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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总书记讲话及宪法修正案

格力全员凝心聚力 迈向智造新时代

3 月 7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
团审议发表了重要讲话。总书记指出“发
展是第一要务，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
第一动力”
。
3 月 8 日，格力电器副总裁望靖东
组织公司领导、
中层干部集中学习，黄国
军、
陈建国等干部结合实际工作情况，畅
谈学习体会，
表示格力人应该勇于担当、
追求创新，继续真抓实干、奋发进取，以
新的更大作为开创新局面。
2017 年 12 月，
格力凭借
“自主创新
发展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成果获得中国
企业改革发展优秀成果一等奖；2015 年
1 月，凭借“基于掌握核心科技的自主创
新工程体系建设”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
格力能有今
进步奖二等奖。望靖东表示，
天的成绩，在于我们构建了基于掌握核
心科技的创新工程体系。
3 月 9 日上午，格力电器生产单位、
技术部门、质量部门等纷纷组织员工学
习总书记讲话精神。

在习总书记“三个转变”
的重要论述
指导下，为落实供给侧改革要求，董明珠
从公司全局战略的高度，明确了格力的
前进方向，制定了自主创造、大力发展智
能装备的发展战略。
空四分厂副厂长刘婷在学习中深有
感触，她自豪地介绍起身旁的高端精密
智能装备，
“2013 年以来，公司在暖通制
冷设备领域快速发展，产品线不断丰富，
逐步覆盖核电等工业工程项目；在智能
装备发展领域上，公司技术研发取得很
大的突破，自主研发五轴数控机床、机器
人等智能装备产品。其中，五轴数控机床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经过多方实践验证，
其精度和效率可以和进口机床相媲美！”
3 月 9 日下午，在格力电器助理总
裁方祥建的组织下，300 余名骨干、党支
部委员对总书记讲话精神进行了深入的
学习。
与会代表庄嵘、施清清、
刘冬梅等踊
跃发言，分别从技术创新、高质量发展、
双效提升、人才培养等方面结合工作实

际阐述了心得体会。
3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
“维护宪法权
草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
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
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
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3 月 12 日下午，格力电器党委副书
记庄培 同志主 持召开 了格 力电 器学习
《宪法修正案》启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
格力电器党委、纪委成员、公司领导、中
层干部、党工团基层工作者代表。党委委
员方祥建首先传达了董明珠关于组织学
习宣贯宪法修正案的指示精神，指出要
全员学习、分步骤学习，要将学习工作落
到实处。
会上，与会代表与党委委员踊跃发
言，分享了各自的心得体会。最后，格力
电器党委书记李绪鹏作总结发言，他指
出，各单位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宪法与抓
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通过学习转化为
自身动力，运用宪法精神引领各项工作
高质量发展。
在接到指示后，各子分公司及总部
各部门迅速响应，纷纷开展了“弘扬宪法
精神、普及宪法知识”的主题宣传学习活
动，宪法知识专题讲座等一系列内容充
实、形式多样的宪法宣传学习活动。
这次宪法修改将党和人民在实践中
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
新成果载入宪法，顺应党和国家事业的
发展需 要符合 广大人 民群 众的 根 本利
益。格力电器全体员工通过学习《宪法修
正案》能够有效地弘扬宪法精神，增强法
治观念。实现让宪法意识成为推动企业
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的目标，为中国制
造转型升级不懈奋斗。

质量关乎
董明珠：
“两个生命”
中国企业应摒弃单纯
逐利而行的思想，脚踏实地做好企业，携
手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实体
经济水平，为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
和竞争力奋勇前行。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
体系质量，以优质的制度供给、服务供
给、要素供给和完备的市场体系，增强发
展环境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体现出党和
国家对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改
革、
动力革新的坚定决心。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
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
牌转变”
的重要思想，为中国经济和中国
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企业而言，继
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通过
改革创新，
才能走在高质量发展的前列。

要闻速递
珠海凌达项目喜获广东省机械
工业科学技术奖
广东省机械工业科学技
术奖、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科学技术
奖奖励委员会于 2018 年 3 月 17 日
在广州召开 2017 年度颁奖大会。珠
海凌达“旋转式喷液冷冻冷藏压缩机
的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喜获
广东省
广东省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机械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武汉格力荣获“武汉市模范和谐
企业”
荣誉称号
3 月 29 日，
在武汉市开发
区（汉南区）总工会组织召开的一届六
次全委 （扩大） 会议上，主办方对于
企业和谐共建
2017 年工会工作突出，
方面颇有建树的单位进行了表彰。其
中，格力电器（武汉）有限公司在全市
参与评比的两千余家企业中脱颖而
出，荣获“武汉市模范和谐企业”荣誉
称号。

