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12 月 21 日，由
慈溪市人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民政府、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共同
主办的第五届中国电子家电企业国
际化高峰论坛在浙江慈溪举行，论坛
发布了中国电子家电出口百强名单，
格力受邀参加会议，并获“中国十大
空调出口企业”“中国十大环境家电
出口企业”两项殊荣。

2017 年 12 月 8 日武汉格
力精益团队携《基于空调室外机大型
钣喷覆盖件全流程精益生产模式的
研究与应用》项目参加了由中国质量
协会组织在北京召开的第六次精益
管理项目发表与研讨会。此项目荣获
此次发表赛示范级项目(一等奖)，并
以得分第一的好成绩被评委组单独
选出在颁奖会上做二次展示。

创造让世界更美好
董明珠现身世界智能制造大会

格力入选
“2017CCTV中国十佳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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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2017 年 12 月 12
日，由新华社中国g济信息网、
新华网;x主办的 2017 中国
企业家博鳌论坛于{南举行。
围绕本届论坛议题之一 --“一
带一路背景下的品牌与传播”
，
众多企业负责人、H家学者、政
府官员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
何k动中国品牌发展与传播，
助力中国g济实现转型升级。
值得注意的`，此次论坛
现场宣布“新华信用”O台正
式上线启动，格力、五粮v、京
东集团等企业成[该O台首批
入驻单位。

2018 年 1 月 12 日

事实上，首批入驻该O台的
这些企业也`新华社民族品牌
传播工程的入驻企业。新华社
民族品牌传播工程于今年 6 月
启动，通过利用新华社丰富的媒
体资源、强大的传播实力和A库
力量，[中国j秀民族企业进一
步扩大品牌影响力ef有效渠
道，[唱响中国品牌加油助力，
[中国民族企业进一步走向世
界铺路架桥。该工程一gk出
就得K了企业界的热烈响应，截
至目前已g有二十余家企业成
功入选。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z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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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建设。习近O总U记三Ӣ转l
中eK的一Ӣ转l即关于品牌
--“产品向品牌转l”，与此同
时，2017 年我国正式将 5 月 10
z视意味
日设立[中国品牌日。
着“不y”
，
即中国品牌的发展还
不y好，目前我国品牌发展严z
滞后于g济发展，产品质量不
高、创新B力不强、企业诚信意
识淡薄，`我国民族品牌建设的
实际情况。正因[如此，中国亟
需k出一批民族品牌。
如D说民族品牌工程势在
携手入选企业，让世界爱上更多
中国造，[中国品牌走向世界ࠀ
努力，那么入选民族品牌工程的
企业此次进一步入驻“新华信
用”
O台s`将中国品牌发展落
K实d。企业品牌建设不`一蹴
ࠀ就的，品牌价值的核心之一即
，企
在于诚信。“人无信ࠀ不立”
业同样如此。
“新华信用”作[国
家级信用服务O台通过“O台 +
产品 + 服务”的模式，汇集公共
信用信息和市场信用信息，打造
H业信用A库，[市场ef信用
查询、信用发布、信用监测、信用
评价、信用管理、信用咨询和信
用评估等服务，将有效促进社会
g济的健康发展。

2018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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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成为标杆！

格力成企业标准五星级
“领跑者”
近日，上{市质监
局公布了空气净化F产品L域
的企业标准L跑者企业名单，
格力电F空气净化F标准
（Q/GD 20.00.084-2017） 因J
K国际LMNO，C术要求超
越国Q外M进标准的要求获得
最高级别 -- 五星级！
企业标准L跑者`指同类
可y范围Q公开的企业标准中
核心指标NOLM的产品或服
务，
`深化标准化k革、全面e

