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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tourism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the unreasonable use of resources, resulting i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serious damage to scenic spots, lea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appears unsustainable malpracti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and explore th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of tourism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By taking Dalian Tourism Compan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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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行业今年来不断发展与扩大，对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致使环境污染及景区破坏严重，导致旅游行业
的发展出现不可持续的弊端。因此有必要对旅游企业的环境责任进行研究及探索，以促进旅游行业的健
康发展。本文以大连旅游公司为例，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并从宏
观和微观层面提出了解决方案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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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是经济建设的重要成员，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大量的经济价值，然而也不可忽
视其对环境的影响。现实中，由于各方面原因，企业关于环境责任的落实仍存在诸多问题。
大连享有中国“东北腹地”的美称。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夏季凉爽，冬季温暖，被称为“北方之
窗”，“浪漫之都”和“北方明珠”。大连是中国第一个“优秀旅游城市”。它不仅拥有许多美丽的自
然旅游资源，而且还拥有丰富的中国现代人文和历史旅游资源。因此，大连旅游业发展迅速，然而，近
年来，大连已经出现了自然灾害和环境污染问题，对旅游业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对大连市旅
游行业环境责任进行评价及探索，从而促进旅游行业的发展。

2. 大连旅游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必要性及其现状
(一) 什么是企业环境责任
企业的环境责任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对是否对自然环境生影响进行的考虑；企业是否以负责
任的态度将自身对环境的破坏程度降到力所能及的最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循环经济，是企业环境责
任的理论基础。
(二) 国家战略需求
我国于 1994 年 7 月 4 日经国务院批准通过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发展战略——《中国 21 世纪人口、
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为此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其中包括 1989 年 12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和后来的二十多部相关法律。在环境保护方面，我国的法律日益完善，国家对环境保护的
问题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
“十二五规划”的完成，我国经济建设上取得令人骄傲的成绩，但过去快速经济发展带来的，植被
破坏，工业污染，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能源过度消耗等问题也日益突发。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
呼吁企业履行好环境责任，把保护环境放在首位。
国家为鼓励经济的发展，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使资源的利用能够永续，生态环境得以保护。我国基
于过去多年来依靠高消耗、高污染发展经济的情况进行改革，为符合科学的发展使后代子孙能够生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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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了国家重要的战略[1]。环境保护问题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的问题。
大连是中国著名的避暑胜地和旅游热门景点，近年来旅游业所占比重一直呈上涨趋势，旅游企业发
展迅速，其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问题也引起了重视。随着国家政策对生态经济的建设的重视。要想大连
旅游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企业的行为和决策必须要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一国情。
(三) 利益相关的理论需求
企业发展所包含的不仅是简单的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关系。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因此与企
业相关的还有员工、政府部门、媒体舆论、所在地居民以及企业所依赖的社会资源等。
其次环境责任的履行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在不
断增加，消费质量也不断的提高。人们不仅仅只满足于最初的物质上和生理上的享受，更开始注重对精
神层面的追求。旅游服务也不能只停留于物质，更要注重提高消费者精神上的体验，良好的环境使消费
者精神体验得以满足，这是企业满足消费者的重要保障，且随着消费理念的变化，绿色消费成为主流，
要想符合市场环境责任的履行成了必然要求。
即便大连旅游行业发展存在着诸多的优势,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问题,旅游资源的有限，日益增多的
旅游行业，不断地开发，为大连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本就严峻的环境造成了更大的负担。这也