郑州格力荣获治安防控网建设
“先进单位”
荣誉称号
3 月 29 日，郑州市公安
局高新区分局颁发决定，对辖区内
2017 年度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防控
网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及个人进行表
彰，格力电器（郑州）有限公司及总经
办治安管理科朱世录分别荣获“先进
及“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
单位”
郑州格力入在全产业园布控
1600 余处监控点位，实现厂区全覆
盖，并落实现场安全检查、监控室 24
小时视频值班的联动安全管理机制，
对违法、违章、违纪行为有效监管，切
实增强自身防范和抵御不法侵害的能
力，确保厂区的平安和谐，
让员工安居
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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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用创新诠释品质革命

3 月初，格力
家庭中央空调变频变容技术发
布会在上海举行。由权威专家
认 定 国际 领 先的 变频 变 容 技
术，以“用电省一半”的科技创
新掀起了一场节能革命。
“用中国自己的技术和装
备为全世界生产高品质产品，
让中国制造的标签从‘低端’
‘粗糙’
‘质量差’变成‘高端’
‘智能’
‘现代化’
，是我们的制
造强国梦。”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说。

2016 年，格力亚洲出口份
额高达 23.10%，欧洲出口份额
高达 20.50%。格力在全球 214
个 国 家和 地 区进 行了 商 标 注
册，自主品牌销售约占海外销
售总量的 30%。格力已经从家喻
户晓的中国品牌成为有影响力
的世界名牌。
格力，是中国制造的领军

者，更是“颠覆者”。长期以来，
格力将创新作为发展的核心动
力，既推动企业创新，更带动行
业革新。近几年来，格力以每年
至少推出一项突破性技术的速
度，为中国制造品质革命提供
了生动诠释。

“以前多联机是日本企业
的市场，这几年随着格力这样
的企业不断发展，我们的技术
在不断突破，已经超过了日本
企业的水平，这是中国人的骄
傲。”安徽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
测院副院长李道平说。
2000 年左右，格力中标一
单多联机项目，当时中国还没
有一家空调企业掌握多联机技
术。格力公司领导带队赴日本，
打算从合作伙伴手中购买多联
机技术，遭到对方毫不留情的
拒绝：这是日本企业用 16 年时
间研发的，目前国际最先进的

技术，多少钱都不卖。从那天
起，格力电器意识到真正的核
心技术买不来，只有走自主创
新的中国制造之路，才能掌握
核心技术，实现制造强国。
如今，格力打破技术天花
板、领跑消费市场的背后，是一
系列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坚
强支撑。作为中国品牌的代表，
格力在巴西的市场份额近 30%，
在墨西哥的市场份额 35%。格力
产 品销 售 覆盖 了 所 有拉 美 国
家，每年销售产品 200 多万套，
出口金额约为 4 亿美元。而乘
着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东
风，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
近年来，格力还自主研发
出分布式送风技术、三缸双级
变容压缩机技术、面向多联机
的 CAN 通信技术等多项国际领
先技术，在家庭中央空调的制
热能力、能耗水平、送风方式、
智能控制等方面实现了全面的
技术突破。

董明珠解读销售管理变革
要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服务观念和行为

2017 年 9 月 1 日，在德国
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展上，格力
G-IEMS 局 域能源 互联 网系统
面向全球发布。该系统将建立
的“未来之城”就是光伏城，每
个家庭配有光伏发电、户用储
能，单一个体自发自用，对接电
网，余电可交易。
中国制造企业强化了自身
优势，也会赢得全球市场的青
睐。2018 年初，格力中标美国凤
凰世贸中心，通过应用中国自
主研发的光伏空调，一年可以
节省超过 1500 万元的电费。
2017 年 1 月，被称为“炸弹
气旋”的暴风雪袭击了美国。在
美国最寒冷的水牛城，格力凭
借其自主研发的超低温制热多
联机组，中标温德姆酒店项目，
因为格力三缸双级变容压缩机
在 零下 40 摄氏度 仍然可 以稳
定制热。格力超低温制热多联

