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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膏板行业在我国经过这些年迅猛发展，已基本形成了以大型企业为主体，带动行业

发展的竞争模式。行业领先的公司在技术发展、产品研发与推广等方面做出了丰硕的贡献，

并在行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加大鼓励环保材料的开发，石膏板能够对火

电厂的废料进行废物利用，为节省资源与绿色环保做出贡献，因此大型石膏板公司得到了

政府各种政策的大力支持。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环

保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这使得绿色建材在市场中有了一席之地。根据智研咨询网的数据，

中国石膏板行业一直稳步发展，2018 年，中国石膏板市场空间约为 30 亿平方米，预计到

2022 年将增至 41 亿平方米，复合年增长率约为 3.5％。在当前绿色环保的大环境下，石膏

板应用前景良好。 
但在 近几年，石膏板行业外资企业的投入力度不断变大，他们创新能力更强，生产

方式也更加优化，这对大部分中小企业的发展造成很大压力；同时伴随着石膏产业的高速

发展，石膏板产业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产能过剩，同质化严重，竞争激烈。在这样的情况

下，众多石膏板厂家认识到市场营销策略的重要性，都想要借助于制定合理的营销政策来

使产品占有更多的市场，提升自身服务水平，促使产品更好的流向市场，在市场中占据主

动地位，获取更大权益。 
A 公司作为峨眉山市老牌的乡镇水泥厂，是当地的明星企业,自从 2000 年建厂以来,

企业通过不断深化体制改革，技术创新，如今发展成为集商贸、地产、旅游开发等多种经

营模式为一体的综合型大集团。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环保以及 A公司核心业务水泥业务产

能过剩，A 公司因为周边富含丰富的石膏资源，且紧邻成都地理位置优越，便开始大刀阔

斧开拓石膏板市场。目前已经建设 1条 3000 万平方米/年的石膏板生产线，并计划于 2023
年底再新增 1 条 5000 万平方米/年以上石膏板生产线，这完全顺应了国家发展集约化企业

的要求。 
本文运用了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从 A 公司实际情况出发，对 A公

司石膏板市场营销状况做出合理探索，运用到一系列的理论知识，对该企业的营销发展做

出论述。先通过对 A公司石膏板业务现状分析，提出 A公司石膏板业务市场营销存在的问

题；之后运用到了 PEST 模型以及波特五力模型，通过分析其面临诸多挑战的大环境下进

行市场开拓的具体实施策略，为 A公司发展提供外部支持，同时分析 A公司发展的有利条

件以及不足条件，找出其发展面临的机会以及困难，选择 S-O 战略和 S-T 战略，次要选择

WO 和 WT 战略来分析 A 公司市场营销问题； 后结合 A 公司特点和现状，通过细分市场、

选择目标市场、定位目标市场以及组合市场营销，调整市场营销策略来解决 A公司市场营

销问题，促使 A 公司能够找到与实际需求相符的有效策略，方便 A 公司优化运营策略，抢

占市场先机，拥有更高的市场份额，不断提高自身实力，在竞争中发挥优势，将 A 公司石

膏板市场的业务继续做大做强。 后得出以下结论：A 公司石膏板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

A公司石膏板市场营销策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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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以绿色环保为理念，积极调整 A公司石膏板产业结构，整

合资源，坚持根据客户需求研发新产品，加大科研投入，满足高端市场的需求。其次，巩

固现有市场的同时还应规范渠道管理，以及加强对经销商和合作伙伴的管理，将目标市场

扩大，提高 A 公司石膏板在不同目标市场的占有率，为企业的发展赢空间。然后，加强 A

公司石膏板媒体资源整合，加大品牌宣传推广力度特别是新媒体力度以期在品牌竞争中脱

颖而出。 后还应注重企业人才培养，人才是企业的中流砥柱，是企业的发展命脉,A 公司

石膏板除了对外引进专业人才，对内也应加强公司人才培养和完善企业人力资源制度。 

关键词：石膏板；营销渠道；SWOT 分析；营销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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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gypsum board has not developed for so long time in our country, with rapid 
development, it has basically formed a competition mode with large enterprises as the main body 
to drive the growth of the industry. The leading companies in the industry have made fruitful 
contributions i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and have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stepp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terials. Plasterboard can benefit the waste of 
thermal power plants and contribute to saving resources and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refore, large gypsum board companies have been strongly supported by various government 
policies. In addi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more and more people need more and more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ich 
makes green building materials have a place in the market. In the current green environment, 
gypsum board application prospects are good.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Zhiyan Consulting 
Network, China's gypsum board industry has been developing steadily. In 2018, China's gypsum 
board market space is about 3 billion square meters, which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to 4.1 billion 
square meters by 2025, with a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of about 3.5 percent.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investment of foreign enterprises in gypsum board industry has 
been increasing, their innovation ability is stronger and their production mode is more optimized, 
which has caused great press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s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ypsum industry, gypsum board industry also has many problems: 
overcapacity, homogenization and fierce competition. In this case, many gypsum board 
manufacturers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marketing strategy and want to make products occupy 
more markets, improve their service level and promote the better flow of products to the market 
by making reasonable marketing policies. In the market to occupy an active position, to obtain 
greater rights and interests. 

As the old township cement factory in Emeishan City, A company is a local star enterprise.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actory in 2000, through deepening the system reform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enterprise has now developed into a comprehensive group which 
integrates the diversified business models of commerce, real estate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state strongly advoc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A company's core 
business cement business overcapacity, A company because the surrounding rich gypsum 
resources, and close to Chengdu geographical location superior, began to expand the gypsum 
board market. At present, a 30 million square meter / year gypsum board production line has 
been built, and it is planned to add another 50 million square meters / year gypsum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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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line by the end of 2023, which fully conform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of intensive enterprise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analysis, this paper makes a 
thorough,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study on the Marketing planning of gypsum board of 
Company A.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ypsum board business in A 
company, puts forwar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arketing of gypsum board business in A 
company, and then uses PEST model and Porter five-force model to analyze the external macro 
environment and micro environment of gypsum board in A company, and provides external 
support for the company;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of A company is also analyzed,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of A company's gypsum board market 
are pointed out by using SWOT model analysi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hoice of S-O 
strategy and S-T strategy, secondary choice of WO and WT strategy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mpany's marketing strategy.Lastly, through A company's gypsum board 
business market segmentation, target market selection and market positioning, as well as to 
formulate A company gypsum board business marketing strategy to solve the A company 
marketing problems.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A company gypsum board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rocess, first of all, need to comply with the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the concept, actively adjust the A company gypsum boar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Adhere to customer demand R & D new products, 
increase scientific research investment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high-end market. Secondly, while 
consolidating the existing market, we should standardize the channel management,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dealers and partners, expand the target market, increase the share of gypsum 
board in different target markets of A companies, and win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n,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A company gypsum board media resources, 
increase brand promotion, especially new media, in order to stand out in brand competition. 
Finally,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enterprise talents, which is the mainstay of 
the enterprise and the lifebloo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In addition to introduc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gypsum board of the A company should also 
strengthen the talent training and perfect the human resource system of the enterprise. 

Key words:Plasterboard ; Marketing channel ; SWOT analysis; Marketing Mix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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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1.研究背景 

石膏板性能优越,不但在干墙方面发展迅速，且在天花板方面也得到了迅猛

的发展,奥盖斯汀于 1890 年发明至今[10],石膏板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发展成熟。虽

然我国生产的时间不长,但经过近年的高速发展，已基本形成了以大型企业为主

体，带动行业发展的竞争模式。行业领先的公司在很多方面都具备有利的竞争地

位，同时行业领先的公司在技术发展、产品研发与推广等方面也做出了丰硕的贡

献，并在行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国大部分规模比较大的火电厂位置都与大城市离得比较近，石膏板厂又临

近这些火电厂建造,因为石膏板能够对火电厂的废料进行废物利用，为节省资源

与绿色环保做出贡献，同时这些电厂脱硫产生的脱硫石膏为纸面石膏板生产提供

了原料保障。近年来我国加大鼓励环保材料的开发,因此大型石膏板公司得到了

政府各种政策的大力支持,另外随着人们对绿色环保产品需求的增加，导致石膏

板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目前，我国的房地产业发展速度很快，存量房屋数量

越来越多，这必然会导致二次装修发展越来越繁荣。石膏板属于更加环保的材料，

其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都是非常适合市场需求，所以在市场不断的前进过程中，

石膏板会慢慢占据有利地位，竞争力也会越来越高。根据欧美发达国家建筑物的

相关常识，我们知道用于轻质墙壁的纸面石膏板的数量是悬挂式天花板的二至四

倍
[14]。2017 年 2 月 6 日，国家发改委所颁发的《新型墙材推广应用行动方案》

[25]，增加纸石膏板在轻质墙体中的应用将很大的改善纸石膏板市场空间。所以，

石膏板的发展前景非常大，有着强劲发展的所有条件1。 

石膏板拥有非常多的优势：安全并且舒适，除此之外还拥有施工速度快的特

点，所以在美国以及德国等这些发达国家非常受欢迎。与很多发达国家相比，我

国石膏板研发、生产的时间并不长，但在我国建筑行业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

石膏板不但在产量上不断增多，质量也越来越好，发展前景非常好。但在 近几

年，石膏板行业中外资企业的投入力度不断变大，他们创新能力更强，生产方式

更加优化，这对大部分中小企业的发展造成很大压力，不利于这些企业的进步，

会对其生存造成阻碍。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之下，此篇文章对 A公司的营销策略进

行仔细探索，分析中小石膏板企业的发展特点以及未来走势，借助于问卷调查手

段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觉得绿色环保与健康是建材产品未来的主要发展

 
1 中国报告大厅——石膏板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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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这也是 A公司需要努力的目标，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觉得节约能源减少碳

排放是未来发展趋势，见图 1.1。这些建筑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和石膏板的特点和

优势相契合，一定程度能够表明石膏板在未来会更有优势。 

 

图 1.1 未来五年建筑材料发展趋势调查 

数据来源：问卷调查 

2.研究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对健康环保的需求也

越来越多，需求的旺盛也为其发展提供了空间，这使得绿色建材在市场中有了一

席之地，也使得其成功的可能性也就不断提高。但到目前为止，石膏板产业发展

又出现了很多问题：产能过剩，同质化严重，竞争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众多

石膏板厂家认识到市场营销策略的重要性，都想要借助于制定合理的营销政策来

使产品占有更多的市场，提升自身服务水平，促使产品更好的流向市场，在市场

中占据主动地位，获取更大权益。 对石膏协会房屋装修以及竣工状况做出分析

可以得出结论，将来石膏装饰材料的消耗量会越来越多。伴随着精装修在我国的

不断流行与深化，石膏装饰材料特征也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此篇文章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对石膏板行业的具体情况以及不足之处进行分析与