使旅游企业所赖以生存的基石受到了影响，若长期以往，并不利于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 大连市旅游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现状
(1) 大连市旅游业发展所依赖的海洋环境不断被破坏，不断地开发新旅游资源对环境增添了一定压力，
其相关的旅游产品质量不断下降，环境污染造成了旅游资源的流失，降低了大连旅游的吸引力。如在景
区棒槌岛，由于旅游监管机构不到位，游客环保意识低，产生的固体垃圾较多。海滨浴场也有此类现象，
固体垃圾成为旅游企业履行环境责任需要更加关注的一方面。沙滩上的垃圾不能够及时处理，进一步就
会破坏海域环境，这是一个连锁反应。但是目前游客产生固体垃圾和产生固体垃圾后的处理并没有得到
有效控制。沙滩的质量也逐渐下降，当海水退潮后也会出现垃圾残余，从而导致了景区环境以及海域环
境有所倒退。
(2) 部分旅游企业为了经济效益不断增添一些景区环境负担，设置较多的娱乐和餐饮设施。在短时间
内，这种方法的确能获得高回报，可是相关的设施建设破坏了旅游景区的协调性，导致资源不能合理利
用。如，在滨海公园内设置游乐场，在参观的风景区设置了餐饮区，游乐场内的烟花秀等，这些机构设
施所产生的垃圾不能得到合理处置，排放出来水等物质都对环境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3) 对旅游资源的忽略。旅游企业在发展初期时，忽略了旅游资源的重要性，并没有考虑环境的承载
能力。景区周边的住宅区建设，不仅对旅游景去的质量有所影响，还会破坏旅游景区的结构。没有合理
的控制客流量，加大了环境承载的压力，如在旺季时森林动物园等一些自然景观迎来旅游小高峰，但是
大量的客流不仅降低了旅游体验还增加了旅游进去环境问题。

3. 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 开发初始忽略环境责任问题
在人们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中，旅游成为了大多数人的主要选择。同时投资者也发现了旅游行业的
前景，便进行更多的旅游资源的开发。将目光转移到自然资源时，却忽略了环境的承受能力。在投资的
初始仅仅是为了盈利并没有将环境责任思考进去，这便导致环境问题在日后的发展中缓慢出现，并没有
实现可持续发展。
(2) 履行企业环境责任的成本较高
首先旅游企业在环境责任的履行上面临着一个较为开放的空间，一方面是制止游客对环境进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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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对破坏后的环境进行修复工作。而这两方面在执行上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撑，都需要投入大
量人力去维护。而众所周知大连是一个季节型的旅游城市，有淡旺季之分。旺季需要大量人力去维护环
境，可是在淡季时这些人力如何安置便是很大的问题。旅游企业不同于制造企业，对于旅游企业来说很
大部分的支出在职工薪酬方面，员工不能得到合理安排，对企业来说会增加成本，从而使企业自身的经
济效应下降。此外，大多旅游企业规模较小资金有限，在履行企业环境责任和企业获利的双重选择下，
企业的决策者容易为了企业的经济效益而放弃社会责任，地区监管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下，经年累月就
会对景区环境造成严重的负担。
(3) 企业责任意识不强
一些企业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公司的决策者是短视的，只考虑当前的利益而没有思考长期发
展，导致企业并没有履行企业环境责任的意识，使景区环境承担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企业仅仅将环境责
任的履行作为一种形式，并没有真正去履行，而是把它当成提高企业形象的一种宣传，目的仅仅是为了
扩大影响力提高经济效益，这使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失去了根本意义。再者企业员工的环境责任意识薄
弱，对相关的环境保护的策略不能完全完成，当一点点的不达标堆积起来时便是对环境严重的破坏。企
业没有履行环境责任的意识，在决策、员工培训等方面都会忽视环境保护，从而放任了对当地环境的破
坏，使大连旅游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4) 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相关法律不健全
在旅游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但要求企业自觉履行社会环境责任，还需要依靠完善的法律制度进行
管理。关于企业环境责任目前出现的法律依据是相关的环境法、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针对旅游
企业的环境责任方面并没有专项的法律对其进行约束，这与环境保护的要求还差之甚远。一方面，有关
旅游企业环境责任的立法是基于一些地方法规而设定的要求，效力等级不高，从而使环境责任履行的主
体产生不重视的心理，并没有达到监管效果。另一方面相关法律的强制性并不够，对违背环境责任的企
业处罚力度不够，且一些规定的可操作性并不强，偏向于原则性却缺少了灵活。这些导致生态旅游企业
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忽略了法律规定，造成环境不断的恶化。
(5) 监管机构监管力度不够
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大量旅游企业出现,与此同时游客增加，许多被污染和
破坏的景区短时间无法修复。在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监管上面，国家相关部门缺少完善统一的评估体系
和审核指标。再加上众多小型企业散而多，考核办法不灵活，导致政府和相关机构对旅游企业在环境问
题的监管缺失及时性。监督成本的增加导致监督力度的不够，监管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问题上并不能掌
握主动权。理应在企业开发时就进行监督，而目前的情况是在企业出现问题后进行督促罚款整改。这就
导致出现的问题不能跟治，从而遗留着对环境破坏的潜在因素。

4. 推进旅游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策
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是企业树立良好形象，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在中国，一些旅游公司
缺乏市场诚信。侵犯员工权益、忽视生态环境、采用不正当竞争等问题，要解决大连旅游企业履行环境
责任的问题，需要正视旅游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所带来的问题，共同致力于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传统旅游产业要素得到进一步扩张，各种要素相互交织，形成了紧密
的旅游产业链。其对合法化和制度化的管理要求也越来越高。目前，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环境仍然不稳定，