机不仅获得了美国安全检测实
验室颁发的全球首张超低温制
热证明，也为我国北方冬季供
暖“煤改清洁能源”提供了解决
方案。

清早起来，打开接入“G+”
智 能 系统 的 晶弘冰 箱 ，
“ 瞬冷
冻”黑科技可以做到“-5℃不结
冰”“冰沙速成”“肉类一刀
切”等冰雪魔法。有了脏衣服，
放进格力的净静洗衣机，六大
智 能检 测 系统 确 保 洗 衣 不 伤
衣、稳定无噪音。出门前，只要
对 着 格 力 金 贝 空 调 说 声 “关
闭”
，就能在 5 米内被精准识
别，可谓
“懂事听话”
。如果出门
在外，还能用格力智能家居系
统 24 小时监控家中情况。
如今，从厨房温控到实物
储藏，从饮水健康到美味烹煮
……格力智能家居从每个细节
处解决消费者难题。

圆满落幕
“格力·中国杯”
乌拉圭力克威尔士夺冠

近日，格力电器董
事 长董 明 珠在 接j k 体l m
时，对格力将进行的“销售管理
变革”做出解n：格力的销售变
革并不是要推opq，而是r
样让产品营销更加s近互联网
时代的服务观念和服务行为。
无t，在电商快步走过u
利时代、新零售大v模8起的
背w下，制造业必须不断xy
销售z道的自我突破，以更新
的销售理念{到与消费|利化
}势更为s近的~合点。在这
方面，•经带领格力电器创造
出
“21 世纪全新营销模式”
的董
明珠，在探索顺应时代发展要
求的营销模式上不S拥有变革
更提供了变革的方向。
的W蕴，
首先，既有经验为企业提

界上赢得赞誉，核心竞争力在于
坚持自主创新、掌握核心科技。
这种创新精神已渗透到格力发
展的每一步进程，影响着研发、
生产、销售、服务的每个环节。
作为与生产制造同样重要
的销售管理，不管是创造神奇的
“21 世纪全新营销模式”，还是
现在与京东、E宁等平台合作~
入互联网新零售领域，都是销售
z道与模式的不断创新与xy。
最后，服务理念为企业提供
3 月 26 日，2018
了成0的方向。在 2018 年的营
销变革中，董明珠强调更多的是 “格力·中国杯”国际足球锦标
供了成0的基础。在此前赢得
赛落下帷幕。当晚举行的决赛
s近互联网的服务观念和服务
巨大营销成0的经历里，
格力自
中，)拉*队以 1-0 击+威,
行为，最终的落脚点依然是格力
建z道、广泛布局专卖店、与经
-队，获得.军，将“格力·中国
一直坚持的对消费者的s近。实
销商建立产权关系等营销模式。 际上，格力不断致力于技术创
杯”收入/中。本场比赛进球0
这种在当时看来有些“兵行险
1、)拉*队球员234荣5
新、产品创新、营销创新，核心理
赛事 MVP，广西6世78格力贸
招”的重资产发展策略，却凭借
念就是要让更多的消费者因为
格力创新产品的质量优势与服
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海9为其
应用格力的产品而让生活变得
颁奖。
务优势，被业界推崇为“21 世纪
更美好、更幸福。基于这样的核
全新营销模式”。
本届“格力·中国杯”.军
心理念，格力要求通过互联网来
在 2016 年欧洲 杯四强 威,格力的领导团队是在对彼
主动获悉消费者的产品运营状
时行业变化、市场变化的审时度
与南美:;)拉*之间展开<
态，就是继续将“s近消费者需
逐。本场比赛双方=>主力?
势之后，{到一条与时代发展契
求”作为营销变革的方向。
合的创新销售模式。这种经过
场，全力以赴的两队一开场就
任何销售模
在互联网时代，
让广西体@中心A入BC，第 1
市场长期d验而获得成0的经
式都离不开实体企业的产品、服
验，将为企业的又一次销售变革
分D，E亚FGHI击中门J
务和创新精神。在探索销售管理
引K现场球L。此后双方M来
提供成0的基础。
变革的过程中，互联网是提升消
其次，创新精神为企业提供
费体验的工具。实体企业与互联
了成0的动力。格力能够成为
网的完美~合将创造更加s近
中国制造业的领军企业，并在世
消费者的全新模式。

