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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超低温多联中央空调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在格力电器调研时指出：

大 大

▲ 简单而隆重的开工仪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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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积极探索渠道 创新模式
编前语
格力电器不仅在生产制造
上走在世界前列袁 在服务和销
售的创新上也一直站在行业发
展的最前沿遥日前袁格力电器在
安徽率先探索出了一种全新的
要格力电器 社 区
销售 渠 道要要
野5A冶店遥 不同于大卖场合作的
销售模式袁 也不同于专卖店的
销售模式袁 它从一个全新的角
度尧 更高的层次为空调的服务
和发展实现了渠道创新遥
—格力电
空调业的 老大——
器近期做了一件令业界惊叹的
事：在安徽合肥地区快速兴建
起一种销售渠道创新形式——
—
社区“5A”店。在短短一个月内
时间内，十家
“5A”店遍地开花。
作为一种 全新的 销售 形式，社
区“5A”店不仅在安徽 地区，乃
至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轻松愉 快；营业代表统一的标
准 服 务 使 消费者 感 到 轻松愉
快；Authentic 权威 可信的：格
力水准，行业标准；
Allegiance
忠诚：对消费者 忠诚，对经销商
忠诚。
五 个“A”的概念涵盖 了 格
力空调 产品本身的专业 化性能
优势和在长期的销售过程中的
最佳服 务优势诉 求点。目前 ，
“5A”已经通过了国家工 商总局
的注册 ，保证 格力电器“5A”概
念的权威和可信。

终端创新

格力电器 社区“5A”店，区
别于大卖场和专卖店，主要是
小巧精致，单层营业面积一般
在 30 平米左右，最大不超过 70
平米。尤其在选址方面，安徽销
售公司根据所在商圈中的企业
影响力大小，在城市的主要交
通要道、视野开阔的或通往目
店名创新
标小区的必经之路上寻找合适
的地点建设门 面，比如小区的
什么是“5A”?A 第一：连
续 十 年 全 国空调 销售 冠军 ； 公共汽车站牌附近，菜市场、超
市附近，小区的 购物 、休闲 、娱
Absorbed 专心一意的：十四年
乐区等人流集中地。
专业制造，品质恒久如一，高品
“低成 本”和“高 可信度”
质 的 象征 ；Agreeable 令 人 愉
是“5A”店的最大 特色。社区
快的：六年免费包修带给你零
烦恼的快乐消费体验；店面装 “5A”店由于面积小、在社区，租
金就低，再加上销售公司整合
修和购物环境，使消费者 感到

资源统一配送安装，省去各家
经销商养人养车的费用。一方
面，加快了服务速度和服务的
专业化程度，方便了消费者 ；另
一方面通过建立严格的产品价
格控制制度，统一供货，统一价
格，统一售后服务，确保了经销
商的利益。

服务创新
在加强“5A”店的终端 形象
的同时，
“5A”店同样要加强终
端服务。社区店在试营业之前，
统一招聘正规营业代表，开展
了严格的专业 导购培训，包括
空调专业 知识、各款机型 性能
讲解等。安徽销售公司要 求所
有的 导购员不 误导消费者 ，不
欺骗消费者 ，提倡优质的售前
服务，争做社区消费者 的空调
咨询专家。

理念创新
人人都是服务员。
“我在给
我们的营业代表和业务经理做
讲座时说，空调工业 是一种严
谨的工业，同时也是道德工业，
只有诚信、无私的人，才能制造
出格力空调这 样的好产品 ，只
有把企业文化融入到产品 服务
中去，用
‘人人 都是服务员’的
理 念 熏陶 我们 的 终端营 业 代
表，用人品来树口碑，用真诚来

▲ 格力电器社区野5A冶店正悄悄加快空调业渠道建设的新变革遥
打动消费者 ，我们的服务才能
叫做主动服务。”安徽销售公司
总经理汪晓兵 对笔者这样阐述
了格力电器的 服务理念，
“消费
者、经销商从我们 的每一个服
务细节都可以感受到格力的 实
力、魅力和魄力。”

记者手记
据 国家 信 息 中 心 9 月 21
日发布的一份 野2005 年空调年
度白皮 书冶 显示袁2005 年有 27

勤奋拼搏勇攀 高峰
——
—上海销售公司组织全体员工畅游黄山
10 月 15 日是个风和日丽
的好日子，上海销售公司组织
全体员工“勤奋拼搏 ，勇攀高
峰”登黄山活动。此次活动之前
所有员工为了表示 自己坚定的
决心，大家一致同意一起步行
登山，不坐缆车上山。事实证
明，这次的活动是非常成功的，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在上山的途中， 大家戴着