探索，对石膏板产业的各项环境都做出梳理，找出其所面临的有利情况以及不利

情况，找出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符的产业营销手段，提升石膏板产业发展水平，促

使该产业更好的发展下去。 

A 公司石膏板业务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身的高技术企业。此篇文章对 A公

司实际发展状况做出合理探索，运用到一系列的理论，对该企业的营销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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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仔细论述，通过分析其面临诸多挑战的大环境下进行市场开拓的具体实施策

略，找出 A公司在营销策略中存在的问题，结合 A公司特点和现状，促使 A公司

能够找到与实际需求相符的有效策略，方便 A公司优化运营策略，抢占市场先机，

拥有更高的市场份额，不断提高自身实力，在竞争中发挥优势， 将 A 公司石膏

板市场的业务继续做大做强。不但可以解决 A公司营销问题，也可以为其他产业

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具有积极作用。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1）市场营销理论和方法研究 

美国教授(Jerome MaCarthy)杰罗姆麦卡锡(1964)在他的著作(Basic 

Marketing)《营销基础》中提出 4P 理论策略,即(Product)产品、(Price)价格、

(Place)渠道和(Promotion)促销,4P 理论为管理营销奠定了基础理论框架。迈克

尔波特(1980)是美国较为著名的学者，他发表了《竞争战略》，梳理五力竞争定

义并阐述了具体内容,通过五种不同的力量因素从内到外全面分析企业面临的竞

争状况。而企业的内部环境方面是由海因茨韦里克(1980)教授分析的，具体运用

了 SWOT 分析手段，四个字母表示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STP 理论是现代

营销理论中比较重要的一环，Wended Smith（1956）提出 STP 理论，后来美国经

济学家 Philip Kotler (2008)对已有的理论作出借鉴于完善，并且还基于相应

理论基础发展了 STP 理论。在他看来，在企业在进行营销与发展时，会运用到一

系列的手段，而在营销之中，必然会涉及到市场细分、市场选择与定位等步骤。

随后,关于企业的策略,Kevin LK(2009)论述了产品策略,他认为策略目的是满足

市场的需求,明确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在企业制定策略时非常重要,产品策

略要为企业的整个营销策略服务。而美国学者 Don E.Schultz(2013)提出了开始

逐渐改变 4P 方向营销,企业对客户之间的单向传播营销转变成两者之间的双向

互动沟通渠道。服务在品牌发展中占据核心地位，也是品牌发展好坏的决定性因

素，是维护客户的主要手段。PTC 总裁、首席运营官 C.James Heppelmann (2013)

阐述了服务是盈利的重点,建议制造型企业要通过重视服务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

争。Anthony Di Benedetto 与 Adam Lindgreen(2019)经过对大量材料进行研究,

经过多年的努力,总结出营销对企业市场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企业可以提供其

他平台来构建营销网络观点。 

（2）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Yves Doz (1987)对市场营销不同方面做出探索。对市场有利形势进行运用，

尽可能占据市场地位。分销体系的发展对市场目标实现来说意义重大，而产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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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扩充也为企业带来了发展活力，对提升企业经济效益来说效果显著。著名的学

者 George S.Yip(1994)提出，企业进行市场营销,会受到市场、成本、竞争、其

他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会驱动产业进程。Arbia Chatmi, Karim Elasri(2017)认

为,企业市场的开拓应该善于发现发现并利用自己的优势,以此增加自身市场份

额。Russell Abratt(2018)对市场营销不同策略都进行详细解释，较为具体的分

析了进行市场营销的方法。 

2. 国内研究现状 

（1）市场营销模式研究。 

张粤东(2012)指出，要想加快构建节约型社会就必须完善法律法规，加强规

范管理建材行业。刘萍(2013）举例指出目前我国建材行业在节能减排法律方面

存在的不足之处[35]。迟贵宾(2013)认为政府在对基建企业管理方面还是采用以前

的粗放型管理，这危害了我国的资源、环境，建议政府部门加强对基建企业的管

理
[36]。杨斌(2013)建议企业应重视宏观方面的影响。郑桂明、智萍(2002)指出品

牌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陈通、柳晓锐(2007)对创新型营销策略做出较好的探

索，经过长时间的分析与探索指出了营销思维的确立，对理念进行更新与转变。

深入探索市场的主要需求，防止产业边界问题的产生，开阔新的营销路径，找出

协同路径。不断推广价值更新，使民族品牌受到更多人的关注。杨柳(2011)认为

建材市场应该对消费者进行细分。顾浩在(2014)从建筑公司实际情况出发，以

4p 进行分析，优化其营销策略
[34]。   

(2)生产管理研究 

到目前为止，我国对营销渠道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电子商务的关注，而营销

渠道的方方面面都发生很大改变，在目前复杂的市场状况下，营销渠道需要得到

改进，赵菲儿(2020)指出,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市场营销可以对媒体手段进行运

用，例如户外媒体等，发挥实时销售的长处，获取相关信息，只有这样，企业才

能够与客户联系更加密切，二者才能建立良好的关系。候铭海(2010)通过对建材

市场的实地考察得出建材销售的主要渠道分为三大类：大的工程项目、经销商、

终端专卖店。汤宇(2012)建议涉外建材企业应根据当地的风土人情实行本土化战

略，这是一个全新的经营模式。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1.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由六个部分组成，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对研究背景进行介绍，还介绍了研究的方法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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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对市场营销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文献综述。 

第二部分是相关理论。对市场营销理论进行探索，对相关模型做出具体分析，

为本文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是对 A 公司的石膏板具体情况进行梳理与探索，找出 A 公司石膏板

存在的问题。 

第四部分为 A 公司石膏板市场营销环境分析。首先对 A 公司石膏板外部宏观

环境和微观环境进行分析，接着对 A 公司内部进行分析， 后在了解 A 公司石膏

板市场的优势和劣势情况下进行 SWOT 分析。 

第五部分 A 公司石膏板业务市场营销策略分析。利用 STP 对 A 公司石膏板业

务市场进行细分、构建完善的目标市场、并确立 A 公司石膏板产品定位，再利用

营销组合调整 A 公司石膏板市场营销策略。 

第六部分为结论。 

                           图 1.2  论文框架图 

 

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文献调研、案例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理论工

具为 PEST 分析、五力模型分析和 SWOT 分析等。 

（1）文献研究法 

文献调研法是通过学校图书馆以及知网等平台，对与研究相关的主题进行文

献查阅、整理与总结分析，本文主要对市场营销策略相关理论进行文献调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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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另外在网络上查找石膏板市场相关数据，为本文提供一

定的数据支撑。 

（2）案例分析法 

本文以A公司石膏板业务为例，通过对A公司石膏板在市场营销现状的分析，

找出其市场营销方面的不足,结合理论知识对 A 公司石膏板业务的实际问题进行

分析，并优化找出适合 A公司石膏板业务发展的市场营销策略。 

（3）系统分析法 

系统分析法。在以上的分析过程之中，对 A公司的市场环境做出探索，并将

这些信息作为 A公司营销战略发展的基础，进而保证意见的有效性。 

（四）研究的创新点 

首先，已有文献关于市场营销策略研究，基本都是对成熟产品的市场营销策

略的调整或改善研究。本文研究的 A公司石膏板还处于初期，对于市场营销策略

的探究更加有价值，研究角度比较新颖。其次，查阅文献可以发现，关于石膏板

市场营销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有一定的创新性。

后本文的研究是基于 A公司实际运营情况的基础上开展，A公司已经有其他建

筑产品成熟运营经验，但新的产品石膏板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制定适合的市场

营销策略是拓展市场的重中之重，因此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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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理论概述 

（一）市场营销理论概述 

1.营销概念 

所谓营销，即企业在宏观经济背景下，为客户提供相应服务并获得利润的有

关过程。促使产品向客户移动属于较为复杂的活动，需要作出一系列准备活动，

例如市场调查以及产品设计等等，不仅如此，课后服务也不能忽视，需要对客户

的反馈进行记录，了解产品使用情况。因而，客户并非为营销的结束，而是客户

服务的开端。 

营销的含义可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第一，企业作为全部营销行为的

主体，并非是客户的购买过程，而是产品销售的过程；其二，企业的营销对象为

客户，对客户的主要需求进行探索与满足，这也是营销的主要环节；其三，营销

并非是单一过程，而是一个系统工程，主要包含市场调研、确定目标市场、产品

研发及其销售过程。  

2.营销策略概念 

以顾客的需求为出发点是营销策略的基础，针对既定的目标市场所采用的一

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的可衡量可控以提高销售及厂商声誉为目的活动，是多种营销

方法例如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公关策略的综合。 

3.4P 营销组合理论 

美国市场营销专家麦卡锡(E.J.McCarthy)教授提出了较为常用的 4P 营销策

略即 Product（产品）、 Price(价格）、Place（渠道 ）、Promotion( 促销），因为这些

单词都是以字母 P 开头人们简称 4P。他认为,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企业要取

得市场销售的目标,取得成功,仅靠一种方法去实现客户需要,促成交易是不够的,

企业应该将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各要素进行组合,只有相互配合才能发挥营

销措施的 大效用。后来人们在 4P 的基础上，从 4P 演变到 4PS、12P 等。 

企业的市场营销组合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组合,而应该是一种随着外部不可

控的外部环境变换而变化的动态组合,营销学家提出的服务营销 7P 理论。服务营

销属于提供者与消费者间的联系，一个是服务的提供者另一个是接受者,都强调"

人"；其次,由于服务是无形的,所以能够判断服务质量好坏的要素就是通过有形

展示来体现； 后过程管理在服务中也尤为重要,因为,服务的传递是一个过程,

过程的运作情况也会影响到服务的质量。 

市场营销理论认为消费者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市场营销的制定是要从多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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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去应对消费者的变化。这就要求企业在制定市场营销方案的过程中充分考虑目

