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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凌达入选 2017 年广东省
“双创”示范大企业名单

格力
“开工利是”
惹人羡
人均每月再加薪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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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创造市场

格力空气源热泵销售首破20 亿元
2017 年我国空气源
热泵市 场品 牌 成绩 单 近日 出
炉：得益于在煤改电市场的强
大品牌效应，格力电器在空气
源热泵行业继续引领发展，热
水市场 及采 暖 市场 获 得双 丰
收，市场销售规模首次突破 20
到
亿元。这一成绩对格力来说，
底意味着什么？
笔者认为，这意味着格力
创新改变世界的战略取得新突
破，以自主创新技术开拓市场，
用环保技术创造美丽中国的步
伐在加快，并且取得了初步的
成效。

创新实现改变，改变创造
市场。这样的规律贯穿于包括
制造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的发展
历程中。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
珠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不止
一次说过 ：
“没有 天花板 的市
场，只有天花板的企业。我们每
一项独创的技术，就是一片全
新的市场。”
事实上，格力也确实一直
通过坚持自主创新，用新技术
不断开拓新市场。针对空气源
热泵 采 暖市 场 推 出 火 凤凰 系
列，广受好评。实际上，格力对
于清洁采暖的探索与实践并不

止于此，凭借自主研发的双级
增焓、三缸双级变容压缩机两
项国际领先的技术，格力率先
聚焦中小型热泵采暖设备，成
功打造出针对不同纬度范围、
不同使用场合的全系列供热产
品，为各种建筑场所精心打造
了一整套全面而完善的采暖体
系，为冬季供暖带来技术革新
和

以高质量产品开拓国际市场

格力为中国制造提供了成功经验
随着近年来中国制
取得优势，就更需要以高效率
造业的快速发展，一些拥有核
的发展模式和高质量的创新产
心竞争力的企业凭借高质量产
品赢得市场口碑。
品和创新技术，逐步在国际市
如何在高效发展中以高质
场上得到广泛认可。在今年 2
量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格力的
月初，格力中标国家“一带一 “走出去之路”应该能够为中国
路”核心枢纽、国家能源战略通
制造提供一份成功的经验。
道项目 -- 巴基斯坦瓜达尔港
第一，始终掌握核心技术
自由区综合服务大楼以及配套
和领先的创新能力。服务于国
设施。
家“一带一路”核心枢纽瓜达尔
制造企业在世界市场的竞
港 的格力 空调 ， 采用 了 格力
争中能够占据优势，往往具备
GMV5 全直流变频多联机机组，
这样几个特质：首先，必须拥有
其中搭载了多项格力自主研发
行业内领先的核心技术；其次， 的领先技术。正是凭借卓越的
必须拥有高质量、高效能的核
机 组性能 和长 期积 累 的知 名
心产品；第三，必须拥有自主研
度，让格力成为这一重大标杆
发能力强、市场敏感度高的科
工程的唯一中标空调企业。
技研发团队；第四，必须拥有长
第二，不断积累国际市场
时间积累形成的品牌认可度。
口碑和质量信誉。中国制造企
相较于世界先进制造业大
业要“走出去”，产品质量与服
国，中国制造业整体仍处于高
务信誉就是生命。格力之所以
速发展、
快速赶超的阶段。在这
能够中标瓜达尔港项目，正是
个过程中，中国企业能够打开
经过在当地长期深耕市场，通
世界市 场并站 稳脚 跟实 属 不
过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来积累
易。如果还想要在国际竞争中
信誉与认可，最终从默默无闻

的“外国”品牌，华丽转身为 当
地同类产品销量第一的品牌，
进而抓住了这一国际市场的核
心地带。
第三，抓住市场竞争核心
地带，持续输出精品项目。实际
上，对于格力来讲，瓜达尔港服
务项目本身的体量并不算大，
但其中的意义重大：在国际市
场中，只有参与竞争的项目足
够优质，企业获得的认可度才
会更高，竞争力也才会更强。瓜
达尔港作为国际货运的核心枢
纽地区，任何一项服务都要求
精益求精。格力能够中标空调
服务，不仅抓住了这一国际市
场的核心地带，更彰显了中国
制造企业国际地位的提升。
向国际市场要效益，就要
求企业能够在“走出去”的道路
上，主动迎合世界经济发展的
新变化、新需求、新常态，通 过
不断实现技术创新的高质量产
品，提升品牌认可度，增强国际
竞争力。

“如果你在被窝睡得
正香，床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
手够不到的地方都是他乡，上
个厕所 都是出 差 到遥 远的 边
疆。”
被网友称为
“央视段子手”
的朱广权描述寒冷时曾说到。
如今虽然立春许久，但我
国很多地方仍处于严寒的“统
治”之下，早春的冷空气让不少
网友大呼“每一次起床都是背
井离乡”
。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破除
春寒黑暗魔法的“神器”已经面
世 -- 一台格力·火凤凰至尊型
户式暖冷机就足以让家里的每
个房间都暖意融融。