醒目的红色格力帽，浩浩荡荡
五十多人的队伍形 成了当天黄
山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特别是
在云谷寺攀 至白鹅岭 的一段路
程，大家体现出了超凡的毅力
和团结合作精神，真正体现出
了上海销售公司的风貌。
午后的阳光拨开了萦绕许
久的云雾，我们这才见识到黄
山真面目。沿途而上的云谷景

区、北海景区、玉屏景区等，让
大家领略到“黄山归来不看岳”

福建
重奖经销商美日出境游
出游的优
秀经销商在日
本合影留念遥

继 2006 年 度战 略 工 作 会
议之后，福建销售公司再出新
招，对 2005 年度的优秀经销商
进行美国、加拿大豪华游或日
本豪华游的奖励！全省约 50 余
名优秀经销商怀着 愉快的心
情，于 10 月底到 11 月初参加
了出境游并顺利回国。此次出
境游奖励是福建销售公司继 03
年 度 奖励 欧洲 七 国 游 及 泰 国
游、
04 年度奖励 澳洲游及港澳
游之后的又一力举。
福建销售公司为鼓励和感
谢优秀经销商在 05 年 度的 辛

苦工作和 06 年 度淡 季的大 力
支持，特推出本 次出境游奖励
活动。一方 面让广大优秀经销
商调整身心，另一方面又极大
地增强了优秀经销商们对格力
电器的 忠诚度和专营格力空调
的信心。
出境游极大地震撼了福建
省内的空调 经销商，也使格力
电器的 经销商们感到了身为格
力人的自豪。各优秀经销商纷
纷表示： 一定尽心尽力完成今
年的淡季销售任务。
渊福建销售公司 何科武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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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摄人美景。黄山是美的综合
体，是天地造化的宠儿。随便一

个 空调 品牌在市场上 永 久 消
失袁占所有 监测范 围内 69 个空
调品牌的 将近一半遥 在竞争 惨
烈的空调行业袁谁掌控了渠道袁
谁就把握了成功遥野 新的竞争将
会在三尧四级市场展 开袁从安徽
市场特点出发的袁我相信 5A 店
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遥冶 汪晓兵
总经理对野5A冶店的发展 充满信
心遥
渊安徽销售公司 陈婷婷冤
处，或松或石，或 云海或清泉 ，
无一不美，无处不奇，置身 其
间，使人似觉得到了天上人间，
不 得 不 感 叹 大 自 然 的 神奇 力
量。
就是在这般美景 中，大家
接受了身心的洗礼：暂时抛开
都市的喧嚣，呼吸着微甜的空
气，对人生 ，对 工作，都有了新
的思考和感悟。“勤奋拼搏 ，勇
攀高峰”不仅是上海销售公司
此次登山活动的主题，更是上
海销售公司生活工作中应该秉
承的精神。
(上海销售公司 杨琪冤

携手共创格力小家电美好未来
—江苏格力小家电代理商考察格力电器
——
本报讯 10 月 26 日 上
午，江苏销售公司总经理江逸
明率领江苏省 13 地市格力小
家电 代理商到格力 小家电 参
观考察。
在格力 小家电 总经理 许
勇的陪同下，江苏格力小家电
代理商一行先 后参观 了格力
小家电有限公司、格力电器中
山民众小家电制 造分公司 和
格力电器 企业文化展 厅和生
产线。许勇总经理向客人一行
介绍 了格力 小家电的发 展情
况，并 就格力 小家电发 展战
略、技术研发、质量管理、市场
营销 等方 面与客人进行了 交
流。
座谈中，江逸明总经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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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江苏销售 公司 向许勇总经
理介绍 格力 小家电在 江苏的
销售情况，交换了 2006 年度
江苏销售 公司 将深化 销售 渠
道、加强格力专卖店建设，完
善产品销售全过程的服务，新
建一批格力形象示范店，与广
大消费者 建立更紧密沟 通的
工作思路。
在参观 格力 小家电新 近
投产的电 饭煲 、电磁炉 、电风
扇生产线时，客人对格力小家
电先进 的生产及检测 设备表
示了极大的兴趣，详细地询问
了生产工艺及生产能力，并对
格力 小家电国 内领先 的全自
动电饭煲、电磁炉电脑检测系
统赞不绝口。其中来自南京和

