产品，

壁纸行业也是这样，大家都在追求高标志，高质量的产品，所以把购买方向倾向

在进口壁纸上，导致中国壁纸市场日趋下降。出现这种现象，大家应该想想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经过我的分析与调查，我发现有三： 

1. 包装 

我们国产的东西不是很注重包装问题，有些消费者的心理更加倾向于包装好

商品，他们会认为包装这么好，应该产品质量也很好。但是国产的产品并不意味

着就不好，有些生产厂商比较注重产品的质量而忽略产品的包装，有些生产厂商

恰恰相反，更加注重产品的包装。所以在这方面，最好是两者都要注重一下，才

能使更多消费者接受。欣旺壁纸公司从国外引进了很多先进的机器设备，还引进

了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只有这样的不计较成本的付出，才能打造出更完美的质

量。 

2. 品牌 

一个品牌对于一个企业、一个产品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有了响亮的品牌，

就有了强势的声望。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相信品牌效应，他们认为牌子响的东

西，肯定很好的。比如你会去买好太太晾衣架，而不会是没有听说过的牌子的晾

衣架；会买科勒的厨具，而不会去买没有牌子的厨具；大家会买 TOTO 厨卫，而

不会买没有听过的厨卫，这就是一个品牌的效应。在一个品牌与产品完全的结合

下，才能更好的吸引消费者。所以说国产产品也可以销量很好的。 

3. 价格 

壁纸行业的价格不透明，价格不是固定的，每家壁纸价格也各不相同，同样

的产品，在每家卖价也是不同的，有的可以打 8 折、有的可以打 5.6 折、甚至还

可以打 3.4 折，消费者在这样的环境下不知道如何选择，从经销商的角度出发，

他们的议价空间很大，让消费者不知道如何还价。 

比如一款壁纸，在建材 A 与建材 B 要价就可能出现严重的落差。所以说壁

纸行业还是不完整的，需要进一步完善。 

随着壁纸行业的发展，如果改进上面三点问题，不论是对经销商还是壁纸行

业都是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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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欣旺壁纸公司绿色营销的对策研究 

3.1 企业对节能绿色产品生产与技能的提升 

3.1.1.企业本身要树立绿色营销观念  

企业如何成长，如何更快的成长取决于一个企业的关键。每个企业都有它的

思想，每个企业的领导者也有他们的思想观念，只有他们的观念性强才能使一个

企业的观念性强。所以说我们第一步是要转变企业领导者的观念。因为领导们决

定着企业走什么样的路线。领导者要以顾客的利益为基准，要注重长远的发展策

略。绿色营销观念就是要求企业的领导者要有全局长远的发展意识，只有这样，

才能在管理他人、决策营销方式上有规划、有原则。要坚持以绿色营销为主，不

论产品，管理都要渗透绿色意识，从而追求更长远的发展。 

一个企业有很多员工，员工的素质、员工的思想都是大相径庭的，所以企业

要组织培训和教育，灌输他们绿色营销思想，从而使他们在绿色理念上达成统一，

重视绿色文化，从而才能更好的把绿色营销理念贯穿在新产品的开发，制造包装

等上面。  

3.1.2.企业要开发绿色产品 

开发绿色产品,是企业实施绿色营销的支撑点； 

1.设计 

一个产品生产的第一阶段就是设计，从它用处、材质、形状、环保方面设计，

针对它的实用性设计出一个既美观、又实用而且环保的产品。企业在设计产品要

有效的降低不必要的浪费，要考虑到一些废弃物的如何再利用，要考虑到废弃物

品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危害，尽量避免危害到生态。 

2.制造 

制造是指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的总称，从准备原材料到制作，都要时刻保持

产品的清洁，原材料的清洁。尽量避免有毒有害的原材料，也要减少生产时产生

的各种危险。也要对剩下的废弃原材料进行再处理。 

3.品牌 

产品生产完成，企业要根据其产品特性进行标注名字。那么企业在设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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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要完全符合绿色产品标志的要求，使人们在接触该产品的时候，首先想到

