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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绿色建材行业的诚信建设
Brief discussion on good faith construction in green building materials industry
王丽萍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现阶段，在绿色建材行业，为了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要时刻提高对于诚信建设的认识，要进一步加强管理，以
诚信为本，才能不断促使建材企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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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in the green building materials industry, in order to explore a new development mode, it'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ood faith construction an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nly by the good
faith construction can constantly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building materials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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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诚信尤为重要，通过对绿色建材行
业的分析，明确了诚信建设的实践策略。希望通过总结，
能够促使相关的绿色建材企业不断可持续发展。

1

绿色建材的概念及基本特征

绿色建材是指在建设工程过程中使用的原材料为可再
生资源，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耗费，尽可能的避免对环境
的伤害，其产品具有环保，节能，安全、可循环使用是绿色
产品的特点。绿色建材又称为称为生态建材、环保建材和
安全建材。绿色建材与传统建材之间的不同有以下 5 点：1）
绿色建材在原材料的使用上大多运用尾矿，废液等一些废
弃资源，从而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参与；2）绿色建材的制
造过程中，对于技术和工艺的使用遵从的是绿色无污染的
原则；3）在对产品进行配制的过程中，严格避免使用一些
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其中包括甲醛、卤化物溶剂或芳香族
碳氢化合物，而产品中对于汞及其化合物的颜料和添加剂
的含量要严格核查；4）绿色建材不仅要做到不对人体造成
伤害，还要有益于身体健康；5）绿色建材能够做到回收再
利用，即便掩埋丢弃也不会对周围的生态环境造成伤害 [1]。

2

绿色建材行业的诚信建设

2.1 建立绿色建材消费市场，推动建材工业制造绿色化
绿色建材市场的形成与消费者息息相关。当消费者对
于绿色建材产品具有明确的需求，市场经济环境就会做出
相应的反应，而建材行业就会根据市场的认同进行有效的
发展。建立并完善绿色建材行业需要各个方面进行引导和
辅助，要明确消费者对于绿色建材的认识，扩大影响力。国
家政策和条规是强大的后盾，它可引导消费者更多的关注
绿色理念，认可绿色建材行业。
各个建筑企业应该及时的抓住绿色建材市场的风向，
了解即时的专项技术信息，根据现实需求将其良好的运用
到自身的发展当中。与此同时，科研单位具有非常强大的
技术创新能力，绿色建材行业就可以通过和科研单位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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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合作，迎合绿色安全的发展理念，不断创新出符合
绿色建材市场需求的产品，从而切实的实现行业的规范化，
发展的绿色化。
以建筑垃圾作为原材料进行建材产品的再生产，减少
对资源的浪费，经济上实现良性发展。对于一些尾矿和产
业固体废弃物，可以通过对其进一步使用生产，充分发挥
其具有的利用价值，生产出新型墙体材料等新型绿色建材
产品。不断加大对再生产绿色建材的研发投入力度，从而
促使建材生产效率不断提升，绿色建材产品的质量和产量
都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促使绿色建材行业不断进步发展，逐渐形成自动化，
信息化和智能化的生产结构。根据当前互联网的发展和深
入程度，就可以充分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建立健全电子数据
平台，将相应的市场和行业发展情况上传上去，从而促使
绿色建材行业逐渐形成一个良性的发展集体。
2.2 强化质量诚信意识，完善信息互联共享制度
一个个企业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绿色建材行业，企业发
展程度是行业逐渐进步的基础条件，而一个企业的所有者
和管理阶层在这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企业想要具有正确
的发展方向就要领导阶层做出正确的决策，因此，企业自
身也要意识到企业乃至行业的长足发展是离不开优质的服
务的，消费者的满意和高质量的产品的。由此，企业应该
开展良好的内部教育，针对诚信，质量等方面，从而促使企
业能够逐渐形成一个符合行业发展的优良企业。反之，企
业所具有的信誉度和产品质量都难以达到消费者和市场的
标准，那么消费者对于其的信任降低，没有办法将自己的
建筑交出来，那么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阻碍，而一旦这样
的恶性发展成为常态，那么这个行业的发展道路就不会长
远，市场也会逐渐的将其抛诸脑后。
绿色建材行业是一个整体，封闭式发展显然是不符合
实际的，那么就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信息共享机制，明确
上面发布信息的真实性和即时性，从而降低了行业获取信
息的成本，并且实现了有效的利用。除此之外，相应部门
应该定期的发布绿色建材企业的诚信信息记录和产品有效
率，以及行业的平均水平和基本标准，从而给消费者提供一
个正确的选择方向，与此同时也给各个企业提出了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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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进而不断完善自身的产品提供机制。政府可以充分
发挥自己的功能，通过用法律条规对绿色建材行业做出相
应的规范，确保其公开信息的真实性，产品具有质量保障，
将这些作为企业的诚信评价内容，消费者就可以根据相关
部门提供的诚信评价信息选择企业进行购买。并且这个诚
信信息评价内容是可以进行广泛共享的，从而形成企业之
间，行业内部相互牵制，相互监督的发展氛围，这就为质检
部门进行企业各个环节的掌控提供了充分而有效的条件，
有利于宏观监控和管理 [2]。
2.3 加强质量诚信宣传，发挥质量诚信中介组织的作用
绿色建材行业可充分利用当前大众媒体，在电视、网
络、广播上等宣传绿色建材，诚信建设所带来的好处等，以
各种“质量，诚信”为主题进行行业诚信管理的宣传，让公
众能了解绿色建材行业的发展，用诚信和质量严格要求并
彻到每个环节，为市场和消费者带去优质、放心的服务。在
宣传过程中，突出绿色优秀品牌企业。政府应提供相应的
帮助，促使绿色企业能得到更多的消费者的信任，推动我
国绿色建材行业的大发展。
2.4 健全联合激励机制，重视行业自律机制的建设
完善相应的联合激励机制体系，对相应的准入机制，奖
惩机制，激励机制，评价机制等进行建立健全，对于其中的
质量评价高的企业给予切实的鼓励，政府也应该推出一定
的鼓励奖励，针对一些质量评价逐渐走低的企业，行业和政
府要给予一定的警告和惩戒，在规定时间没有达标，可将
其归类“黑名单”中，减少对消费者的侵害。企业应该明确
失信对于自身和整个行业具有多大的影响，不断完善自身，
建设良好的发展道路。行业出于对自身和消费者的考虑，
应建设更为全面的诚信评价机制，减少不具有资格的企业
参与，加大相应的惩戒机制，形成强大的威慑力来减少相

应的犯规事件出现 [3]。
此外，应该加强企业质量诚信文化和行业自律机制的
建设。绿色建材企业在加强对外宣传力度的同时，也应该
不断开展内部的教育，让员工意识到诚信建设对于企业和
自身发展的重要性，自觉的践行“质量为本”的经营理念。
长此以往，促使企业乃至于整个绿色建材行业都能够形成
一个良好的质量品牌。与此同时，行业想要实现长足的发
展就要具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准则，将自律发展的建设内容
详细的明确下来。经常性的对于内部企业进行监督检查，
对于其中的失信问题要具有严格的惩戒处理。行业协会要
及时更新市场的发展信息，对于政府的号召积极的响应并
落实，从而促使绿色建材行业能够在促进自身良好发展的
同时，也很好的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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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总之，现如随着国家各项建设工作有效开展，建筑行业
迎来新发展机遇。对于绿色建材行业来说，为了不断发展，
诚信体系构建是关键，作为相关研究人员，应该提高认识，
要不断加强对于企业诚信建设能力，以此才能保证绿色建
材行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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