苏州 分别经营格力 小家电 九
年和八年的代理商更是感慨
地表示，格力小家电的发 展印
证了格力电器 对小家电 “做
精、做强 、做大”的发 展战略，
产品 在设 计和生产上的 最高
标准就是市场和客户的标准，
是高品质的保证，是格力小家
电强有力的 竞争实 力和 竞争
优势。
参观考察后，江苏格力小
家电代理商纷纷表示：对格力
小家电的销售充满信心，将进
一步加强对 格力 小家电的 销
售投入，与格力电器 携手共创
格力小家电美好未来。
渊小家电经营部 邝明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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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时 代
张奕/文

老张近来有些头大。
老张在一家大型国企 G 公司
上班，本本分分，是个再普通不过
的老职员。G 公司效益不错，许多
管理方式都挺先进的。公司内部
一些文书的传递都实现了“无 纸
化”，大事小事发个邮件就得。所
以老张每天上班头一件事就是看
邮箱。
星期一，牌友老陈发来一个
邮件《亮亮 牛奶喝 不得》，说的是
知名乳企亮亮用过期的臭牛奶 加
工生产鲜奶。老张看了以后觉得
好笑，心想人家亮亮是几十年的
老字号，这些道听途说的家伙就
不怕吃官司么？
星期二，老张一边吃面条一
边看他的早餐伴侣 《北乡日报》，
一看之下大吃一惊：亮亮乳业涉
嫌 使 用 变 质 原 料 的新 闻赫 然 在
目！老张吃惊之余，
暗自庆幸自家
从来只认黑羊牌，黑羊老家在大
草原上，牛壮奶鲜，就不会出这种
问题。没想到一个题为《关于“变
质 亮亮 牛奶 返 厂加 工 再 销售 黑
幕”的一个评论》的邮件打破了老
我在半工半读的时候， 不出来，那我们就没有见面
是谁搞的恶作剧，恨不得抓
张的自鸣得意。邮件说，国内乳企
学校里人流 最密集的地方
的必要了！”
出来打一顿云云。
的原奶课读写泰失教失失泰咒照启教角块泰课泰咒猜泰震朵撼泰咒她室亲失泰咒照板教楼留泰课泰咒猜泰震她苦撼泰咒她室亲楼启教角块泰课泰咒猜泰震朵撼泰咒她室亲失泰咒失泰咒照角教楼块
应数第三教室，因为很多公
第二天，原来的那行字
谁 知道 次 日 清 晨黑板
共课都在那里 上， 人来人
的下 面 多了 一行娟秀 的字
上又多了一句话，显然是那
往。在第三教室一楼的入口
体：“
亲爱的，我当然知道你
个男生写的：“
亲爱的，如果
处，有一块公用的黑板，大
是谁！为了方便起见，请于
我只剩下一块钱了，我该给
家可以 用大头 笔在上 面写
今 晚 8：
45 来 女 生 楼 下 接
你买一朵玫瑰 花，还是给自
留言，发布寻物启事或者失
我，请手捧 999 朵玫瑰 并高
已买一个面包呢？”
于是，
大
物招领启事等等。
呼我的名字，这样我就会很
家的好奇心又被激起来了，
有一天，黑板的右下角
快来到你身边，
不见不散。” 不知道“婷婷 ”会选择浪漫
忽然多了一行字，很多人都
那天晚上，很多满怀好
还是先 照顾 那 个可怜男 生
在围着看热闹，原来那上面
奇心的 男男 女女 在女 生楼
的肚子？然而，第二天，还是
写的是：“
婷婷，请于明天晚
下望眼欲穿地等待着，都想
那种娟秀 得令 人心 动 的字
看看 故事 里的男女主 角到
上 8：30 在校门口的雷锋像
体，但她的答案却 让所有的
下面等我，如果你我之间心
底是谁，可是等了半个晚上
人拍案叫绝：“
亲爱的，你应
有灵犀的话，你当然知道我
却没有 任何令人激动 的场
该先去买一支大头笔，不然
是谁，如果你连我是谁都猜
面出现，于是大家纷纷咒骂
我们怎么联系呢？”

格力人的理想家园即将诞生
▲ 员工宿舍楼前的游泳池和网球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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