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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销售收入同比劲增 37.66%

本报讯 8 月 24 日，格力电器
公布的半年报显示 ，上半年公司主
营收入和净利润均获得 大幅度增
长，其中主营业务收入达 92.56 亿
元，同比增长 37.66%，实现净利润
2.68 亿元，同比增长 22..32%，每
股收益达到 0.50 元，继续保持在
空调行业的领先地位。

在 行 业经 营 环境恶化 的 情况
下，格力电器之所以能继续保持稳
步增长并扩大市场份额，证券分析
师认为，这主要在于格力电器拥有
良好 的品 牌形象 、领先 的产品质
量、强大的分销系统 、持续的自主
研发投入和较好的规模成本优势 。
尤其是收购压缩机企业后，随着公
司扩大产能 和大规 模进行 研发投
入，公司在空调行业的核心技术领

综合实力优势明显

域——
—压缩 机制造将 获得 市场份
额的持续上升，格力电器此前投资
4.6 亿元新增的 240 万套压缩机产
能将在年内建成投产，这表明 格力
电器在继续巩固实力，以进一步分
割市场份额 ，从而在技术 、资本更
密集 的上 游行业取得更大的 竞争
优势 ，使公司的发 展前景更 加光
明。
格力 电器 稳步 的业 绩增长也

吸引了社保基金的关注，排名十大
流通 股股 东之第四 、五位 的社保
102、108 组合继续增持，合计达到
1484 万股，充分显示了投资者对格
力电器发展前景的信心。

市场份额继续集中
数据显示，我国空调 行业继续
保持稳步增长，但市场份额继 续向
重点品牌集中。根据中国家用电器

国家发改委公布“空调节能榜”

打破美日技术垄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本报讯 国内家 电业首 台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大型中央空调——
—离心式冷水机组
8 月 24 日在格力电器正式下线，并启程发
运到安徽黄山一五星级酒店——
—中国徽州
大酒店投入安装调试。当天，来自空调行业
的有关专家代表，到格力电器现场见证了
该机组的下线、发
运，并给予较高评价。
离心式冷水机组是目前国际上能效比
最高的大型中央空调机组，主要用于 8 万
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建设项目，当前只有美
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 少数几家企业掌握
了其核心技术和生产工艺。
专家表示，格力此款离心式冷水机组
的问世，打破了“美系”、
“日系”等国外中央
空调企业 对大型中 央空调 领域 的技术 垄
断，填补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大型中央空调
领域的空白，使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大型中央空调能与外国品牌抗衡，并将大
大提升中国空调品牌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
力。

格力空调高居榜首
本报讯 8 月 8 日，国家发改委、
国家质监总局近日根据《能源效率
标识管理办法》联合发布公告，公
布已备案的 16 家空调能源效率等
级达到一、二级的产品规格型号及
企业名称。格力空调高居榜首，并
有 15 个规格型号的产品能源效率
等级达到一级，是其中最多规格型
号能效等级达到一级的企业，成为
业内名副其实的“节能大王”。

《财富》“中国上市公司百强”揭晓

格力连续五年金榜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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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诚信实力打造节能标杆
8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和国家质检总局首次公布了
16 家空调能效等级达到一、二级
的产品及企业名称，格力电器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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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统计数据表明，格力等 6
大品 牌已经 占据了空调 行业过半
的江山，其中，格力 更以 2004 年
19%市场份额的高居榜首。 而国务
院发展研 究中心联合 信息 产业 部
相关部门所做的调查，则显示，格
力等 10 个排名靠前的品牌所占的
市场份额高达 85.47%。这表明，空
调行业“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的趋
势日趋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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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美国著名财
经杂志——
—《财富》
（中文版）评选
的“2004 年中国上市公司 100 强”
正式揭晓，格力电器榜上有名。
值得注意 的是，今年由于入围
门槛 大幅提 高和家电行 业竞争惨
烈市场现状 ，再加上中国 网通、平
安保险 等几家新上市大型企业 入
选，导致了前四次均入选 的部分家
电上市公司 或出局，或名次下滑 。
格力电器激流勇进 ，成为唯一一家
连续五年进入该 榜，且排名从去年
63 位上升到今年 56 位的家电上市
公司。
又讯 7 月 29 日，由全球三大
知 名 评 级 机构之 一的标 准普尔
（Standar&Poor's ）评选的“中国
最大的 100 家上市公司” 出炉，格
力电器连续两年进入该 榜，并排名
第 48 位。