长的同时，全年用于产品维修
的费用与 2016 年相比有较大
幅度降低，市场满意度进一步
提升。依据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顾客满意度测评中心的测评数
据，格力的顾客满意度、忠诚度
连续 6 年保持行业第一。
格力的用心获得了大家的
认可。2005 年至今，
格力家用空
调连续 12 年领跑全球；2017 年
前三季度，公司营收总额超过

1100 亿元，净利润超过 150 亿
防、问题发现、分析研究到解决
元，收入和利润水平增长双双
方案落实 4 个环节的循环反馈
超过 30%。这一切，就是格力重
中，推动质量技术持续创新，产
视产品质量得到的收获。
品质量持续改善。
经过几年的归纳总结，
以“质控四重奏”为核心的
2016 年，我们提炼出格力的“质 “T9 全面质量控制模式的构建
控四重奏”
（D-CTFP），将顾客与
与实施”理论体系获得由中国
结果导向的倒逼机制应用到质
质量协会颁发的质量技术奖一
量管理的实践中，建立了顾客
等奖，目前，D-CTFP 质量技术创
新循环方法也正在转化为国家
需求引领、检测技术驱动、失效
机理研究、过程系统优化的质
标准。
量技术创新方法，在从源头预

我N，第 30 分D，威,- 后卫
O传失P，E亚FGQ过门将
I门R次中J！上半场中)拉
*场面占优，S威,-的反击
同样有声有T。
下半场U始，)拉*率先
取得领先，第 48 分D，234
接队V下W传中XY破门。Z
Z 4 分D后，)拉*R[破门
\机，S234在无人防]的
情况下没有^中_球，`失扩
大比分的\机。
此后，双方a势更加b着，
威,-接连送出精cI门d验
在现
)拉*门将。90 分D战e，
场球L的fg声中，
)拉* 1-0
小h威,-，收获第二届“格
力·中国杯”i.。
近日，2017 年度国际质量
创新大赛颁奖（Quality Innovation Award）大会在西班牙毕,
巴鄂举行，格力凭借《光伏直驱
变频空调系统研发及应用》项
目 R 次获 得 国际质量 创新大
奖，成国内家电行业唯一获得
该奖项的企业。
该奖项在 2007 年发起于
芬兰，是质量创新领域内最权
威、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活动，
旨在帮助质量创新项目获得国
际 视 野的 专 业评价和水平对
比，提升企业知名度和国家竞
争力。

2018 年 4 月 10 日

近日，有
“中国家电
与消费电器行业奥G2”之称
的中国家电“艾普兰奖”
颁奖典
礼在上海举行。本次典礼上，
格
力收获多个奖项：近日在家博
会上首发的、搭载“变频变容”
领先科技的新品 --GMV 智睿家
用多联机获得艾普兰环保奖，
格力空调中的“颜值担当”
--

格力·玫瑰 -Ⅱ获得艾普兰产品
奖，格力通用型 32 位微控制器
获得艾普兰核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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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暖多少年
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
发现自 己 期望 憧 憬安 静 的生
活，虽还未经历太多风雨，也感
慨地学着淡定的面对未知的一
切。前几日听说老家下大雪了，
瞬间想到是有几日没和家里通
那头爷爷好
电话了。电话一通，
奇地问 着 我在 格 力的 点 点滴
滴，而我的脑海中一直呈现的
都是爷爷和家中那台空调的故
爷爷说外边的雪下
事。突然间，
得越来越大了，打断了我的思
绪，随后我又寒暄了几句挂断
了电话，
A入了深深的O忆中。
记得儿时，父亲为了挑起
家中沉重的担子，毅然决定背
北上打工。父亲是个朴
井离乡、
实人，工作上踏实、卖力，不经
常O家，一年至多也就一两次
而已。那时，父亲三十一岁，爷

爷五十六岁。那一年的夏天出
奇的热，村里有许多老人都得
了暑病住进医院。虽然爷爷的
身体一向硬朗，却也熬不过这
毒辣的“火炉”，在一声“砰”响
之后，爷爷也住进了医院。
父亲得知消息后，立即赶
了O来。经医院检查，爷爷是中
了暑，病情不严重，而那一跌，
只是 头被 擦 出了 一 片“ 破 _
儿”
。那段日子里，爷爷看起来
瘦了好多。看着爷爷逐渐消瘦
的脸，父亲决定给爷爷装了一
台空调。
于是，爷爷家成了我们村
里第一家装空调的，我记得很
清楚，那是一台名叫“格力”的
挂壁式空调。爷爷因此炫耀了
很久，高8的像个孩子。父亲走
了之后，爷爷仿佛对这台空调