标市场的市场环境,能够将营销措施进行优化组合,达到 优的营销效果。 

4.数字营销理论 

美国营销协会对数字营销做出论述：数字营销指的是运用互联网手段等实现

自身的营销目的。是利用社会媒体或数字媒体推广品牌或者与顾客沟通。 

加里阿姆斯特朗、菲利普科特勒(2019)认为随着互联网和网络购物的广泛普

及,以及数字技术的快速进步(从智能机、平板电脑及其他数字设备到线上移动媒

体和社交媒体的涌现)直销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目标客户得到更加精准的划分，

客户群体更精确，数字化发展水平越来越深入，媒体发展状况也越来越好，这使

得很多企业都对直接营销手段进行利用。将直接和数字营销相结合是企业与精心

挑选的个体消费者和顾客群体联系,从而获得即时候反应并构建稳定的关系。企

业对直接营销手段进行运用，切实分析顾客的实际需求，提供客户真正需要的产

品与服务，发挥产品的真实价值，提升客户对产品的好感度。通过这样的手段，

企业能够更好的与客户间建立联系，品牌好感度也得以建立。其次当数字和社交

媒体营销相结合,可以通过消费者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相关设施,对各种

各样的营销工具进行运用，例如电子邮件以及手机等等，吸引到客户的注意力，

使更多的客户能够参与到其中。数字技术正在悄悄潜入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

落，对营销发展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对传统营销手段进行创新。  

数字化营销是时代的产物,随着技术进步及社会的发展,数字化营销的方式

也在不断的改变,其内涵也不断发生变化。 

（二）市场营销相关分析方法 

1.PEST 分析模型 

对企业能动性做出探索可以看出，企业的环境被分为不同类型，具体包括以

下几种：内部环境、外部环境以及行业的环境。外部环境指的是外部宏观大环境，

这是企业无法控制的因素，如果大体环境发生变化，那么企业需要调节自身战略，

这对企业的未来有很重要的影响。Johnson.G 对 PEST 模型做出仔细分析，企业

需要对行业的相关信息进行参照， 后做出决定，具体信息包含社会信息、经济

信息以及技术信息等等。宏观环境都企业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国家政策等被包含在政治环境之中，能够对企业以及社会产生很大影响，促

使企业的行为受到限制，因此，企业需要对环境进行分析与关注，不断迎合环境

的改变，实施长期策略。  

另一方面是经济形势，具体包括国内经济形势以及国际经济形式，这会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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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营销产生很大程度的影响，在经济环境背景之下，企业会对就业率等问题进行

关注。从长远与短期视角综合分析，对企业的大体环境与竞争氛围有所了解，探

索国家的相关经济措施，在种种因素都得到考量的情况下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  

社会环境能够对企业的发展产生影响。社会环境等因素使得文化以及生活形

式等都存在不同之处，企业需要对各种需求做出准确分析，制定合理的营销手段，

真正发挥出营销的作用。 

后，企业还需要对技术发展情况做出大体分析，对新技术新思维的发展与

变化做出及时反映，合理计算成本，找出技术与成本间的联系，探索技术与产品

质量间的关系，这些因素的影响见表 2.1。 

                            表 2.1      宏观环境各因素内 

 

总而言之，在对 PEST 模型进行运用之后，企业能够对宏观的环境做出分析，

发现企业中存在的问题，抓住机会，找到合理的解决措施。  

2.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迈克尔·波特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对竞争战略有独特的见解，发表了《竞

争战略》一书，文中指出了五力模型是行业间主要的分析工具。五力模型能够促

使企业更好的对环境进行分析，正确认识环境。但他不仅仅是对环境做出大体分

析，也不仅仅是对竞争对手做出分析，而是对竞争的主要特点以及盈利水平都做

出相关分析，找出环境对企业利润的大体影响。企业运用五力模型可以更好的分

析行业竞争水平以及企业利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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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2 竞争五力模型 

资料来源：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2004 

3.SWOT 分析工具 

SWOT 分析，SW 指的是对企业自身做出探索，分析竞争优势以及不足之处，

OT 代表的是企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这个分析还叫做是态势分析手段，其指

导性比较强，并且非常直观，所以其利用率非常高，经常用来对企业的竞争对手

做出详细分析，制定合理战略，分析市场大体情况。 机会—优势（OS）战略：

不断投入资源，尽可能提升优势，获取较大利润。机会—劣势（OW）策略：做好

转型，对环境中的机会进行合理运用，弥补企业发展劣势，为企业发展提供动力，

威胁--优势（TS）战略：发挥出企业自身的主要特征，对外部环境进行合理分析，

应对环境对企业造成的阻碍，扩宽企业发展路径；威胁--劣势（WT）战略：防御

型， 小化劣势，防止企业利益受到损害，合理躲避风险。 

4.STP 理论 

Wended Smith（1956）提出 STP 营销战略理论，既 Segmenting(市场细分)、

Targeting(目标市场)、Positioning(市场定位)的缩写 ，STP 营销战略理论是

营销相关理论中 为核心的一环。公司的流程是通过消费者定位---产品定位---

确定目标市场。不同的目标市场策略有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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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不同目标市场策略的特点 

 

  STP 营销战略理论 终目的是为了让大众记得公司的产品和品牌，加强公

司的竞争力。常见的定位有避强、迎头、创新和重新定位四种，他们的优缺点

如表 2.4 所示 

表 2.4 不同方式下市场定位的特点 



 12 

 

三、A公司石膏板营销策略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A 公司石膏板业务概况 

1. A 公司石膏板业务简介 

A 公司作为峨眉山市老牌的乡镇水泥厂，是当地的明星企业,自从 2000 年建

厂以来,企业通过不断深化体制改革，技术创新，如今发展成为集商贸、地产、

旅游开发等多种经营模式为一体的综合型大集团。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环保以及

A 公司核心业务水泥业务产能过剩，A 公司因为周边富含丰富的石膏资源，且紧

邻成都地理位置优越，便开始大刀阔斧开拓石膏板市场。目前已经建设 1条 3000

万平方米/年的石膏板生产线，并计划于 2023 年底再新增 1条线 5000 万平方米/

年以上石膏板生产线，这完全顺应了国家发展集约化企业的要求。 

2.A 公司石膏板经营情况 

A 公司石膏板从 2019 到 2020 年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平稳，2019 年和 2020

年利润总额均达到 4.9 亿元。特别是 2020 年在疫情的情况下，还能有如此高的

利润。      

              表 3.1  A 公司石膏板收入及利润统计 

年份 营业收入（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2019 213495.4 49306.8 

2020 224948.7 49578.1 

   A 公司石膏板从 2019 到 2020 年盈利能力强劲，利润率稳定，特别是 2019 年

总资产利润率高达 13.37%，毛利率 30.96%。 

                   表 3.2  A 公司石膏板盈利能力统计 

年份 总资产利润率（%） 销售毛利率（%） 

2019 13.37 30.96 

2020 10.51 25.45 

在 2019 到 2020 年间，A公司石膏建材的运营能力表现良好，资产周转率高，

平均达到 1.8 以上。 总资产周转率也保持了较快的周转速度。 



 13 

                    表 3.3  A 公司石膏板运营能力统计 

年份 流动资产周转率（次） 总资产周转率（次） 

2019 1.95 0.81 

2020 1.86 0.72 

3.组织组织结构 

A 公司组织架构属于扁平组织结构，权责明确，反映迅速，但对管理人员的

综合素质要求也高。因此 A 公司注重人才培养，通过补贴学费鼓励高层管理人员

学习深造，完善人力资源制度，定期组织高层管理人员参加培训，保障高层管理

人员精英化。       

    

图 3.4   A 公司石膏板组织架构 

 

（二）A 公司石膏板市场营销现状 

1. 产品现状 

据统计，A 公司目前生产及销售的石膏板产品种类丰富多样，主要有：传统

的纸面石膏板、防水纸面石膏板、防火纸面石膏板、隔音保温石膏板及配套的轻

钢龙骨等配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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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5   A 公司石膏板产品简介 

          

2.价格现状 

成本主要是由以下几类因素组成的：原材料、物流成本以及其他成本[45]，根

据 A公司石膏板各种费用占总产品总成本比例可见，原材料成本占比较大。 

  

图 3.6     A 公司石膏板各种费用占总产品总成本比例图 

3.渠道现状 

A 公司石膏板市场是公司多元化发展新开拓的业务，相对于其他建筑行业业

务，发展时间较短，A公司的主要营销渠道包括：终端专卖店、经销商渠道以及

工程渠道等。  

A 公司石膏板主要渠道结构：销售公司--办事处---工程客户；销售公司--

办事处--终端专卖店--顾客；销售公司--办事处--特约经销商-顾客 

33%

5%

10%

25%

9%

原料成本 物流成本 工厂管理费分摊 营销成本 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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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7    A 公司石膏板渠道 

4.促销现状 

目前 A 公司石膏板的促销方式主要还是以传统方式为主，主要包括：在交通

要道设立平面广告，参加行业展会、公司黄页等。在本地的促销还包括利用 A

公司水泥产品在川内的知名度，采用庆典搞优惠等活动进行宣传。 

（三）A 公司石膏板市场营销存在的问题 

1.产品策略问题 

（1）产品组合需要完善 

对消费者与经销商的反馈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A 公司石膏板的

产品组合种类并不多，涉及范围也不广，产品线长度急需得到扩充。从期望产品

角度进行分析，不能够完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对消费者把控程度不高。 除此

之外，与其他企业的优势做对比可以得出，对潜在产品的开发也做的不够好，产

品竞争能力比较薄弱。  

站在新品研发角度进行分析，虽然 A 公司在客户需求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

力，认真探索了客户的实际需要，但是仅仅这些努力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对产品

有效性进行提升。需要不断扩宽产品研发途径，对产品的环境友好型等进行关注，

发挥自身的竞争实力，除此之外，也不能忽略客户的特殊需求。对 A 公司实际情

况进行观察可知，A 公司的反应灵敏度不高，产品更新速度比较慢，在客户满意

度方面有所欠缺，产品研发基金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短缺。  

（2）产品品牌认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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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与购买者心理存在密切联系，我们不能够忽视产品的品牌效应，每个品