升产品和服务质量、k动中国
g济迈向中高端NO的一项创
新性工作。企业标准L跑者制
度[“L跑者制度”中一Ӣ类
别，国际上开展较早，中国Z
2014 年以来，M后k行了B效
L跑者、环保L跑者和N效L
跑者制度，此次上{继山东、浙
江之后v点“企业标准L跑者”
制度，旨在加强消费者对质量
e升的获得感，希望实现C术
导向的良性市场竞争。

p了h，此次空气净化F
L域的评价v点工作由上{市
环境保护工业行业协会空气净
化设xH业委员组织空气净化
F行业H家起*了空气净化F
产 品企 业 标准 L跑 者 评 价 方
法，评分项目分[企业执行标
准基本情况、强制性C术要求
情况、kl性（性B）C术要求
情况 3 大项 34 m项，根pwx
指标得分确•三Ӣ等级，由低
K高分[三星级(60-75 分)、四

星 级 (76-90 分 )、 五 星 级
(91-100 分)。不出意+，格力电
F在空气净化FL域仍保持了
_ 在 空 调L 域 的 一 贯 L M ,
格，-得五星殊荣。
目前，市面上的空气净化
F大多采用传统.网式净化C
术，且不说净化效D，就仅“•
期/0更1.2”此3费4又
费力一事便让消费者=5。ࠀ
格力的6耗7空气净化F，采
用国Q首创的 CEP 空气净化C
术，B实现空气净化 4 步走Y8
效过.网.9:发、人体t动
c;<、大=>c质等?发生极
形成等@子体，产生@子,，使
=>c、AB带上电C在电场

市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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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向收集极运动?
收集极s
收集DE、ABFG等有Hc
质?最后的Ib还原网，将净化
还
过程中FJ的Ib层层K进，
原新L空气。这~直M消费者痛
点的C术和产品，
N不受KOP
QR。
在LM标准的保持方面，
格
力电F所有产品采用的标准Q
远远超过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
准。p了h，格力电F的企业标
覆盖采T、研
准多J 9400 多S，
发、生产、管理等各Ӣ方面，可U
“无V角”覆盖。不W前，格力电
F还成[美国和加X大空调国
这对中国企业ࠀ
家标准制•者，
言Y属首次。

加大推广清洁能源利用
格力主导光伏产业标准制定
12 月 15 日, 第四
届全国Z标委成立大会[四届
一 次工作 会 议 在 浙 江\ ]召
开。z{格力电F^S有限公
司主导起*的 《_`a动多;
式空调（热b）系统》、
《_`a
动ZN（热b）系统》通过了H
家组的I•，成[_`空调产
品的行业标准。
_`空调产品属于跨L域
创新型产品，集发电、用电、c
电[一体。目前，我国d有单独
的发电、用电、c电标准、r范
和相关制度，发用c电一体化
的产品却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这使得_`类创
新型产品在市场k广中eK了
g大的f力。
2013 年 12 月 21 日，格力
电FZ主研发的“_`直al
g@心机系统”通过H家评I
团的;xE•，被认•[“全m
首创”，
JK“国际LM”NO。
这`全m首Ӣ_`中央h
通空调系统。该系统通过将_
`直流电直ii入中央空调快
速a动机组运行，实现jkB
的高效利用，JK进一步j化
建lB源mn、]少二b化碳
n放量的效D，对未来公共建
l空调系统的发展起K良好的
示范与促进作用，还将k动\

B]n迈向一Ӣ新的台阶。
作[/0B源的一~，j
kB的大r模应用在B源界可
制•
U`一次C术革o。因此，
相关标准，x理r范使用这一
/0B源`势在必行之事。
2015 年，
格力电F开始组
织 制 • _ `空调 产品 系p 标
准，主导制•了两S广东省地
方标准 《_`a动制Z空调系
统C术要求》、
《_`a动制Z
空调系统X全要求》和一S中
国电F工业协会团体标准 《_
`空调用l流FC术r范》且
已通过H家组I•并f批。
截qK目前，格力主导和
k进制•的 7 S_`空调产品
相关标准已I批通过。_`空
调产品标准体系已8步建成。
p介绍，此系p_`空调
标准，r•了一些_`空调特
有的指标，ef了一r_`空
调产品的评价方法，积极k动
了_`空调产品的市场化，同
时加深了h通空调行业和_`
行业s向发展的维度。
格 力 电F 相关 负 责 人 表
示，
“ 我们还需进一步k动国家
标准的建立，加强对直流t网
和 _ `用 电侧 设 x标准 的 制
•，着力破9_`空调产品的
标准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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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两器管路成功举办
集团化设备保全精英训练营