产生了浓厚的感情。一到闲时，
爷爷就会踩着凳子，对它看来
看去，仿佛要把它的构造窥探
到一清二楚。春秋季节，空调用
的次数不多，爷爷却从来不把
它用布遮上，因为他宁愿天天
不厌其烦地擦拭它。
那台格力空调一直是新
的，仿佛爷爷也一直是年X的。
爷爷对我说:“ 这空调是M父亲
给我买的唯一一件东西，M父
亲不在家，它就是我的‘儿子’，
趁我还有点力气，rq能不‘照
顾’好它？”
说这句话的时候，爷爷六
十三岁。
在爷 爷六十 六岁的 冬天，
他还是病倒了。
病倒的第一天，父亲辞工
O来了。

阳春三月，
草长莺飞，万物
竞生长。在这生机勃勃的三月，
我们[ 来了一 年一度 的植树
节。各单位与春天组织了一场
“约会”
。
别样的

3 月 12 日上午，郑州格力
常务副总经理陈政华、总经理
助理解伟、各单位中干及部分
员工代表在办公楼前集合，参
加义务植树活动，身体力行为
厂区增添新生命。陈政华讲到，
公司要积极响应习总书记提出
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到环
保中来，捍卫我们的绿水青山，
要通过 行动为 我们的 生活环

本

地址：珠海前山金鸡西路

境、为美丽格力增绿添c，并且
希望此次种植的树木，可以由
种植者亲自命名，增加趣味也
提高关注度，营造爱护生态化
境的氛围，最后提醒大家注意
种植过程中的人身安全。讲话
过后，热火朝天的植树活动正
式开始。
植树现场，繁忙有序，大家
热情洋溢，干:十足。每个人按
照植树要点，分工协作、配合默
契，扶正、培土、施肥、浇水，每
个步骤都做得标准v范，细心
的植树人员还将一个个石块隔
离开来，给树木一个更好的成
长环境。不一会儿的0夫，一棵
棵新种下的i树傲然挺立、[
风招展。
通过植树活动，能够提高
员工们爱护森林的意识。
“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也
与格力“让天空更蓝、让大地更
绿”的发展理念完美契合。

邮编：
519070

石家庄格力产业园为贯彻
落实公司领导在干部会提出的
“建设美丽工厂”的号召，3 月
12 日下午，基地领导、中干、党
员、团干及员工代表共计 200
余人齐聚空调办公 楼前广场，
共赴春天的一场约会。
活动开始前，基地党总支
书记、总经理于思贺进行动员
讲话，他指出，党的十九大会
议、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均强
调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随后
他强调了劳动的重要性，号召
广 大干 部 发 挥 劳 动 的 带 头 作
用，只有劳动才是最光荣的，劳
动就是奋斗，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幸福也是劳动 出来的；最
后，
他动员大家一起为“打造美
丽工厂，共建绿T园区”而撸起
袖子加油干！
本次植树活动分别在空调
办公楼北侧微w观处、生活电
器物流部西侧、生活电器食堂
东侧进行，所植树木近 400 颗，
品种丰富，有樱桃、碧桃、海棠、
法桐……大家分工明确，M挖
坑、我栽树、他填土，配合默契，
干的不亦乐乎。
不一会儿0夫，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下，种类各异的树苗安
置在了不同的“新家”。新的树
苗给厂区带来了新生 的力量。
种下一 棵树不仅 留下一 片 绿
荫，也收获了希望，待到来年春
季时，且看万花竞相争！

责编：杨葛UVWXY

Z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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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思念自己孩子
忆——
的记忆。
这世上最难理解的我想也
唯独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了。
爷爷将自己对孩子的思念，竟
然寄托在一台空调上，S这种
情感也只有他自己理解的更透
彻吧。
空调是一台懂得人间冷暖
的电器，因为它的输出与M的
父亲照
内心相通。爷爷的冷暖，
顾不上，可父亲给爷爷买的空
调能够照顾得上。十年或许不
Z、亦或许不长，S它却有足够
的力量去承载着一个人十年来
的冷暖与辛酸。
前段时间，我和父亲难得
有一次交谈，我一心向着爷爷，
就对父亲说了一句话：
“ 树欲静
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父亲思d许久，自此决定在家
陪着爷爷。而我也是时候接过
父亲的担子了。