牌都有自身的号召力，在客户心中也有一定的地位。A公司在进行品牌决策时运

用到相应策略与手段。除去企业名称，企业还会依据产品种类对其冠以不同的品

牌名称。但是，除了一个高端子品牌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之外，有很多子

牌并不没有让消费者熟知。所以在市场大潮流之下，A公司石膏板产品品牌的知

名度较低，这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  

2.价格策略问题 

产品价格的制定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因为价格与多种因素存在联系，会

受到消费者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对企业利润以及竞争力等都会产生相关影响。A

公司的相关产品就受到了消费者收入以及市场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A公司的

中档产品价格比较亲民，但是高档产品价格就比较高。其价格体系包含销售价以

及工程价等多种价格，每种价格都存在相应问题： 

（1）较被动的销售价 

定价要将很多因素考虑进去，这样价格才能合理，原料费用、运费、员工工

资以及宣传费用都要被纳入考虑范围内。A公司在定价过程中对加成定价法进行

运用，其他公司也采用了这种定价法，因此，产品价格相差不多，所以行业的整

体价格是稳定有序的。 

然而目前在当地市场上进行价格对战，各个企业都在致力于压低自己产品的

价格，提高产品的销售量，这就致使价格在消费者购买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种

竞争模式有其自身的不足之处，其只能够在短期发展中起到作用，但是不能持续

较长时间，会渐渐被抛弃出局。以此 A公司需要提升价格策略的灵活程度。  

（2）不稳定的促销价 

A 公司制定合理的销售方案，对产品进行有力营销，依据不同的情况实施不

同力度的促销，但是这种手段容易导致价格混乱、出现串货，不利于客户的稳定。  

（3）不灵活的工程价 

A 公司目前在工程施工方面实施统一定价标准，没有根据施工量以及付款条

件的差异给予合作方一定的优惠让步，缺乏灵活性，引起了部分工程客户的不满。 

（4）浮动大的分销价 

A 公司对经销商实际情况作出合理分析，对其业绩进行梳理，根据业绩来返

利，但是返利比率等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很可能引起渠道管理更加困难。  

综上所述，A公司可以选择多种价格策略，但是其价格结构发展还没进行优

化，存在相应的价格问题。在进行价格战时并不具有利地位，同时在工程施工方

也不占具优势，这使得 A公司容易失去相应的市场份额。除此之外，从促销价格

以及分销价格角度进行分析，差异大，这使价格不稳定，容易产生市场失灵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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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无法赢得客户的信任，会使企业信誉度变低。  

3.渠道策略问题 

（1）终端专卖店问题 

终端专卖店将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主要有产品的功能展示等等。这是一种

较为完善的销售手段，在其他产品的销售中运用地很成熟，但是这种手段却极少

用在于建材类产品的销售之中。即使 A公司终端专卖店大体覆乐山地区以及成都

大部分地区。但是目前 A公司的终端专卖店发展水平还有待提升，还有很多问题

需要解决，主要问题是终端专卖店客户群体狭窄，利润也不高，价值得不到有效

体现。  

（2）工程营销方式问题 

A 公司虽然实施了各种各样的营销手段，大力提高招标的参与度，但依然落

后于业内的很多公司，根据 2019 年度和 2020 年相关数据分析，A公司参与的工

程大多与 A公司建筑业务有关。 

（3）分销商分销问题 

A 公司目前在集中全力扩展自己的分销点，在不同城市都设立了网点，其中

以四川为核心城市。但是，市场发展水平仍不尽如人意，没有达到相关要求，四

川省的业绩占据总业绩的一半。经销商数量不多，渠道扩展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经过以上论述能够得出，即使 A公司在扩展销售渠道方面非常努力，但是如

果无法解决终端专卖店的消费者流量小；分销渠道无法发挥自身价值，那么企业

在资金方面就会产生问题，阻碍企业的发展。而且企业还要面对渠道管理困难、

分销商市场开发拓展力强度小等问题。 

4.促销策略问题 

促销的实质与核心就是信息传递，让客户进行购买，促销方式主要有人员推

销、广告、营业推广。 

（1）人员推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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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8    销售部人力资源状况表  

岗位        文化程度            年龄 专业 从业时

间 
本科及

以上 

大专 大专以

下 

40 岁以

上 

30-40

岁之间 

30 岁以

下 

经理 3 1 0 1 2 1 管理 3-5 年 

技术顾

问 

3 0 0 0 3 0 营销 1-3 年 

销售代

表 

4 15 5 1 16 7 其他 1-3 年 

A 公司石膏板属于初创期的民营企业，选取了推式策略，推式策略中营销人

员起到很大的信息传导作用(张恩碧, 2010)。 A 公司对人员促销的利用度比较

高，从销售部人力资源状况表可看出 A公司销售人员学历低、从业时间不长，且

这种手段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达不到成本节约的目的。在人力方面，人员的招

聘以及管理都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所以在人员在离退职过程中，A公司需要面临

很大挑战。具体挑战包括以下几种：首先，可能会出现推销人员缺少的状态，这

些推销员的专业性也得不到保障，其专业水准需要提升。也无法及时解决客户的

难题。其次，销售人员的业务水平不足也是一项较大问题，需要对这些人员进行

培训，提升他们市场开拓意识，提高客户数量。  

（2）广告策略问题 

广告策略由于企业资金运转与管理水平不足等原因，A公司对广告策略的重

视度不够，投入的资金也不足以支撑广告宣传，这对企业知名度的提升起到严重

的阻碍作用。  

石膏板产业拥有其他建材产品的特征，这使得其广告可以借鉴其他建材产品

广告：广告类型主要选择户外平面广告，重视网络媒体等。A公司石膏板对其水

泥业务的发展路径进行借鉴，在容易观察的地方设立广告牌，更好的吸引到顾客，

引起客户注意。  

 A 公司目前基本上通过在醒目路段设立广告牌以及企业网页等手段来进行

营销与宣传。我们不能够否认这些形式的作用，但是受到传播工具的限制，需要

正确认知他们的市场效果，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样的广告效果差强人意。  

（3）营业推广问题 

 A 公司到目前为止主要的推广手段是参加交易会以及展销会等。这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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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是比较老的手段，已经无法满足日新月异的时代要求。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

背景之下，市场信息数量越来越多，消费者也面临更多的选择，这对企业来说是

新的挑战。但是 A公司并没有跟上时代脚步，无法将信息与推广手段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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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公司石膏板业务营销战略分析 

（一）A 公司石膏板外部宏观环境分析 

这一节运用到宏观环境分析法，分别从不同方面对企业的大体环境做出梳理

与探索。 

1.政治法律环境 

 宏观经济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建筑行业发展形势也发生巨变。受到我国

“十三五”的影响，建造行业得到国家重视，建造模式也得到大力推广。国务院

颁发了相关文件来对城镇化建设进行规定，需要注重节能的发展，合理改造能源。

对规模比较大的建筑执行严格的标准，扶持新型建材的发展，优化钢结构。《大

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指导意见》中提出：装配式建筑的发展体现了建造手段的更新

与变化，对供给侧结构优化以及城镇发展都有积极促进效果。主要的工作计划为：

用将近 10 年的时间来实现建筑目标，提高装配式建筑的面积。  

2．经济环境 

建筑行业能够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贡献作用，是支柱型产业，在我国

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不小的力量。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建材企业超过 10 万家。

而发展到 2018 年，这个行业的产值得到翻倍提升，增长比例非常高，建筑业的

房屋面积也在大幅度的增长。根据智研咨询数据，我国石膏板行业发展迅速，

2002-2015 年产量复合年增速为 26%。由于我国建筑行业发展脚步不断向前，石

膏板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产量不断提升。到 2018 年为止，国内的石膏板产量

已经超过了 30 亿平米，同比增速 3.4%2。 

影响建筑材料的因素比较多，其中一项重要因素就是外部经济环境。房地产

行业渐渐繁荣起来，这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建筑材料产业的进步。在 近几年，房

地产行业受到人们的推崇，行业热度提升，政府运用宏观手段来保持房价的稳定。

在这之后，政府颁发了相应的限购措施，从不同方面来使房价居于稳定水平，例

如控制土地以及房价，为人们提供保障房等。在我国进入到新世纪之后，一线城

市以及二线城市的房价不断提升，其价格提升的速度可以说是非常快的，远在人

们的平均收入之上。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态势显著提升，人们的

收入水平也更高了，一些经济能力比较强的消费者为社会消费贡献了自己的力

量。装修材料被划分在消费品之中，房屋的销售必然会带动装修材料的销售数量。 

3.科技环境 

 
2 数据来源：中国报告网——石膏板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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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建筑行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这个文件中对建筑行业技术

的发展以及行业创新做出规范，完善核心技术要求，实施更加健全的激励体系，

不断提升建筑行业新技术的更新力度，扶持企业技术的发展，实施配套激励手段，

不断提升技术水平，构建起较为合理的标准。使先进的技术在建筑行业中发挥自

身价值，促使技术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迈进。除此之外，住建部还颁发了《建筑

节能“十三五”规划》，让人们更好的认识到绿色建筑。 大程度节约资源、节

能、节材、保护环境等。与此同时，政府在很多方面提出较为严格的要求，对产

权的保护与转让都作出规定，并且减免高新科技申报的费用。由此能够看出，国

家对环保建材的发展提供较好的技术支持，使其发展平台更加广阔。绿色建材企

业属于上升企业，其未来的发展前景光明，如果能够真正掌握核心技术，搞好产

品研发，一定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市场份额。 

4.人口与文化环境 

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人口因素，人口数量与市场潜力和前景息息相

关 ，根据 2021 年 新公布的关于我国的人口第七次普查数据统计可见我国人

口已经达到了 14 亿 1 千多万人，人口基数大，人口红利也大。受到我国传统

观念的影响，结婚一定要考虑到买房问题。用于结婚的房子大部分都需要装修，

年轻人更喜欢简洁的装修风格，房屋的装修也能够体现出年轻人对生活水平的

追求。人们依据自己的爱好来对房屋进行改善，这有助于家居建材市场更好更

快的向前进步。2020 年疫情的发生，人们只能呆在家里不能出门，引起了大

家对于居家环境的思考，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装修的追求也逐渐增

加
[4]。 

5．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带来的改变对企业长远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自然环境

主要指的是企业所需要的自然物质环境资源。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美誉，有

资源取之不尽，用之无穷之意，位列在我国西南地区内陆，是“黄金水道”长

江的上游，面积名列全国的第五名，约占 48 万平方公里。四川的自然资源非

常丰富，种类繁多，而且分布也比较集中。根据智研网的相关数据可知，已经

查探出的四川天然石膏的储量大约占全国 5%。A 公司得益于峨眉山地区优质的

石膏资源，具有石膏板发展的先天优势。 

（二）A 公司石膏板市场环境分析 

1.石膏板市场现状 

石膏板在我国发展的时间短，但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在短时间内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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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竞争力，规模较大的企业在行业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能够起到引领作

用，可以为行业发展提供指引，能够为技术开发与推广等贡献力量，促使行业朝

着更好的方向进步。  

 