引领转型”
“匠筑梦想，

2017 年度劳动技能竞赛完美落幕
“匠心l就梦N，突破引L
转型”
，日前，由公司工会和培
训G主办的 2017 年格力电F
“匠心逐梦”
空调整机wmCB
竞赛[ 2017 年度劳动CB竞
赛闭幕在z{总G空一分厂第
三代单元A胞线隆z举行。空
调整机wmCB竞赛最后由z
{总G代表队获得一等奖。
本次空调整机wmCB大
赛，可U高手云集，来Zz{格
力、V沙格力、x肥格力、石家
庄格力、芜湖格力、武汉格力、
郑]格力、z庆格力的 32 名C
B精英齐聚总G，演绎空调整
机wm巅峰C艺。每支代表队
由 4 名业Q精英组成，虽然他
们来Z同一Ӣ基地，但来Z不
一样的分厂，O日里彼此陌生
熟
的他们，
用熟~的C术C巧、
~的工艺知识将他们组成一Ӣ
团队，顽强拼搏，充分展现Z己
基地的,采！
的,采、

y赛现场c+存放与wm
h域分开，wm现场放n首件
表，参赛队员核对首检选用c
+。y赛产品以生产家用空调
[主，y赛前一周告知y赛人
员wm机型，便于不同生产系
统人员熟~，e高整体y赛N
O，防q未生产过此类机型的
选手无从下手，现场wm困R。
ࠀ来Z工艺G、质控G、石家庄
基地、郑]基地、武汉基地、x
肥基地等 17 人组成的H业裁
判队伍，在上午紧张的y赛以
后，立即进行现场拆机评分，确
保结D公O、公正、公开。
赛场上各位参赛代表队沉
着Z静，争分多秒，相互协作，
积极应战，精彩纷呈。最后，来
Z不同分厂的蒋礼、舒宗文、唐
忠武、张永胜组成的z{总G
代表队获得决赛第一名，石家
庄格力代表队获得第二名，郑
]格力代表队获得第三名。

公司在 8 月开始全面启动
了
“匠心l梦”2017 年格力电F
劳动CB竞赛，各Ӣ基地掀起
了“学CB、爱岗位”的劳动C
B竞赛热潮。空调整机wmC
B竞赛`本届劳动CB竞赛的
最后一场y赛，随后还举办了
CNC CB竞赛颁奖仪式与 2017
年度劳动CB竞赛闭幕仪式。
CNC CB竞赛由精密模具
公司林超强获得了一等奖、空
四分厂马志桃、精密模具公司
赖诚斌获得了二等奖、何军糖、
赵业雄、
赖巍获得了三等奖。劳
动CB竞赛`员工学C术练本
L的z要方式之一，`所有参
赛选手wx@质和CBNO的
演绎O台，更`对各单位k进
员工CB人才选拨和培养NO
的一次检验，对全面e升员工
队伍岗位CB，促进企业可持
续发展起着z要的作用。