的是绿色的思想。比如会联想到一片茂密的森林，一望无际的草地，优美的风景

等，只有这样消费者才会对产品信任。 

4.包装 

包装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好的包装可以直接决定着产品的销量和是否

被销售者接受。从一个包装上基本上可以看出产品的质量。要做到身有其表，我

们有过硬的品质，也要有华丽的包装。这样才能在市场上取得好的销售业绩。 

5.售后服务 

广大消费者对产品不是很了解，有些人对产品有很多质疑，也会有不会使用

的时候，也会有出现质量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部门来处理大家的

问题，这个部门就是售后服务。一个好的公司要有一个好的售后，使大家对产品

信赖。即使我们买的产品质量有瑕疵，可我们不必担心，因为好的售后服务会给

我们一个满意的处理方式。售后部分还要对废弃物进行处理，要考虑他们的回收

再利用性，以免给环境带来污染。 

3.2 企业进行品牌形象统一化的制定与执行 

欣旺壁纸在国产品牌中，定位明确的高端品牌。欣旺壁纸体现在两个方面：

产品的研发和产品的品质。首先在产品的研发上，欣旺壁纸全新的设计理念，颠

覆市场，系列速度需要领先同业。 

  其次在产品的质量上，欣旺壁纸采用国际主流质量，打造核心竞争力。欣旺

壁纸引进了世界第一条英国凹版圆网同步对版印刷压花机之后，再次引进荷兰的

两条设备，其中也会拥有极其的生产工艺。在这些世界尖端设备的协助下，UNIWAL

欣旺壁纸系列产品的质量和环保标准达到一个全新的标准。 

3.3 企业实施绿色营销进行的一系列改善措施 

在壁纸行业面临洗牌的压力下，要想长期发展，就必须克服困难，对企业进

行改善。首先要从企业的财务结构改善，然后要对企业的营销渠道管理提升，还

要注重提升墙纸的设计能力，牢牢的抓住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进一步加快企业

在壁纸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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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壁纸行业存活下去，还要度过那漫长至少要三年的洗牌期，我相信这

些企业都是比较优秀的企业，他们肯定有他们可以存活下来的资本。具我分析，

他们应该具有以下几点：1.具有强大的品牌价值观和强大的生产力；2.具有极少

量的垄断经销商；3.搭配有成本管制能力的代工型企业。 

3.3.1.准确搜集“绿色”信息  

每个领导者都应该有敏锐的目标，可以看到最新、最精确的信息。面对那么

多的绿色商机，企业要抓紧市场，要建立有效快捷的信息情报网络，观察信息市

场的需求，绿色信息市场的产品，绿色信息市场的竞争等。进行深入的研究，做

好正确的定位，同样也要了解其他企业，其他竞争对手的信息，俗话说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只有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绿色信息，才可以和他们竞争。得到信息

重要，尽快处理信息也尤为重要。在得到准确的绿色信息时，要尽快的进行分析，

进行决策，进行产品的开发，争取加快一步的在市场上立足。 

3.3.2.企业产品要进行 “绿色化”  

当今最热门的话题就是环保，不论空气环保还是装修材料环保，都关系着当

年最核心的环保问题，企业生产一样东西，首先要达到国家对环保的要求，要求

是无毒无害，不污染环境的产品。对于那些劣质品也要废物再利用，整个过程就

要体现出绿色化，始终坚持做到无污染。从产品的设计到产品的生产到后期的包

装都要绿色化，让绿色化成为产品的主题，让消费者放心使用，也让消费者乐意

去为绿色产品消费。 

 （1）加强对绿色产品进行研发。以产品销地市场和产地市场的最新环境标志

制度和最新国际标志制度为依据，争取新产品能获得绿色标志；产品的包装设计

尽可能短、小、轻、薄，节省材料；所采用材料要无毒无害和可分解处理；产品

的生产过程的废弃物和使用后的产品和包装要可回收再利用；产品结构要简化，

易于拆卸更换或重新组合；采用先进的防伪技术以区分绿色产品与普通产品。  

 （2）注重产品的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力，以资源的综合利

用为前提。绿色产品的生产过程，应是“一种清洁生产”过程，它包括：尽量少

用、不用有毒有害的原料，无毒、无害的中间产品，尽量减少生产过程的各种危

险性因素；选用少废、无废的工艺和高效的设备；物料的再循环（厂内、厂外）；

简便可靠的操作和控制，以及完善的管理等。节约原料和能源，产品在使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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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及使用后不含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因素。  