图 4.1 我国石膏板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中国报告大厅 

中国石膏板产业正在稳定增长，生产从2002年的 1.73亿平方米增加到2018

年的约 35 亿平方米，增长了近 20 倍。市场占有率高，公司的定价能力得到进一

步增强。 

2016 年，中国房地产投资加速增长，新建房屋增速由负转正，预计未来房

屋装饰需求将增加。房地产投资的增长率已经触底并持续增长，从几乎为 0稳定

到目前的 9％左右。新型房地产建筑的增长率也由负变为正，增长率为 10％至

20％。根据房地产项目从开始到结束之间的 1.5 到 2 年的估算，这个项目在 16

年初就完成了，所以，在之后的几年房地产面积继续增长，这将刺激对石膏板用

于新房装修的需求，增长率约 10％。 

根据智研咨询网的数据，中国石膏板行业一直稳步发展，2018 年，我国石

膏板市场发展空间范围越来越大，到 2025 年将实现飞跃，复合年增长率能够达

到 3.5％。我国石膏板在吊顶领域所发挥出的价值非常大，用作隔墙的比例比较

小。在未来，装配式房屋会越来越多，这也为石膏板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传统

的泥隔墙以及砖墙会被代替，这对石膏板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效果。  

另外，对产品应用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石膏板大部分都被用作吊顶，很

少一部分被用作隔墙。我国的隔墙材料主要还是砖等。而对西方国家石膏板运用

情况作出分析可以得出，石膏板在西方大部分都被用作隔墙，只有很少的部分被

用于吊顶。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石膏板用于隔墙在我国还有很多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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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石膏板的主要用途还是在商业地产和工装中，在这些领域中的占

比较重。但是在住宅领域却有待提高，其利用率仅仅只有 25%左右。而对欧美国

家进行分析能够看出，石膏板在住宅领域的运用是非常广泛的，这表明石膏板在

住宅领域的发展水平还需要得到提升3。 

目前，我国有 300 多家石膏板企业，北新建材市场份额约为 50%，二梯队三

家外资石膏板企业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大约能够达到 12%，剩下大约 38%的市场份

额由 300 多家石膏板企业构成。四川省拥有很多石膏板产业发展的基础：优良的

石膏资源，因此石膏板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并且发展速度非常快，在 2018 年

就已经达到 1.3 亿平方米，到目前为止川内主要石膏板生产线如表所示： 

                  表 4.2 四川主要大型石膏板生产线 

 

2.石膏板行业的波特五力分析 

（1）上游供应商 

生产石膏板的原料主要是石膏工业副产品。到 2018 年底，国家火力发电厂

生产的副产品脱硫石膏数量非常多，这就为纸面石膏板提供了很丰富的原料基

础，并且与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相符，能够同时创造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保守

地估计，在生产高质量磷酸盐肥料时，磷酸盐肥料厂产生的磷石膏废渣的年排放

量将近 2000 万吨。目前磷石膏的利用率还很低，而且每年的排放量一直在提升，

总量很大。因此对于 A 公司来说，在原料供应上面还是比较充足的。 

（2）购买者市场需求 

消费者的市场熟悉度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具体因素包括其文化背景以及心

理承受能力等等。如果消费者的文化背景比较好，社会经验较为丰富，心理素质

水平也很高，那么消费者的市场熟悉程度就会越高，对市场的发展就会较为了解，

其反映速度也会很灵敏，能够快速的掌握市场情况，对产品的预估也就更加合理，

这种类型的消费者议价能力也很强。 

1）国内、省内对石膏板的需求特点 

到目前为止，石膏板主要在新建的商住楼中发挥作用，但是也有很多在旧住

 
3 数据来源：智研咨询网——石膏板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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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中发挥作用，其需求提高速度非常高，发展势头也很猛，为经济发展提供很大

动力，城镇住宅是其主要市场。石膏板属于装饰材料类型，在国外主要用于隔墙， 

小部分会用于吊顶，而在国内，大部分被用作吊顶，只有不到 30%用在隔墙。另

外，工装对材料的要求很高，所以其产品大部分都比较高端，而家装所需要的高

端产品比例小。在未来消费者爱好发生改变，钢结构也不断得到发展，中高端产

品的数量会越来越多。 

石膏板的购买人群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装修企业，这类购买者对市场情

况非常了解，对价格要求也比较严格，所以会选取价格较为合适的产品。另一类

购买者是个人，这类购买者对产品以及市场都不是非常熟悉，所以通常会选择品

牌知名度比较好以及风评比较好的产品。目前四川石膏板还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

求，发展空间还比较大，分销渠道是比较重要的资产，能够使企业更好的进步，

为企业带来很大机会。但是中小企业虽然成立的时间比较早，但是分销渠道不健

全，价格也不清晰，同时很多大型企业的体系还不成熟，也需要不断优化，这使

得市场中的经销商用户在价格问题上管理混乱，出现窜货等现象。与此同时，个

人用户也无法对产品进行专业的比较，主要选择了北新建材等有较高品牌知名度

的产品，产品适用性和功能性的选择意识淡薄。 

2）需求量现状 

到目前位置，我国纸面石膏板在建筑中的运用并不广泛，还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前景良好。虽然石膏板在我国的销量比较大，但是平均到每个人就不多了，

近几年，我国的石膏板市场需求不断变大，增长率显著提高，但与发达国家水

平相比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3）需求趋势 

石膏板的需求发展趋势有以下特征：  

石膏板行业在我国发展趋势越来越好，在未来的用量也会越来越多。消费结

构与体系得到优化，石膏板是新型材料，具有很多优点，市场潜力大，需求量也

在不断变大，未来发展可期。 但是纸面石膏板的发展水平与国外相比存在一定

差距。  

如果国内的人均消费量可以达到 3平方米，那么在将来，市场容量就会超出

40 亿平方米。如果在 10 年时间之内其数量达到 高值，那么在将来其增长率能

够达到 8%。在四川市场数量会格外多，发展状况也会更加突出。  

在环保的大背景之下，石膏板市场的发展趋势不断变好，有很好的发展方向，

将来的需求量也会越来越多，市场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发展潜力非常大。  

石膏板市场会不断得到扩展。在新的经济形势之下，乡村发展水平不断变高，

一体化程度越来越深，农民的生活水平变好，环保意识也更加明显，我们可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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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石膏板市场会渐渐涌向农村，农村市场是石膏板发展的潜在市场，这将提高

产品的销售量和提高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综上，我国的石膏板市场发展状况越来越好，其需求量也不断变高，发展势

头迅猛，并且还隐藏着很大的发展潜力，消费者对价格的关注差异度主要在高端

市场以及低端市场中存在差距，对石膏板产品的价格议价能力并不高。 

（3）潜在竞争者进入能力和现有竞争者竞争力 

中国的石膏板业已形成大型国有控股企业、跨国公司和乡镇民营企业多个层

面的企业共同发展状况。对 2011 年的《产业结构调整目录》中相关条款进行分

析可以得出，一些纸面石膏板生产线会被淘汰出市场。 

近年来，我国的石膏板生产线逐步向大型化、特大型化趋势发展，川内同行

业也同步跟进。新建的石膏板生产线技术先进，产品质量优良且稳定。在目前经

济状况不断发展，需求量不断变高的状况下，其进步比较大。首先，已经建成的

工厂规模大约在 2000 万平方米左右，其次，国产线在 近几年是石膏板行业的

主要发展方向。 

由此可见，未来石膏板市场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的竞争，

具有规模优势，成本较低，生产技术先进的生产企业能在竞争中胜出。A公司就

具备了这样的实力。同时，落后产能将逐步在市场中淹没。 

我国石膏板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被划分为三个梯队。首先是一些名气比

较大的企业，这些企业的规模相对来说都比较大，品牌知名度广，市场占有率很

高。例如北新建材，北新建材的产能在世界中名列前茅，单机产量也非常高，在

行业中处于主导地位。而一些大型企业的石膏板产能大约能够达到 4亿平方米，

这一梯队企业的各项水平都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他们的技术手段以及产品质量都

名列前茅，是我国石膏板产业中的领头羊。第二梯队以民营企业为主，这类企业

数量超过 20 家。而第三梯队由大量的小型民营企业组成，他们的产品质量等都

无法得到保障。 

  



 26 

表 4.3 石膏板市场主要参与者分类 

 

行业寡头北新建材将持续整合市场，提升市场掌控力。过去十几年，石膏板

龙头北新建材凭借自身技术实力与资金实力实现石膏板业务快速发展，公司石膏

板产量从 2007 年的 3.06 亿 m²上升至 2017 年的 18.83 亿 m²，期间复合增速 18%，

在全国市占率近 60%，成为行业 大的寡头企业。 

                           表 4.4  主要竞争对手 

 

具体如下： 

1）北新建材 

北新建材在我国很多城市都建立了工业园，销售区域遍布全国，在川内建有

广安和德阳两条 3000 万平方米每年的纸面石膏板生产线。在市场上中、高、低

端产品都有占有大量份额。北新建材着眼于全国战略部署，A 公司可趁北新建材

在西部地区的战略还没完成部署前抓紧市场占有。 

2）拉法基  

拉法基是一家外资公司，于 1994 年进入中国，目前在我国拥有 3 家生产线，

其中成都的生产线规模为 2000 万平方米每年，并准备在四川地区投产新一批石

膏生产线，如果投产，将来川内石膏板市场将有大变动。 

3）泰山石膏板（四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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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石膏板于2010年在四川德阳建厂，生产原料为工业副产品，产能达5000

万平方米/年，泰山石膏板品牌知名度广，性价比高，目前川内市场占有率仅次

于北新建材。 

4）雪丰建材 

雪丰是一家民营企业，于 2000 年在湖南成了，公司以湖南和江西等地为目

标市场，目标客户为年轻人。但近年，雪丰通过水路扩大销售市场，特别是沿长

江将产品销售到湖北、重庆市场，进而打入四川腹地，可以遇见在未来，A公司

和雪丰在市场的争夺中不可避免的将有一场硬仗。 

5）堡斯德石膏板 

堡斯德石膏板主要生产布面石膏，产能达 4000 万平方米每年，主要定位高

端市场，目前在川内普及度不高。 

以上几家石膏板企业都是 A公司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竞争者，A公司想要打败

这些品牌，就要建立自己的优势，不仅需要在质量上碾压其他品牌，还需要尽可

能的节约成本，真正做到物美价廉，需要积极的参与到市场竞争当中去，但是不

能破坏竞争环境，不能够随意变动售价，不对客户造成不必要的质量误导。积极

通过各种途径提升自身的美誉度。 

（4）替代品 

石膏板是非常好的墙体材料，环保性能强，这就奠定了他的市场地位：可以

取代黏土砖。因此，很多建筑的隔墙以及吊顶都选择石膏板。以前，石膏板主要

运用于商业和工装，但近年，石膏板在许多民用高端小区开始大量运用，这也为

A公司顺利进入石膏板行业提供了基础。同时，石膏板用于隔墙方面有了举足发

展，不同种类的石膏产品应用的领域不同，目前市场上很难找到同样优越性能的

产品，因此短期市场上很难找到能大规模替代石膏板的产品。  

（三）A 公司 SWOT 分析 

   通过对 A 公司石膏板行业外部的宏观和微观分析后，为了更全面了解 A 公司

石膏板的营销环境，我们进一步对 A公司进行 SWOT 分析，我们用 SWOT 矩阵图分

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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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5   A 公司石膏板 SWOT 矩阵图 