在我国北 方极寒地区，空
调低温制暖一度是行业难题。
在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等高纬
度地区，冬天温度可达零下 30
度甚至更低，普通空调无法稳
定制热。而格力·火凤凰至尊型
户式暖冷机则应运而生！
它搭载被鉴定为“国际领
先”水平的三缸双级变容压缩
机技术，可实现零下 25 度制热
不衰减、零下 35 度稳定制热，
让低温制热的行业难题迎刃而
解。为了保证机组在高海拔、高
纬度地区正常使用，格力·火凤
凰的机组零部件全部都可耐零
下 40 度低温，使空气源热泵制
热运行极限温度再创新低。
此外，该机组还应用了格
力自主研发的“智能化霜”技
术，让制热化霜的时间大幅缩
短，暖意速至。智能水路防冻检
测技术不仅全面提升机组异常
情况下的防冻能力，再配合全
面的温度检测以及防冻运行控
制功能，更能为用户提供智能、
稳定的制热服务，寒冷魔法即
刻解除。
严冬虽寒，格力·火凤凰至
尊型户式暖冷机却能让房间暖
意不断，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其乐融融。

格力·火凤凰至尊型户式

暖冷机作为一台家用中央空调
机组，其多样化的末端配置还
可为家居生活提供诸多便利。
通过联 接热水发生器，它
可以通过风机盘管、地暖、散热
片（暖气片）来实现对房间温度
的控制，以满足不同用户对采
暖方式的不同需求，即使在零
下 35 度 的环境温度下也能提
供 30—60 度的采暖水热水。
古人写诗“晚来天欲雪，能
饮一杯无？”来以酒驱寒，而有
了格力·火凤凰，现代人的取暖
方式更多样了，让整个冬天都
暖暖的。

对于中央空调来说，能效
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多个房间同时使用空调，耗电
量大，电费支出也会相应增加。
格力·火凤凰至尊型户式
暖冷机全系列的产品都是能效
一级，它们拥有基于室内温度
的自调节控制技术，可根据用
户设定室温及实际室温情况自
动调节机组运行状态，实现机
组全天候自动节能运行，还设
计有节能模式、外出模式等功
能，可以最大限度地为用户节
省电费支出。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格
力·火凤凰至尊型户式暖冷机
以高效节能的特征为用户带来
优质服务，让勤俭持家变得更
加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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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人的春节

—春节题材摄影作品选
——

2018 是个
“有福年”，父亲
贴春联的背影是这一年最温暖
的时刻。

一 个又一 个的车 流经过，
人们归心似箭，无暇顾及擦身
才
而过的美丽灯景。抵达家门，
发现这一路的红色灯光，也正
照亮着回家的路。

泥人、糖人、爆米花等民间
艺术，此时变成了新年氛围的
调味剂。

春节渐渐远去，我们也秉
承着“每逢佳节胖三斤”的“优
良传统”
，金黄色的皮包裹着金
黄色的馅，它是家乡的蛋饺。带
着“金黄色的记忆”回到了工作
岗位上。那一刻，我是幸福的。

带着家乡美食踏上返工
路，熟悉的味道让味蕾不断跳
跃，象征团圆的丸子、用心熏制
的腊鱼腊肉、
“ 铜钱”饺子、年年
有鱼，每一口，都是幸福和爱。

温暖世界
有那么一个人，筑爱成城，

“ 公益”
对于格力人来讲，
这个词，在 2017 年离我们如此
之近。许 许多多 的格 力人 在
2017 用实际行动参与到公益
中，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这个用
爱铸城、
守护弱小的格力青年 格力团委 青年志 愿者 协会 会
—苗朋柯。
长——
2014 年，是苗朋柯从上海
理工大学走进格力的一年，也
是他以格力人身份投身公益事
业的一年。
第一次参加公益活动并不
是一时兴起，因为他有过和被
帮助的人一样或类似的经历，
他能体会“他们”的感受，体会
困难日子里的不易，他也深知
一个人公益能力是有限的。于
是在格力团委的平台里，他和
团委诸多小伙伴一起呼唤更多
的人认识公益，加入公益，重视
从事公益的深度。
本报地址：珠海前山金鸡西路