格力电器第六届职工
趣味运动会圆满结束

打造美丽格力 共建绿色园区

在植树节到来之际，成品
管理库部门领导带领部门先进
员工一起参加植树活动，以实
际行动为大地添上新绿。在 705
仓库附近的绿地上，大家先对
树苗进行修剪，接着挥锹培土、
扶植树苗、踩实紧压，到处都是
忙碌的身影。在大家的努力配
合下，
一棵棵树苗扎根落地，为
厂区带来生机和希望。
通过鼓励员工参与义务植
树活动，不仅弘扬了志愿服务
精神，践行了植绿、护绿、爱绿
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还锻炼
了身体，激发了部门员工植树
绿化环境的热情，为初春
造林、
增添生机，为厂区R添新绿。

看着爷爷屋里崭新的空
调，父亲坚毅的心却也变得脆
弱起来 -- 那是我 第一次 看到
父亲泛u的双眼。
医院里，爷爷因病而消瘦
的身体，早已像枯落的叶子。看
到一家人团圆在一起，爷爷喘
着大气说道，要不是我得了一
个病，咱这一大家还不知道p
q时候能聚到一起呢！
爷爷握着父亲的手，无力
却还要强地说道，娃，M买的空
调好用着哩！这都十年了，就没
有坏过。
父亲紧握 着爷 爷的手，强
忍着泪水，安慰道，爸，您老啊
赶紧好起来，您惦记的空调还
等着您亲个儿O去擦呢！
爷爷颤巍 巍地 点了点头，
微微说道，我想M们的时候，就
看看、摸摸这空调，M们都不在
家，就只有这空调陪着我，可我
不忍心看着它落满灰。在他心
里，那空调承载了他十年的记

3 月中旬，2018 年格力电
器第六届职工趣味运动会在康
乐园一期开赛，经过紧张刺激
地比拼，最终钣金喷涂分厂获
得生产系统的一等奖，家电技
术研究院获得技术行政系统的
一等奖。
本届“格力杯”职工趣味运
动会 得到 了 各单 位 的积 极响
应。生产及辅助系统，行政销
售、技术研发系统分别进行比
赛，共 37 支队伍报名参赛，其
中生产辅助系统 14 支，行政销
售技术研发系统 23 支。
趣味运动会有很多新鲜器
材，且v则简单，易于接j，广
j员工f[。慢慢地成为了公
司的传统活动，此前已成0举
办五届。

本届趣味运动会共设 6 个
项目，分别是七c球、我的新
衣、接力跳绳、螃蟹背靠背、步
步为赢、陆地龙舟。
七c球作为第一个比赛项
目，备j关注。游戏要求每队 12
人分 3 组进行比赛，每组 4 人
运送 7 个瑜伽球，每组最后一
名队员通过终点线方可进行交
接。比赛开始后，四名队员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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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球，要求持球队员必须将球
高高举过头顶，
队员身体之间的
球需相互顶住，
运动中需保持球
不落地面，如果球掉落地上，队
员将O到起点重新开始。
另一个
备j关注的是步步为赢项目，
由
1 名队员踩着木棍前进，
其他 10
名队员架桥协助完成，
以木棍全
部过线（所有的杆子都越过终点
线）终止计时。
最后，钣金喷涂分厂夺得生
产系统的一等奖，控制器分厂、
两器管路分厂获得二等奖，三
等奖分别是精密模具公司、空
三分厂、
空四分厂。
技术行政系统的一等奖由
家电技术研究院夺得，二等奖
是工艺部、设备动力部；三等奖
分别是商技一部、家技部、生产
部。而优秀组织奖则由智能装
备技术研究院、大数据中心、商
用技术服务部、
检测中心获得。
在这场比赛中，相对于名
次，大家更在乎的是同事间的安
全与信任。观众与参赛者的距离
很近，场里场外打成一片。在这
个过程中，和同事们的关系又
这是各支队伍最
“亲密”了一层，
大的收获！

]料^投稿邮箱：
culture@cn.gre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