     

综上所述，A公司石膏板发展既具有一定优势，也有其自身的不足之处，怎

样才能较好的发展出自身特点，防止问题的产生是 A公司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通过分析主要选择 S-O 战略和 S-T 战略，次要选择 WO 和 WT 战略。主要是由于 A

公司关于石膏板的业务还处于初期阶段，但是其本身在建筑行业已经积累了丰富

的资金、人才等资源，因此更加需要把握住当前的优势以及机会，主要是依托政

府扶持、政策推动以及石膏板市场迅猛发展的格局迅速拓展石膏板市场，并且利

用 A公司行业积累、资金积累及人才积累，克服其石膏板相关专业人才不足的劣

势，完善配套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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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A公司石膏板业务市场营销策略调整 

（一）A 公司市场定位战略 

1.A 公司石膏板业务的市场细分 

在市场细分中，一般可以根据不同的变量做出仔细划分。 

（1）地理区域细分 

目前我国川内市场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区域，川南区域、川北区域以及川东区

域等等，不同区域的特点不尽相同。成都经济区覆盖了成都市、乐山市以及简阳

市等等，这个区域之中有很多高级楼盘在修建的过程之中，这使得高端石膏板拥

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需求量越来越高。在市场区域划分的基础之上，对市场

进行进一步的细分。A公司石膏板市场的主要发展区域为成都市，这也是石膏板

必须要占领的主要市场，其市场空间非常大，相对应的市场潜力也非常大，为 A

公司提供了很广阔的发展空间。 

          表 5.1   A 公司石膏板营销的主要区域市场  

   

    对 A 公司周边地区的主要地形以及发展特点进行分析能够看出，其地形较为

复杂，民族也很多，这对石膏板的发展与销售都有很好的积极效果。每个省份都

是较为独立的，但是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是不同的。具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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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各地区销售特点 

 

（2）人口因素细分 

人口变量包含的因素比较多，例如年龄被包含在这个变量之中，性别以及教

育水平等也被包含在内。而从建材产品角度进行分析，消费者的经济状况可以起

到对人口变量进行区分的作用。依据人们收入状况的不同，可以把消费者分为不

同群体；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以及高收入者等。消费者所处的层次不同，对产

品的需求以及购买能力都不尽相同。收入较低的人们会对产品的基础特点较为关

注，对产品价格要求也比较严格。而中等的收入者对产品装饰效果有要求，还会

注重产品的安全性，一些环境友好型产品在这个阶层很受欢迎。而高收入者则重

点注重产品的品质，对技术要求非常高，与此同时，还会追求品牌效应，这类人

群的品牌忠诚度很高。依据相关调查，A 公司的消费群体大部分处于中等与高等

阶层，年龄段处在 30-39 岁，以企业高管、公司白领为主的中高端收入人群。 

（3）心理因素细分 

虽然很多消费者的所处环境较为类似，经济状况也很相似，但是购买力以及

购买习惯却相差很多，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心理因素的影响。  

对建材消费者心理因素进行区分可以得出，心理因素包含购买欲望、生活习

惯以及个体特点等等。依据这些因素，可以将建材购买者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经

济实惠型，另一类被叫做显示型。前者对产品的质量以及价格非常关注，这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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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会决定其购买行为。而后者对品牌要求比较高，更希望产品具备一定的特征，

能够对其身份以及经济情况有所展现，他们对价格要求普遍不高。 

（4）销售渠道细分 

建材产品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这种特性对其细分市场有决定性作用。在目前

阶段，建材通过三种方式销售，一种是在终端专卖店出售，另一种是经销商进行

销售，还有一种是工程销售渠道。在经销商进行销售的过程中，企业不与实际客

户发生联系，企业将产品供给经销商，其渠道管理模式很相近。在终端直营店销

售过程中，企业与消费者直接接触。在 后一种销售模式中，其采购特点较为明

显，采购量很大，次数不是很多，对产品的要求也比较特殊。 

所以，站在销售渠道角度进行划分，能够把 A公司的市场划分为两类，零售

客户市场以及工程客户市场。前者主要面对的是家庭，而后者主要面对的是公共

场所，例如游乐园以及会馆等等，对材料的环保度较为关注，对价格要求普遍不

高。 

2．A 公司石膏板业务的目标市场 

在对市场进行划分之后，建材企业会依据自己的实际发展情况来选择适合自

己的市场，依据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强项来确立市场目标。  

A 公司主要依据以下因素来对目标市场进行考量，首个因素是市场的大小以

及实力，第二是市场对客户的吸引能力，除此之外，选择目标市场的重要依据还

包括企业战略方案以及资源因素，另外企业目标一致性等因素也可作为依据。 

结合以上三方面因素，A公司的主要客户群体是中高等收入消费者，这类消

费者比较关注品质，对价格关注度处于中等水平，还有一些工程客户群体，这类

客户重视质量以及环保程度。  

3.A 公司石膏板业务的市场定位 

在对目标市场进行确定之后，企业的下一步目标就是做出准确的定位，对自

己产品情况以及服务水平做出合理预估，确立自身在市场中所处的地位。A公司

对四川市场做出仔细的分析，这篇文章对 A公司在四川市场的发展做出探讨，分

析其市场定位。 

（1）四川地区的目标市场分析 

建材业在四川省发展水平比较高，是四川省的重点产业，受到政府的关注以

及社会的帮扶。在四川省的大城市中，其主要客户群体为中等收入消费者，所以

价格稍高的建材产品比较受欢迎，销量也越来越多。A公司在高端市场中优势较

为明显，其低端市场发展同质化严重，优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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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A公司都在走中高端路线，其品牌主要接触的人群也是中等或高

等收入群体。经过一系列的市场调查能够看出，消费者对 A公司品牌的认知并不

是完全准确的，其认知存在不合理之处。一部分人群把这个企业的品牌看作是中

档品牌，这与 A公司的自身定位不符，但是却对 A公司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可

以促使 A 公司对自身定位进行调节。企业的高档产品可以更加注重其形象的调

节，争取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站在工程市场角度进行分析，石膏板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这在其市场份额

战略中起到很大意义。A公司地产项目主要在成都，因此 A公司石膏板在当地的

工程量比较大，地位也比较突出，但在其他地区市场份额并不是非常多，A公司

不断与品牌知名度比较高的企业进行竞争，但还存在一定差距。 

（2）四川目标市场购买特征 

收入水平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能力。四川省较大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与

我国平均收入水平相比稍高，但是与一些一线城市相比却还是很低。这种经济水

平使得目标市场更喜欢品质较好价格较为合理的产品。 

站在工程市场角度进行分析，工程客户购买与家庭购买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工程客户所需要的产品数量是比较多的，这类客户与厂商联系也很密切，其采购

专业化比较强，客户对市场的熟悉程度以及议价水平都比较高，甚至还需要一些

特殊的产品。  

（3）四川目标市场定位 

A 公司根据四川市场中消费者主要特点来进行市场定位。针对家庭消费者，

企业对消费者特点进行分析，依据消费者喜好来进行定位，生产环保性能更好，

价格中等的产品。而针对工程消费者，企业则生产出符合工程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第一，在四川目标市场定位中，中高端产品市场发展水平比较好，这个消

费市场的规模与其他市场相比优势比较大，增长速度也是非常可观的，中等收入

的群体会比较关注产品的环保能力，对价格的要求也很适中，想要得到相应的产

品附加服务。所以，A公司根据顾客需求为导向，推出环保水平非常高的无苯石

膏板。在工程市场之中，A公司推出安全性比较高的石膏板，还附带推出匹配的

配件产品。 

第二，在对价格进行定位时，A公司石膏板业务选择追随定价方式，价格定

位区间处于中高等。企业创新环保产品竞争对手并不多，因此价格比较高。  

第三，在进行渠道定位时，石膏板建材产品属于耐用消费品，这对消费者来

说购买时比较慎重。消费者的选择空间比较大，其自身消费稳定性以及集中性特

点较为明显。对家装消费者来说，A公司的主要销售渠道使终端专卖店以及超市，

运用这种销售渠道的主要目的是对产品进行展示，方便消费者比较，提升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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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的可能性。对于工程订货来说，A公司通过营销人员直接对接工程方，缩短

营销的渠道。  

后，从促销定位角度进行分析，A公司对家庭消费者的特点进行分析，针

对这类消费者，宣传手段主要选择地方传媒等。通常情况下会在公路以及大型建

材卖场等地进行宣传与促销。而对工程目标市场客户进行分析能够得出，这类客

户的专业能力以及知识水平都比较强，其主要选择的促销手段为人员推销手段，

企业与工程施工方联系紧密。 

根据以上论述，A公司石膏板对消费者的种种特征进行梳理与探索，并对自

身的实际发展情况作出概述，较好的推进市场细分的发展。经过一系列的努力，

这个企业把自己的目标市场定位在中高档收入群体之中以及工程市场之中，前者

收入水平相对来说比较高，对品质要求比较严格，价格方面要求中等，就这对环

保正度以及质量都非常关注。在目标市场确立之后，依据不同市场的不同特征，

企业对产品以及市场等都进行确定，以期在目标市场上打开销路，赢得利润。 

（二）A 公司石膏板竞争战略 

近年，我国石膏板中低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中小企

如“帝华”、“静安”等采用成本优先战略，以低廉的价格抢占市场，以此提高

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但 A公司石膏板有关的业务还处于初步阶段，此战略不符合

A公司目前发展情况，同时 A公司也不具备与大型石膏板企业竞争的实力。在这

种情况下，A公司希望采取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针对高收入的顾客群体以

及高端写字楼及酒店等企业提供天然的、高技术含量的高端石膏产品，采用差异

化竞争战略。 

A 公司在进行品牌决策时运用到多品牌策略与手段。除去企业名称，企业还

会依据产品种类对其冠以不同的品牌名称。但是，除了一个高端子品牌“A”在

行业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之外，有很多子牌并未被消费者熟知。所以在市场大潮

流之下，A公司石膏板产品品牌的知名度较低。高端市场竞争者数量并不小，创

建高端品牌也越来越难， 大型石膏企业早已开始走高端产品战略路子，比如拉

法基、堡斯德、北新“龙牌”等高端形象出现得 早，同时像拜尔、兔宝宝等新

企业也瞄准了石膏板高端市场，可见高端市场的竞争也很大，这是 A公司石膏板

面临的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不过绿色建筑企业正处于发展风口之上，政府的扶

持力度大、社会民众的关注度也很高，企业发展前景可期。绿色建材产业更新发

展的速度非常快，但行业转化的成本很高，A公司属于高新技术企业，较短时间

内竞争者很难冲破技术壁垒。A公司自身也拥有一定发展优势，其水泥在川内非

常知名，与众多房产企业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石膏生产线设备新、技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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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因此，A公司发展战略应该依托技术优势，维护和发展高端品牌，重点提高