旅游业本身还不成熟。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条文也没有完善，法律方面的缺失造成旅游市场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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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消费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监督。
为此，一是要根据我国旅游发展实际，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让企业自觉规范自身的行为，
承担应该承担的社会环境责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旅游经营者的社会责任教育，加强对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的监督，积极引导企业转变经营理念，规范企业行为；第二，政府职能部门必须采取一定的
激励机制[2]。约束机制增强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使企
业能够实现环境责任的合法化，使人与自然可以和睦相处。三是在企业对环境造成破坏时，应该根据相
关的法规追究企业的问题，建立相应的惩罚措施，有效监督企业不以一己私利而做出触犯法律的行为，
使企业更好地履行其环境责任。
(二) 加强企业自律，完善监管机制
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企业自律是构建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和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的必然要求，企
业自律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加强企业规范化管理的重要举措，对维护行业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合法
利益起着重要作用。
首先，旅游企业必须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并主动为自己设定更高的要求。制定旅游产业
的内部社会责任标准，引导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积极履行社会环境责任。在企业内部设置相
应的奖励措施，可以有效激励员工积极遵守企业要求，达到上下一心，推动企业合理发展的目的。
其次，有些企业只满足于遵守法律底线。他们需要完善社会监督体系，加强对社会各阶层的监督和
促进。有关社会组织和其他群体应充分行使监督权，加强对旅游企业违规行为的监督，正确发挥媒体传
播的作用。合理地利用社会舆论监督，暴露破坏生态环境的企业，宣传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确保各
类信息披露渠道畅通，使社会监督得到及时反馈。
最后，充分利用消费者的消费权利。我们应当为消费者加强绿色消费观念，利用消费者对企业进行
监督，使企业能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司的诚信度，也有助于公司的健康发展。虽
然要求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会增加公司的开支，不利于企业利润的增加。但是，从长远来看，公司的
诚信将得到改善，消费者对公司及其产品或服务的信心也将得到提升。
(三)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感最重要的是提高自觉遵守法律的意识。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是企业提
高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企业要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充分认识到履行社会责任对企
业的积极作用和潜在价值，充分认识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团结，树立良好形象，提高竞争力的现
实要求[3]。
为此，企业在制定战略规划时，必须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目标和方向，妥善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其一，旅游企业应通过多途径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加强企业保护环境意识，完善内部机制。旅游企
业必须规范运作，遵守市场规律，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通过思想和行动，建立一套内部社会责任实
施和评估系统机制，以增强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从而一步一步促进公司的发展。
其二，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良好的品牌形象是企业市场竞争的有力武器。因此，旅
游企业不仅要积极塑造企业价值观，还要通过不断创新，培育独特的企业文化和精神。通过加强宣传和
引导，增强企业对企业价值观的认识和责任[4]。
其三，企业还应积极主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使企业相关利益者了解企业情况，从而对企业产生内
在约束和外在监督。
(四) 全面维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应以现代社会责任理论为指导。确定并履行他们的社会责任。旅游业涉及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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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乘客，中间人，竞争对手和其他多方利益相关者。解决利益相关者关系并充分保护利益相关者的
利益，可以在提升企业形象和提高企业信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方面，旅游企业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尊重和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为
员工提供安全，可靠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公平对待每一位员工，帮助员工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游客
是旅游公司的服务对象和企业利润的来源。企业要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始终如一地本着诚信服务
的态度，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为旅游企业树立良好的口碑和形象，同时也为企业营造和谐的旅游氛围
和公平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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