“品牌中国”评选活动张榜

格力电器囊括三项大奖
本报讯 由中国生产力学会和中
华工商时 报主办的“品 牌中国——
—
2005 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评选活
动日前在北京揭晓。格力 电器从众
多参选企业中脱颖而出，囊括三项
大奖，成为此次评选活动的最大赢
家，其中格力电器获得“中国品 牌国
际市场竞争力奖”，格力
电器走向国
际市场的案例被评为“中国品 牌国
际市场十大成功案例”，“格力”品
牌
创始人朱 江洪董事长被评为“中国
品牌国际市场十大杰出人物”。

简

讯

格力电器质量管理创佳绩
2005 年度全国 QC 小组优秀成
果发布活动日前胜利闭幕，格力电
器 QC 小组喜获 4 个国优、
6 个全国
轻工优秀、4 个广东省优秀的好成
绩。同时，公司被授予“全国质量管
理小组优秀企业”，这是格力 电器
首次荣获该最高荣誉。 渊韦青松冤

董总率团慰问东澳岛官兵
7 月 29 日，董明珠总裁率省女
企业家协会 30 多位女企业家，冒雨
来到东澳岛慰 问驻岛官兵 ，送上价
值十几万的慰问品，并与官兵们就
“如何创造人生价值”
进行了交流。
渊小新冤

格力电器远赴巫山
扶贫招聘

格力 重庆再 登

8 月中旬，格力电器响应珠海
市政府号召，由人力资源部梁志军
部长亲自带队，远赴重庆巫山进行
扶贫招聘 ，现场录用当地求职者数
十名，受到了当地政府和求职者的
好评。
渊刘雨?冤

公司团支部又获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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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力电器
2006 年度全国销售工作会议在济南隆重 召开
本报讯 在新旧销售年
度 交替 之 际 ，
8 月 8 日至 9
日，格力电器 2006 年度全国
销售工作会议在山东济南隆
重召开。会议系统地总结了
2005 销售年度的各项工作，
并就 2006 销售年度 的各项
工作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朱
江洪董事长、董明珠总裁出
席了会议，来自全国各销售
公司及格力电器销售战线有
关部门 负责 人近 80 人参 加
了会议。
会议由董明珠总裁主
持。董明珠总裁表示，2005
销售年度，在全国各销售公
司的各级经销商的共同努力
下，格力电器的销售工作迈
向了一个新台阶，取得了良
好的市场业绩，她对各销售
公司及 各级经 销商在 2005
销售年度中所付出的辛勤和
汗水表示感谢。
随后，各销售公司相关
负责 人就 2005 销售年度 家
用空调、商用空调及小家电

的销售情况和市场操作进行
了总结汇报、经验交流，并提
出了 2006 销售年度 本地 区
的工作设想和计划。其中，
山
东销售公司段秀峰董事长和

孔维栋总经理，分别对山东
市场 2005 年度 格力家 用空
调、商用空调和小家电的具
体运作情况和经验，进行了
系统而详实的阐述，引起与
经验之谈

经销商访谈

格力带给我成功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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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 人士的 采访 一 般 都 有 波
折。我提前一周对忙碌的邓总进行
预约，可仍是预约了三次才见到尊
容。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
我们的
谈话在他的办公室开始。
记者：邓总，那么多空调品 牌，
您为什么会选择格力品牌呢？
邓显超：这是企业定位的问题。
企业经营者要给企业定好位，才能
赚到钱。面对家电巨头连锁入驻广
州，本土经销商必须要找方法去应
对。对于商家来说，不赚钱的生意是
不会做的。
在几年前，我通过对国内空调
品牌的详细分析，最终确定做格力
品牌的。
记者：
您能说得具体点吗？
邓显超：比较来说，格力有三个
强大的优势是别的空调品牌所不具
备的：第一、格力有非常好的品牌拉
力，这是现如今国内其他空调品牌
一时之间难以企及的。“好空调，格