公司产品的知名度。  

为了够有效实施 A公司的战略，需要积极调整 A公司石膏板产业结构，整合

资源，优化营销策略。重点加强 A公司石膏板媒体资源整合，加大品牌宣传推广

力度特别是新媒体力度，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吸引消费者目光，提升消费者满意

度。加大科研投入，满足高端市场的需求。注重企业人才培养，除了对外引进专

业人才，对内也应加强公司人才培养和完善企业人力资源制度。 

（三）A 公司石膏板业务的营销组合策略 

1.产品策略 

（1）完善的五级产品层次 

在对市场供应物进行规划时，A公司对不同的产品层次进行强调，不同层次

所对应的顾客价值并不相同，以此构成顾客价值层级。 

1）核心产品 

核心产品指的是能够满足消费者的主要需求，也就是消费者 重要的需求。

消费者购买某个产品并不是想要拥有这个产品，而是为了发挥出产品的价值，为

自己创造利益。A公司的纸面石膏板产品品质好，不仅可以对客户的需求进行满

足，还能在后期提升顾客的体验感。所以，该企业在对产品进行营销时，可以着

重介绍产品的品质以及使用感，还需要对产品的后续特点进行介绍，这样才能体

现产品的核心优势。 

2）有形产品 

关键的核心利益是消费者的一个需求，但并非是全部需求。在消费者购买产

品时，除去主要关键利益还会对产品的外观以及质量等进行考量。A公司着重分

析客户实际需求，并通过一系列手段来满足客户的需要，以此提高客户的体验，

这些要素的主要体现形式为产品。 

A 公司需要严格把控产品的质量，对产品外观进行关注，保证产品功效，可

以对技术专利进行运用，依据工程要求，研制出新的产品，使产品质量得到保证，

包装更加实用，便捷性更强，施工难度减少，这样也能够节约施工时间。 

3）期望产品 

顾客在购买产品时希望获得的利益就是客户期望产品。A公司对原料的检查

力度比较大，致力于满足客户各种各样的需求，生产出不同种类产品，新的产品

包含以下几类：1.防水石膏板，这类材料主要作用是能够防水，除此之外，还可

以减轻施工难度，一定程度上防止材料破碎。消费者可以将这种材料运用到厨房

之中，还可以用在卫生间中湿度较大的地点。2.防火石膏板。这个产品运用到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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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殊的材质，这些材质可以起到防火作用，在火灾发生时，能够一定程度上阻

止火势的发展，为消防争取时间。  

4）附加产品 

顾客在购买产品时，可以得到一定的附加利益指的就是附加产品。衡量高附

加值产品有一系列标准，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标准是需要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满

足，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层次的享受，为消费者带去较高的满足感。另一个较为重

要的标准是客户对产品的接纳度很高，认为物超所值，愿意为其支付货款。石膏

板市场发展前景光明，竞争也越来越大，企业想要成功，一定要注重产品的附加

值， 企业为了提升自己在市场中的竞争力，采用不同方法以此来增加附加值： 

①加大研发力度，对技术手段进行运用，更好的提升产品附加值。 

②在消费者购买之后，提升服务水平，使消费者施工过程中更加便利，为其

提供技术扶持，博取客户好感度，形成积极的心理暗示。  

③在产品销售之后还需要做好回访，通过一系列手段提升自己与消费者之间

的密切度。  

5）潜在产品 

产品 高的阶段属于潜在产品，企业为客户考虑表现在企业不断发展潜在产

品，这也是企业提升竞争水平的有效措施，这种手段具有一定的创新性。A公司

需要立足于市场调查，对市场情况作出准确把控，运用自身多方面优势来吸引消

费者，提升消费者忠诚度。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A公司需要对不同种类的石膏

板进行探索，提升产品的环保性能以及安全性能，降低生产成本，以此与其他的

竞争者拉开距离。 

（2）构筑的优秀品牌 

好的产品具有多方面的作用，如果产品价值较高，那么就能够提升消费者满

足感，还能为企业赚取一定的利益。A公司需要把握住国家的环保理念，不断建

立自身品牌理念，以此提升品牌形象。  

1）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 

在此之前，很多企业理解的品牌都是不正确的，他们错把产品当作品牌，没

有关注到品牌的其他相关要素。品牌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形成的，需要长时间的

积累才可以形成品牌形象，而品牌形象对企业来说又非常重要，能够提升企业竞

争实力。  

A 公司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塑造品牌形象，强化品牌理念。 

①仔细了解品牌理念，致力于满足客户需求。A公司产品大部分都用在了吊

顶以及隔断中。企业为了建立品牌，一定要不断推出新的产品，注重产品的创新。

A公司运用产品功能优化手段来对不同种类的客户需求进行满足。 



 36 

②明确品牌定位。A公司对具体的市场状况以及企业环境进行探索并确立自

己定位。A公司把自己定位在中、高端市场之中，在建立品牌时需要掌握市场定

位。  

③进行阶段性的品牌塑造。在塑造品牌时，需要提升产品质量，关注产品的

核心质量，将客户满意作为基础构建品牌理念。在品牌推广初期，A公司需要关

注品质，将客户满意作为基础构建品牌理念。在品牌推广初期，A公司需要关注

品牌的传播力度，运用媒体手段来对资源进行整合，对品牌进行扩散，使品牌理

念根植于人的内心。在品牌的成熟阶段，A公司需要关注品牌的信誉度以及忠诚

度，发挥品牌的价值，将顾客需求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提高品牌关注度。  

④开展个性化品牌命名。A公司想要提升产品在客户心中的地位，使客户能

够记得产品并对产品有较好的印象，所以在品牌之上做出努力。例如：A公司的

“xx”尊享天然石膏板，首先从名称上就给消费者一种高品质，绿色健康的形象。 

2）优秀企业品牌推广 

品牌推广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推广并不仅仅是做广告。但是 A公司想要

提升品牌力量，让更多的人了解的自己的品牌，为品牌买单，一定要实行一定的

推广手段。除此之外，对媒体手段的利用也是必不可少的，发挥品牌效应，争取

从品牌中获取权益。  

A 公司需要运用以下方式来提升品牌竞争力。1.加强公关，利用较大的建筑

来对企业品牌进行宣传，提升品牌说服力。2.在建材市场中进行推广，运用各种

各样的广告手段，例如墙体广告以及流动广告等。3.借助于网页宣传手段，提升

品牌效应。4.运用新媒体手段，吸引消费者注意力，赢得竞争优势。  

总之，A公司不但要进行媒体资源的有效整合，还需要加大品牌宣传推广力

度。 

2.价格策略 

（1）分档定价 

A 公司可按高、中、低不同档次对产品进行定价。 

1）A 公司高档产品主要针对的人群是收入比较高的群体，产品价格较为固

定，尤其是“xx”尊享天然石膏板。目前四川产品市场中 A公司发展情况比较好，

其环保能力较为突出，追求健康，产品定价比较高，满足客户需求，还能够获得

较高的市场利益。随着市场追随者对市场发展形势产生的影响，市场中会有很多

较为相似的产品以及竞争产品，在这样的状况之下，A 公司需要因时制宜，运用

合适的解决措施，对价格做出合理调节，以此维持市场的占有率。   

2）目前 A 公司的中高档产品发展水平较高，但低端产品不断朝着同质化方

向发展，产品缺乏竞争力，例如 XXX 纸面石膏板。A公司可以运用到自己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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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不断提升市场份额，提升企业的利润，但是不能够随意改变价格，这样会

起到反作用，扰乱市场，损害自身利益，降价不能超过 5%。  

3）A 公司的低档产品主要目标人群是收入比较低的消费者，A公司的定价原

则主要目标是扩展市场规模，提升销售额。企业可以采取渗透定价手段来与市场

中其他品牌进行竞争，依靠产品质量来维持自身竞争力。 

（2）规范价格管理 

价格管理在企业的运营与发展中格外重要，占据突出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一

环。只有价格稳定，其在市场中才能够平稳发展。目前市场中存在很多产品销售

不合格现象，这与价格管理不到位联系密切。 

1）针对促销价，A 公司在促销之前需要制定较为谨慎的方案，并通过管理

层同意，在进行促销时，不能够随意的改变价格，要合理把控优惠力度，防止客

户不满意。  

2）针对经销商，A 公司需要遵循统一的标准，按照规范执行，经销商制定

统一价格，不能够随意定价，引起价格混乱，这能够从根本上阻止倾销的产生，

对市场秩序进行规范，提升企业信誉。 

3）针对工程订单，A公司需要对订单的数量以及付款时间进行严格的管理。 

企业可以根据工程的不同，为施工方提供不同的价格条款。 

3.渠道策略 

企业的产品销售渠道是企业实现产品销售与获取利润的主要桥梁。 

（1）优化整合渠道成员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千变万化，企业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而恶性竞

争只会带来负面影响，无论是对整个产业来说还是企业自身来说都不利于长远发

展。企业需要的是共同发展，互相促进，A公司创新了新的合作：对自己的所有

资源进行整合，促使成员间能够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实现资源的 优配置，发

挥资源 大效用。  

A 公司属于生产性企业，需要对原料进行分析，突出自身的技术优势，企业

的主要目标是生产产品，而销售目标主要是由渠道进行完成。需要运用各种各样

的手段来对渠道成员进行鼓励，调整绩效考核，提升他们的积极性，发挥资源的

大力量，提升销售能力，对市场氛围进行维护。A公司与渠道成员间的关系发

生转变，慢慢变为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合作关系。             

（2）规范改进渠道管理 

目前，建材行业的主要营销渠道有两种，一种是经销，而另一种是直接营销。

经销指的是厂家不直接与消费者联系，而是经过第三方进行销售，而直销则不需

要依靠中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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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石膏板业务同样也采用这两种销售渠道。其直销主要是借助于终端专