凝心聚力 点燃激情

格力趣味运动会火爆来袭
g办、工艺设xG、mr分厂荣
获三等奖。

格力新元

珠海格力电器总部
P着8冬的hk，由
日前，
z{ 格力集 团工委 会主 办 的
“格力集团第七届职工趣味运
动会”在市原动力运动俱乐G
wx馆火热举行。格力电F 2
支队伍代表公司参加，凭着出
色发挥荣获了本届运动会的二
等奖，充分展现出格力人团结
一致、
勇于拼搏、积极进取的精
神和活力。
[确保活动顺利进行，在
收K举办趣味运动会通知后，
格力电F工会马上招募队员，
组建 2 支参赛队伍，对f名的
员工进行体B测v与训练，利
用晚上、周末等下班时间进行
强化练习、
模拟训练，全面做好
了赛前准x。
在运动会现场，开场的“拔
河友谊赛”迅速点R了全场的
激情。在i下来的前呼后拥、趣
味投篮、笔直向前、步步[赢、
陆地龙舟等y赛项目中，各参
赛队伍奋力拼搏，进行着一场
又一场体力、
脑力的大y拼，g
过五Ӣ项目的激烈角逐和团队
y拼，
各代表队均赛出了,格，
赛出了NO，最终|}2动力
本报地址：珠海前山金鸡西路

脱颖ࠀ出，取得团体总分第一
名，X下本届趣味运动会一等
奖。格力电F不忘8心队和格
力电F继往开来队获得了二等
奖。电工蛟龙队、新C术新时代
队、建Xl梦队获得三等奖?_
他的 10 支参赛队伍获得了j
秀奖。

重庆格力
2017 年 12 月 19 日，[丰
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增强团
队凝聚力，格力电F（z庆）有
限公司第四届员工文化\之趣
味运动会在公司篮m场拉开帷
幕，公司各单位L导以t来Z
各单位的十支参赛队伍参加了
趣味运动会。
本届趣味运动会涵盖陆地
龙舟、蛟龙出{、魔法飞毯、齐
心协力、活力竞走、一锤•金六
Ӣy赛项目，y赛采用积分制
评y。
每Ӣy赛项目不仅锻炼大
家的动手动脑B力，也锻炼大
家的团队协作B力。g过数轮
激烈的角逐，团队和协作的完
美y拼，最终，c流管理G荣获
本届趣味运动会一等奖，生产
G、控制F分厂荣获二等奖，总
邮编：519070

[丰 富员 工 业 余 文 化 生
活，增强新元团体凝聚力，增进
员工热爱运动精神。新元工会
2017 年 12 月 30 日下午特组织
举办“格力新元 2017 年度趣味
运动会”。
本次运动会y赛。y赛项
目由团体赛，Ӣ人赛组成。团体
赛分别有Yp队表演、前呼后
拥、步步[赢、十一人十二足和
陆地龙舟?Ӣ人赛分别有Y蜗牛
夹乒乓m、
单>、
单人跳绳。
员工积极踊跃参与每Ӣ运
动项目，现场氛围极_和谐热
闹，最终，职B;队荣获一等
奖，质量控制G荣获二等奖，控
制F分厂荣获三等奖。

格力马鞍山电工
2017 年 12 月 30 日，[了
营造生动活泼、宽松和谐、积极
健康的良好氛围，增强公司上
下凝聚力和向心力，更好的促
进 2018 年 各项 工作的 顺利进
行，马鞍山电工以“庆元旦、P
新年”[主题，举办了第三届趣
味运功会。
本次 趣味 运 动 会 共 开 展
“团体四子连心i力赛、团体指
压板运mi力赛、Ӣ人踢毽子
y赛、Ӣ人跳绳y赛”4 项运动，
最终决出团体一、二名。四子连
心i力y赛的第一名[拉丝分
厂，第二名[计划c控G?指压
板运mi力y赛的第一名[质
量控制G，第二名[计划c控
G。

责编：杨葛东 李其阳

美编：李其阳

[期 三 天 的 2017 年 两F
管路集团化设x保全精英训练
营第一期近日落下帷幕。主办
单位z{总G两F管路分厂在
分厂会议室[第一期设x保全
精英举行隆z的结业典礼，来
Zz{基地、x肥基地、芜湖基
地、郑]基地、武汉 基地、石家
庄基地、V沙基地、z庆基地、
\]基地共 20 名精英参加了
本次典礼，两F管路分厂L导
王文强[学员颁发结业证U。
z{总G两F管路分厂;
x设x动力G于 2017 年 12 月
S组织开展集团化两F冲床、
模具 保全C 术第一 期集 中培
训，通过培训和相互交流，促使
各 地 保 全 员 C B得 K 不 断 e
升。
[做好第一期集团化设x