力造”深入人心，很多人来到空调专
柜，点名就要格力空调。
第二、格力空调品质过硬。品质
好的空调 会给商 家减少售后麻烦 ，
等于说减轻后期的压力。从另一层
面说，消费者买了品质好的空调，用
得放心、舒心，自然会介绍给亲朋好
友，促成他人购买格力空调。 可以
说，好品质带给商家的是双重利益。
另外，我从一些做空调原材料生意
的朋友中了解到，他们把 A 级材料
供应给格力送检时，也只能达到格
力 B 级的标准；而把同样的材料供
应给其他空调厂家，不仅可以轻松
通过，而且有时候 B 级材料都能达
到他们 A 级标准。这些朋友私下都
说：
“买空调，还是要选格力。”
第三，经
营格力能赚钱。这得益
于朱江洪董事长提出的“三个代表”
——
—代表厂家的利益，代表经销商
的利益，代表广大消费者的利益。经
营格力，让人不但省心，而且让人放
心。多年来 ，我切身体会到了格力
带给我们经销商的实际利益。
记者：与格力这么多年的“亲密
接触”中，
您觉得格力给了您什么？
邓显超：在经营格力空调 这些
年，海富电器的业绩逐年攀升，这让
我体验了一种成功的快乐，我想这
应该是格力带给的最重要的东西。
渊广州FG公司 孙卓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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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代表的注目。
朱江洪董事长、董明珠
总裁均 在 会 上 作了 重 要 讲
话。董明珠总裁回顾了 2005
销售年度 的总体市场状 况，

就目前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
了 2006 销售年度 的工作重
点。董明珠总裁指出，明年空
调市 场 集 中度 将 进 一 步提
高，各销售公司必须根据当
地市场的实际状况，制定和
完善 全年 的销 售 方 针 和政
策，
拓展市场和网络，服务于
广大经销商并切实保护各级
经销商利益，以圆满完成新
年度的销售目标和任务。
朱江洪董事长在讲话中
首先表示，
2005 销售年度市
场形势严峻，但各销售公司
取得的业 绩是有 目共睹的，
这与各销售公司的努力和精
耕细作分不开的。随后，
朱江
洪董事 长对 2005 销售年度
的市场特点进行了分 析，并
就 2006 销售年度 在家用空
调、商用空调和小家电的各
项工作提出了要求。针对目
前各销售公司和各级经销商
对当前和今后市场的思想认
识问题、目前空调市场值得

注意的问题，朱江洪董事长
一一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
新的要求。朱江洪董事长还
要求珠海总部销售战线的各
有关部门，必须树立服务于
各销售公司和各级经销商的
思想，尽心尽力为大家解决
困难和问题，免除大家的后
顾之忧，使大家一心一意拓
展市场。
为期两天的会议，各销
售公司负责人达到了交流经
验、研讨市场的目的，大家对
2006 销售年度 的各项工 作
有了清晰的认识，并对 2006
年度取得更好的业绩充满信
心。各销售公司负责人纷纷
表示，会后回到销售公司将
立即向各销售公司员工干部
和各 级经 销 商 传 达 会议精
神，使大家团结一致为完成
新一年度的目标和任务、实
现格力电器的新辉煌而不懈
努力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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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好工程机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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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格力空调在当地的销
量一直遥遥领先于其它品牌，并以
翻番的速度激增，这一切的一切都
得益于格力 优质的产品 和诚信的
理念。今年，尽管空调市场竞争异
常惨烈，我们在江苏销售公司的大
力支持下，狠抓 工程机销售，抢占
了当地 70%的市场份额，出现了 工
程销售、商厦零售两头旺的大好局
面。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明确专人，搞好工程开发
我们根据当地城市不断扩容，