卖店来联系消费者或者是将产品销售给施工方。而经销手段指的是 A公司把自己

的产品卖给中间商，通过中间商进行销售。  

表 5.3   A 公司渠道宽度规划评估参照表  

      

1）终端连锁直营店策略 

终端直营店模式在零售产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促进了零售产业的发展，

但是在建材产业方面却没有发挥那么大的作用。A公司需要把握住市场脉搏，发

挥出终端直营店模式的特点，增加公司的利润。  

 A 公司在发展直营店时，需要注重企业文化，借助媒体来对主营店产品进

行推广，A公司还可以邀请到各方来参观直营店，使店面更具知名度，提高客流

数量和提升消费者对终端直营店模式的接受度，以起到提高企业形象并实现获益

的目标。 

2）工程销售策略 

首先，A公司需要对相关的招标信息进行关注，不要错过重要信息，从信息

中获取收益，建立良性的公共关系，并维护好这种业务关系。还需要提升与政府

间的的合作，加强与开发商的联系。同时，A公司还可以对在建工程做出较为深

入的了解，推销专员可以通过实地考察等手段了解施工信息，与施工方主动沟通，

博取信任，促进合作，争取到项目。A公司还需要对自己已经拥有的工程资源进

行运用，多角度开发顾客，认真维系客户，通过一系列宣传手段来为自己赢取机

会。 

3）经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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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装修公司、建材市场发展迅速，竞争力变大，站在销售渠道角度进行分

析可见厂家与经销商相辅相成，双方共同协作，维护市场占有率。  

A 公司在对经销商进行选择之后，还需要在其他方面来对经销商提供支持，

例如技术方面以及售后方面等等。除此之外，A公司还需要更好的对市场进行了

解，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合理把控与分析，运用经销商网络来转换企业利益。 

4.促销策略 

促销策略是 A公司利润得以提升的基础，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多个维度的广告宣传组合 

企业可以用到的宣传方式有很多，例如广告宣传以及杂志宣传等。A公司可

以通过和京东、淘宝、土巴兔家装网等平台合作，不断构建相应的网络形象。并

且，A公司网站要做到及时更新，提高信息传播能力。 

A 公司还应提升广告水平，对多种推广手段进行组合运用，切实发挥推广方

式的作用，合理利用媒体。并且，企业还需要更好的对终端专卖店以及经销商来

进行管理，提高营销科学性，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在对媒体进行选择时，企业

需要符合潮流发展趋势，对企业博客做出较好的运用，健全推广途径，提升推广

效果，实现推广作用，还要不断丰富推广内容，提升自身沟通能力，真正发挥出

宣传的作用。   

（2）专业性的人员推销 

人员销售是 A公司使用频率 高的促销手段，不但需要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营

销理念，还需要培养专业素养较高、知识背景较强的营销团队。 

在 A公司选择营销人员时，需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第一点，需要设立相

关的招聘准则，提高自己的招聘要求，只有这样才能选到真正有能力的人才，人

才的专业水平才会更高。这不但销售的相关人员要对销售行业具有积极心态，真

正了解并喜欢这个行业，个人品质也要过关，专业能力也要强，交流能力以及协

调能力都要符合要求，还需要懂得团队合作，真正了解市场营销。第二点，在销

售人员进入到企业之中后，企业不能够任其自由发展，需要进行规划与培训，提

升推销人员的专业水平，使其真正了解企业产品知识，更好的把握消费者需求，

能够较好的应对消费者提出来的问题。 后，企业要懂得运用相关的激励政策，

只有提升员工工作积极性，员工的工作热情以及工作能力才能有所突破。在精神

层面，需要提高销售人员的归属感，使这些人员与公司一起发展，一起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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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4    A 公司绩效指标 

 

（3）与时俱进的营业推广 

A 公司除了通过参加各种传统的行业展会等来对产品进行推广，还可以运用

折扣手段等吸引消费者注意力，促进成交，完成企业业绩目标。 

以上大部分手段都比较传统，很多企业也经常运用这些手段。在新媒体出现

之后，市场发展状况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市场信息变得繁杂，客户的购买也渐

渐变得更加多样。消费者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对企业品牌进行了解，在这样的情

况下，企业需要提高曝光度，一些信息平台的重要性得到凸显。发布信息的途径：

企业微博、微信企业号还包含行业网站主页广告等。 

目前 A公司拥有比较完善的网络结构，网络系统发展水平比较高。但是还需

要促使信息更好更快的得到传播。A公司自身拥有一定的宣传平台，除了基础营

销，还需要运用较为创新的手段来吸引消费者注意力，更好的与消费者沟通，除

此之外，还需要提升消费者的信息获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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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结论 

在 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重大改变，集约型经济模式得以发展，

石膏板行业是有着巨大前景的新型建材行业，市场格局相对稳定，但是竞争比较

混乱。A公司属于高新技术企业，企业结合了研发与销售于一体。绿色环保的石

膏产品专利具有积极意义，不但能够提升企业利润，还能够促使社会更好的向前

发展。但是，仅凭借高超的技术手段以及优异的产品质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定

合理的营销政策，使企业的产品被大众熟知，在市场中拥有一席之地，只有这样

企业才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为自己赚取生存空间。经过一系列的分析与

探索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绿色建筑企业正处于发展风口之上，政府的扶持力度大、社会民众的

关注度也很高，企业发展前景可期。绿色建材产业更新发展的速度非常快，较短

时间内竞争者很难冲破技术壁垒。行业转化的成本很高，不过竞争者数量也比较

大。A公司自身拥有一定发展优势，但市场中的价格战以及品牌竞争会对公司产

生消极影响，不利于企业营销的发展。 

其次，企业的生产水平以及研发水平都比较高，因此市场占有率也很高。但

是，新产品需要加强与客户间的联系，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吸引消费者目光，提

升消费者满意度。企业还需要对品牌进行维护，对价格体系进行完善。A公司的

分销渠道比较完善，但是管理却不成熟，需要提升管理能力。在促销方面，A公

司的促销投入力度不足，使得媒体宣传强度不够。 

后，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建立相关营销策略。需要了解产品主要特征，建

立品牌理念。在选择价格策略时，需要对产品成本进行合理规划，依据市场需求

来定价。在对营销渠道进行建立时，需要对厂商以及渠道资源进行整理优化。在

选择促销策略时，需要合理运用新媒体手段，紧跟时代脚步，更新营销方案，严

格考察营销人员，建立强大的营销队伍。 

综上，A公司石膏板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首先需要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

以绿色环保为理念，积极调整 A公司石膏板产业结构，整合资源，加大科研投入，

满足高端市场的需求。其次，巩固现有市场的同时还应将目标市场扩大，提升 A

公司石膏板的市场占有份额，提升企业竞争实力。然后，加强 A公司石膏板媒体

资源整合，加大品牌宣传推广力度特别是新媒体力度。 后还应注重企业人才培

养，人才是企业的中流砥柱，是企业的发展命脉,A 公司石膏板除了对外引进专

业人才，对内也应加强公司人才培养和完善企业人力资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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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调查问卷 
非常感谢您参加本问卷调查，希望您能抽出宝贵时间，回答一些我们所关心

问题，使我们今后能更好地为您提供产品和服务： 
1、请问您日常工作中 多涉及的部分是(单选) 
（1）建筑设计 
（2）室内装修装演设计 
（3）建筑项目承建方 
（4）室内装演施工方 
（5）房地产开发 
（6）室内装修材料一经销/代理 
（7）行业协会 
（8）其他，请注明 
2、您对未来的中国建筑市场(包括住宅、商业、工业、旅游地产等所有领域)

整体有什么看法(单选)：  快速发展  保持平稳  遇到阻碍 
为什么您会这么说，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3、您认为影响中国建筑市场发展的 主要因素是(至多 2 项)： 
（1）国际建筑业发展趋势 
（2）国内经济环境 
（3）国家政策法规 
（4）建筑师群体对市场的引导 
（5）开发商/客户本身的意识和对建筑的要求 
（6）其他 
4、您预计未来 5 年建筑市场的年均增长率为(单选)： 
（1）-15%-0%  （2）0%  （3）0-15%  （4）15%-30%  （5）>30% 
5、您觉得未来 5 年建材产品的发展趋势是(至多 3 项)： 
（1）节约能源/减少 CO2 排放 
（2）生态意识/绿色环保 
（3）快速和简便安装 
（4）多功能的材料和组件 
（5）低成本的产品/省材料 
（6）机器代替人力/省劳动力成本 
（7）优质、高端的设计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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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生命周期成本观念 
（9）标准和规章 
（10）舒适和健康 
（11）使用灵活性 
（12）其他 
6、您认为未来 5 年，墙体类板材产品 重要的性能发展趋势是(至多 5 项)： 
（1）吸声性  （2）隔声性  （3）防火性  （4）环保性  （5）装饰性  （6）

耐水性  （7）防潮性  （8）防霉性  （9）隔热性  （10）抗变形  （11）抗

撞击  （12）抗震动  （13）净化空气  （14）防辐射  （15）其他 
7、您认为未来 5 年，吊顶类板材产品 重要的性能发展趋势是(至多 5 项)： 
（1）吸声性  （2）隔声性  （3）防火性  （4）环保性  （5）装饰性  （6）

耐水性  （7）防潮性  （8）防霉性  （9）隔热性  （10）抗变形  （11）抗

撞击  （12）抗震动  （13）净化空气  （14）防辐射  （15）其他 
8、您目前 A 公司的产品信心度如何(单选)： 
品牌形象  （1）很有信心  （2）较有信心  （3）中立  （4）不太有信心  

（5）没有信心 
产品功能  （1）很有信心  （2）较有信心  （3）中立  （4）不太有信心  

（5）没有信心 
产品质量  （1）很有信心  （2）较有信心  （3）中立  （4）不太有信心  

（5）没有信心 
产品销售推广  （1）很有信心  （2）较有信心  （3）中立  （4）不太有

信心  （5）没有信心 
产品技术支持  （1）很有信心  （2）较有信心  （3）中立  （4）不太有

信心  （5）没有信心 
产品价格  （1）很有信心  （2）较有信心  （3）中立  （4）不太有信心  

（5）没有信心 
9、您项目中所遇到的 常见的关于内墙材料应用的问题是： 
10、在您负责的项目中，使用量 多的 3 种吊顶材料为，大致比例为 
11、您项目中所遇到的 常见的关于吊顶材料应用的问题是： 
12、在您负责的项目中，对于室外幕墙，使用量 多的 3 种外墙材料为、百

分比： 
13、您项目中所遇到的 常见的关于室外幕墙材料应用的问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