胡飞鹏 （机电院） 看到这个倡
议，一起与苗朋柯策划了一个
长达 3 年以上的针对湖南凤凰
山区 几位孩子 的一 对 一帮 扶
“展翅计划”活动，长期不间断
地和这几位孩子保持沟通，支
持，不仅是从物资，更主要的是
参与到孩子未来生活和工作规
划当中，了解孩子的心理成长。
2017 年 9 月 15-17 号，胡
飞鹏与苗朋柯作为这个活动的
2014 年至 2017 年，从云南
代表，前去湖南面见对接的孩
省怒江州的穷困群众到珠海市
子，共辗转怀化、吉首、凤凰和
的失独家庭，从梅州贫困山区
当地山区的多个地方，见到了
的留守儿童到凤凰山区的贫困
被资助的孩子，与孩子有了更
孩子，从衣食住行到文化教育， 深层的了解，并给孩子带去了
苗朋柯和团委、青协及身边热
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爱公益小伙伴们身体力行地参
施仁布德，为善最乐。苗朋
与公益活动的方方面面，为贫
柯的公益之路来源于生活，也
困山区的老人、孩子组织募捐
回归到生活，从公益劳动的付
御寒的冬衣、被褥；号召关爱留
出到精神层面的获得，他用自
守儿童，为他们募捐各种生活
己的方式对现世状况做出力所
必备品和学习文体用具。
能及的改变，这是一种让世界
2017 年 4 月，在格力基建
更美好的愿望的实现，也是对
办黎姐的牵引下，苗朋柯结识 “身体力行谱大爱，人间自有真
了珠海一个名字为“凤凰展翅” 情在”的完美诠释。
的公益组织，该组织长期对接
心怀大爱，筑爱成城，这是
帮扶湖 南 凤凰 的 一 个 贫 困小
一个普通的格力青年向外界传
学，已有十多年时间。在“凤凰
递的当代青年的责任担当，从
展翅”公益组织的支持和黎姐
用科技改变生活到用爱温暖世
的组织下，苗朋柯发动了一次
界，格力人，在每一个角度，都
公益活动倡议，在格力热衷于
牢记着自己对世界的担当！
公益活动的杨曦 （物流中心）、
邮编：519070

责编：杨葛东、
李其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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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百个灯笼高挂着成
千上百个灯谜，为新年添置一
抹吉祥，为人们增添一份快乐，
尽管这是每年都会举办的一项
喜庆活动，但每年人们依旧乐
在其中。

孩子们应该是最盼望过年
的了，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他
们才可以玩得更加“放肆”
，笑
得更加开怀，新的一年，希望所
有的孩子，都能够拥有幸福的
人生。

过年，南方要吃汤圆，北方
爱吃饺子，在贵州，相似的两种
食物叫了“汤粑”
，虽然名字变
了，但不变 的是一家人为“年”
忙碌的热闹。

“一帆风顺吉星到 万事如
意福临门”“迎新春江山锦绣
辞旧岁事泰辉煌”“欢声笑语
贺新春 欢聚一堂迎新年”
，传
统的春节即将到来，公司用手
写的春联，传递温暖，给广大员
工及家属们送去诚挚的祝福。

春暖 2018
格力电器党政工团
为困难职工送去温暖
“新 年之际 ,我最 牵挂 的
还是困难群众, 他们吃得怎么
样、住得怎么样,能不能过好新
年、过好春节。”在 2017 年的新
年贺词中, 习近平总书记动情
地说道。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进一步做好困难职工解困
脱困工作，传递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职工群
众的关怀和温暖。值 2018 年春
节来临之际，结合珠海市总工
会、格力集团工委会政策，进一
步加 大 对困 难 职工 的 帮 扶 力
度，帮扶困难职工过上温暖欢
乐的春节，格力电器党政工团
在 2018 年 春 节前 对 困难 职 工
开展送温暖工程活动。
自 2 月 5 日开始，由格力
电器党委、工会、团委、人力部、
动力部及工会委员组织各单位
分工会形成公司层面的慰问小
组开展春节前困难职工走访慰
问工作，总共 28 批慰问线路，
130 人次。同时，为每一位困难
职工邮寄一份内装有董明珠董
事长对职工慰问关怀的春节福
袋，为每一位困难职工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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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去来自公司的新春祝福。
格力电器党委书记李绪鹏，
格力电器党委副书记、
公司副总
裁兼工会主席庄培，格力电器纪
委书记、公司副总裁望靖东，格
格力电
力电器助理总裁方祥建，
器总裁助理陈伟才亲自带队逐
个上门走访慰问，
考察困难家庭
实际情况，了解职工日常思想、
工作状况，转达公司及董事长对
困难职工的关怀，
以实际行动把
为他们
温暖送到困难职工心上，
排忧解难，鼓励员工振奋精神，
努力创造新生活，
感受来自格力
大家庭的温暖。
保障权益”
，实
“服务员工，
实在在的关怀举措，
解决员工实
际困难，提高企业内部的凝聚
力。开展困难职工结对帮扶及慰
问活动，既是节日期间的一项重
要工作，又是一项长期任务，格
力电器将加大力度把困难员工
帮扶工作持之以恒地落实好，坚
持好，用真心帮扶困难职工，通
过帮扶慰问活动，
了解困难职工
的生活情况，鼓励他们要树立信
心、积极生活，让自己及家人的
生活越来越好。

爆料及投稿邮箱：
culture@cn.gre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