分厂成立了
保全精英训练工作，
以一把手[总负责、
以环X设x
科科V;x设x动力G相关负
责人[k进员的训练营组织架
构，邀请设x厂家、模具厂家H
业工程师、设x动力GH家讲
师、总G两F管路分厂资深设x
调vC师、模具保全C师组成的
资深讲师团，围绕e升保全人员
e升保全人
设x预防保全CB，
员设x点检、TPM 管理tH业C
BNO?e升设x保全操作的r
范性、H业性?e升冲床、
模具的
调v、保全CB，实现通过设x
复原消9质量隐患、
]少设x故
u、e高wx效率，追求j良的
设x、高效的生产、一流品质的
努力打造一流
训练营核心目标，
设x保全团队，[ 2018 生产保
驾护航。

2017 格力工装工具年度交流
暨表彰大会圆满落幕
由z{ 总G工 艺G主 办、
x 肥格力 工艺 设x G 承办 的
2017 年工w工具年度交流[总
结表彰大 会于 12 月 7 日 在x
肥格力顺利召开。
本次表彰大会上，共有来
Zz庆、宿迁、\]筹x组等 10
Ӣ空调t生活电F制造基地的
工 w 工具 C 术 人 员 参 与 了 交
流，_中z{|}的代表人员
也应邀参加了本次活动。
在[期 2 天的交 流中，x
肥格力作[协办单位，通过现
场讲h的方式向各参会单位展
示了“L 分体Q机导,板Z动w
mj化k 善”等 19 Ӣk善 项
目。各基地负责人也利用 PPT
讲h的方式分享了本单位的k
善项目。
随后，z{总G工艺G对

全集团全年的工w工具应用k
并对
善t管理工作进行了总结，
来年的工作e出了更高的目标
与要求。
各单位共展
通过本次活动，
示了 449 项k善}例，_中 114
同y去
项}例被选[j秀}例，
年上升了 11%。同时还评选出了
x肥格力
郑]格力工艺设xG、
工艺设xG作[本年度的M进
单位并进行表彰。
截至目前，
“ 年度工w工具
交流[表彰活动”已开展了五
届，并于 2015 年增加了季度视
主要目的在于
g会议交流活动，
k进工w工具的集团化管理，
共
享j秀k善}例，
全面e高公司
工w工具应用NO，最终[公司
制造工艺t质量NO的e升做
出贡献。

有一朵郁金香
撑着紫金色的阳光
一步一步走向
蓝白相间
装满汗水的铁铝箱
轻扣铁箱的门窗
目光且回望
它望见了
车间长龙里腾挪的机器臂膀
操作机旁殷切的目光
设计师们严谨的方案
尖锐声的
金属切割迸发炙热的光芒

在平庸的闹市中度过
当我的双手
捧着每日薪资的时候
让我永远觉得我是一无所获
让我念念不忘
让我青春梦中怀着的
这大国工匠的感叹

心生倾慕的郁金香
献出它嫣然的花瓣
用它纤弱的笔体写下
谢谢你 我们的格力人
对啊 我就是那一朵郁金香
倘若 倘若
如果此生没有遇见你
遗憾定会让我念念不忘
让我青春梦中怀着的
这大国工匠的感叹
当我的日子

传真：0756-862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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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路边 疲乏叹息
当我在窗台细数着光影的尘埃
让我念念不忘
让我青春梦中怀着的
这大国工匠的感叹
然 我却此生遇见你
让我念念不忘
那个夏天
青涩的朝阳向上吞吐
常青藤向上缠绕
风中有劲草 你这样告诉我
世界上翻腾着浪涛
而你
要让世界
爱上中国造

爆料及投稿邮箱：
culture@cn.gre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