新建经营办公楼宇较多的实际，明
确专人进行市场调查，主动寻找空
调工程机安装线索，逐一建立了工
程机开发档案，并坚持定期跟踪，
帮助建设单位规划空调安装事宜。
销售服务平台的前移、真情实感的
沟通，为扩大工程机销售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全员出动，力推格力质量
我们翻印了大量有关格力空
调的资料，连同 POP 单页、《格力
电
器》 报推荐给潜在的安装单位，使
大家对格力品牌的认识，从感性向
理性深入。在每次招标陈述中，突
出格力质 量优势 ，动之以情 ，晓之
以理，
跳出价格战怪圈。

严细施工，
赢得客户好评
空调 素有“三分 质量，七分安
装”
之称。对每一项工程，我们都坚
持把好安装质量关，严格按格力空
调安装操作规程办事，无论是室外
机，还是室内机，无论是接管，还是

包扎，都力争每个细节做到完美。

及时宣传，不断扩大影响
我们在当地电视台、报纸、广
播电台都长年辟有固定栏目，适时
把格力的 重大新闻和格力 在当地
有影响力量的重大工程 中标 信息
向公众发布，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有些人认为以格力品 牌现有的 知
名度和美誉度，不在当地宣传都能
卖得很好了，何必花这个冤枉钱？
而事实上，只要你舍得花这个“小
钱”，
就 会有更多的“大钱”等着你
赚。
最后，衷心希望以上的一点点
经验能对广大格力经 销商朋友 有
所启示，有所借鉴 ，共同把格力 打
造成响当当的世界品牌。“大河有
水，小河满”，
我 坚信，只要格力 做
强做大了，我们的日子也会越过越
红火。
渊江苏东台苏中S厦股份有B公司
副总经i 钱悦冤

每月观察

" 淡季打款 " 当心 " 触雷 "
毫A疑问袁 随着<=竞争$白
热化尧#j洗j加剧袁 !<= 将
会yJ更多变数遥 2006 }冻u即
将X盘袁 广S经F商更 v慎重袁
野淡季a款冶当心野触雷冶遥

品牌陷阱 遥 与过去#j 倒
闭尧逃逸有ZKT$是袁此(倒闭
$ !O+ 多:小#j或区域 d
#j袁 由于2模小尧 网络覆盖 R
窄尧 单Hb袁 其中S部分GpQ
d尧区域d经营:主袁t;牵连R
\f要L袁`R影响u\f 较小袁
涉案资金K过几亿元袁 f经F商
K&;8ml威胁遥 b龙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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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 A疑给 经F商敲响 Y警钟 袁
S#j u有倒下$R&遥 ;S#
j倒下\当于 野}子弹爆炸 冶袁杀
:s非T小R遥 c此袁经F商PR
f新}冻ua款U袁L要远离野小
#jp 雷冶袁 TUu 要慎选S#
j遥

政策陷阱遥 经营K善$阴霾
已经 t中小 #j 向S#j 蔓延 遥
众多经F商v该警醒$是袁 缺L
技术支_尧缺L发W后劲尧缺LU
化底蕴$#j 袁 仅仅靠 华丽$外
>尧靠?@C升自I$形象袁靠C
高返利额度吸引经F商袁 将8:

潜伏$政策陷阱遥4旦经F商*D
利益 驱Y袁吞下k颗野丰厚 冶$诱
饵袁#j4 旦倒下袁(期$a款A
影A踪袁返利没Y袁"#$ G后服
务等问m更将接踵;F袁经F商此
U发JkJ政策陷阱早已晚Y遥
c此袁K管Rf多么诱人$政
策袁2006 }冻u ! 经F商Pa
款U袁 都v擦亮眼睛慎重考虑袁先
找9安全$#j袁再综合考察O+
PjJQR$优势袁最[:自己找
D&够实J双赢$合@伙伴遥
——
—摘自 2005 年 8 月 11
日《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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