（3）强化产品的生态包装。作为商品使用后的主要废弃物，包装已构成城市

垃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不可忽视的污染源。在社会环境的呼吁下，“生态包

装”已成为时尚之一，越来越为商家和消费者所重视。  

 （4）注意对环境标志的使用。企业在给产品命名和选择品牌时，要符合绿色

标志的要求，符合“环境标志”。“环境标志”是一种标志产品式包装的标签，是

产品的证明性商标。企业对产品进行包装后，印上这种标签，用以表明该产品的

生产、使用及处理过程符合环境保护要求，使其产品具有一般产品所不具备的环

保价值 ,这样不仅树立了企业形象，而且还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加强了企业的

竞争力。  

3.3.3.分销渠道的绿色化  

成功的运用绿色营销理念还要有一个畅通的绿色分销渠道。在市场上分销渠

道要确保“绿色”，要体现出产品的绿色品质，表现出企业的绿色思想，刻画出

产品的绿色形象。并要减少绿色产品在分销渠道上的流失。在产品的运输和仓促

方面，也要坚持绿色的品质，要时刻进行监督和维护，保证产品始终处于绿色的

环境中。 

3.3.4.确定促销活动的绿色化 

企业在生产产品，销售产品的同时，还要维护产品的绿色形象，同时也会做

一些活动，那么企业在促销活动时，也要确保促销活动的绿色化。 

1.确保广告绿色化。企业要想打响自己的产品，使自己生产的产品变成家喻

户晓的产品时，就要对其进行包装，进行宣传，最好的宣传方法就是广告，所以

一个企业在给产品做广告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广告的绿色化，产品的绿色化。尽

量的减少开支，减少资源的浪费。既可以拍到好的广告，又可以节约成本，一取

两的，何乐而不为呢。广告还要有的高标准，尽量使用高效资源来传递绿色产品

信息。 

2.一个企业的形象很重要，有句话说的好，见闻其名后见其人。一个企业也

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去考察一个企业，从他人口中，从新闻中知道这个企业。所

以要进行维护企业的绿色化，树立企业的绿色形象。企业要与环保部门保持和谐

关系，得到他们鼎力的支持，也要多参加一些环保的活动，扩大企业的绿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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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企业的绿色形象深入人心。现在，我们国家，绿色企业越来越被人重视，一些

企业经常主动的参加全国性的公益活动。为自己树立好绿色的形象。  

3.4 企业实施绿色营销的长远战略蓝图. 

绿色代表健康、绿色代表生机。绿色营销模式代表着这个企业未来的的发展

将勇往直前。这一节我们探讨一下绿色营销的长远战略蓝图。 

现在生态遭到破环，环境遭到污染，有些地方甚至很难看到绿色。所以一个

企业在市场营销活动中，应该对环境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长期的维护环境资源，

带动消费者去维护，激发消费者的绿色需要。在当今各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环

境污染越发的严重。那些杀鸡取卵的生产方式的企业也会被绿色企业取而代之。

但靠企业自己也是不行的，还是要靠政府、靠国家来帮助。 

（1）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市场的各方面机制还不够完善，都还需要进

一步的努力，去完善他们。在这个机制不完善的市场里，很难凭借市场的机制来

实施绿色营销，所以我们要借助政府的力量，因为绿色营销已经涉及到了国家的

发展，生态的安危，乃至这个人类的未来。 

我们必须将绿色营销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实施绿色营销，真正的实现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2）完善立法 

目前我国的企业是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目标。这种经营决策和我们提纲

的绿色营销，环保是相冲突的。比如一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残留液体流入海水

里，造成海水污染。一个有害气体飘入空气中，造成大气污染。这些企业赚的是

利润，可是他们摧毁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用多少钱也换回不来的清新空气。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个完善的立法。法律上去制约他们，去限制他们。不能违背

绿色的营销模式，不能污染环境，不能造成生态平衡。如果有违背立法的现象，

要用法律去制止他们，让他们觉醒，从而去实现绿色营销模式。 

1.加强监督 

绿色营销是着眼于未来的新观念，所以在竞争的市场上，我们要树立企业典

型的绿色营销观念，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维护人类社会的和谐。政府也

要对企业的环保进行监督，制定完善的管理法制，去监管那些污染环境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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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有政府的制约是不完善的，还有要广大群众的监督，要建立一个绿色机构，有

专门的负责人去执行他们的义务，去监督大家，一共营造绿色的理念。 

2.全面倡导 

绿色消费并不是每个人的想法，有的人甚至会想：环保和我又没什么关系，

我一个人污染也不会给环境造成危害。可是这样的人多了，就会有不一样的危害

了。所以我们要全面倡导，要告诉身边的人去绿色消费，以保护环境为己任，减

少环境的污染，自觉抵制那些危害到环境的行为。现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有那些环

保的倡导图，我们要从自己做起，去做给身边的人看，让他们也一起加入到我们

这个保护环境的生活当中。 

3.企业协助 

在政府的帮助下，立法的不断完善下，还需要我们企业的协助，一同去做好

环保的工作。比如：开发绿色产品。观察身边的事物、抓住绿色商机、坚持绿色

营销模式，把身边的一些不环保的事物用环保的事物取而代之。增强产品的各个

环节的绿色因素、实现绿色化，从市场的需求出发，创建双向的绿色信息渠道，

搜集相关的绿色信息，把绿色产品贯穿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所有人使用到环保

产品，让所有人自觉的绿色消费。 

所以说欣旺壁纸公司在绿色营销方面还是要更进一步的去完善自己。在壁纸

行业的竞争下，要坚持自己的绿色理念、协助政府、倡导消费者，达到绿色生产

-绿色销售-绿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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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绿色营销是指企业在审查经验过程中，将企业自身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环境

保护利益三者统一起来，以此为中心，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构思、设计、销售和制

造。企业绿色营销是企业以环保观念作为其经营指导思想，以绿色消费为出发点，

以绿色文化作为企业文化核心，在满足消费者绿色消费需求的前提下，为实现企

业目标而进行的营销活动。它是传统市场营销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层次延伸，也比

传统市场营销意义更深远，更具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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