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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16 日至 23
日，短短一个星期内，格力电器连
续四次自发为珠海的公益事业捐
款，累计捐款额高达229 万元，受
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好评。

229 万元创下五个“之最”
珠海市为改善珠海西部地区
的办学条件，实现建成广东省教
育强市目标，从本月初开始开展
“教育强市百万人行”募捐活动，
格力电器是珠海市第一家自发组
织参与且募捐活动规模最 大的大
型企业。格力电器公 司及员工 的
捐款是“珠海市2005 年教育强市
百万人行募捐活动组 委会”截至
目前收到的最 大一笔捐款。朱江
洪董事长以个人的名义捐赠的 10
万元则是募捐活动组 委会收到的
最大一笔珠海市民个人捐款。
据悉，格力电器为珠海市 困
难职委

▲ 朱江洪董事长和董明珠总裁
带头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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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剑”格力小家电

3

“格力创造”炼铸行业精品
编 者按 电视 连 续剧 叶 亮
剑曳中袁我军优秀将领李云龙虽
然大字不识几个袁 却是一个常
胜将军袁 总能把事做好遥 为什
么钥 李云龙自己的一句话为此
做了注脚 院野 面对强大的 敌手 袁
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遥 即使
倒下袁 也要成为一 座山袁 一道
岭遥冶
野亮剑冶精神袁为人称颂袁在
很多场合我们 需要 野亮剑 冶精
神袁这样方能站在顶峰俯瞰遥 企
业所处的市场 无异于没有硝烟
的战场袁 要从容面对惨烈的市
场竞争袁同样需要野亮剑冶精神遥
亮出你的剑袁 也就是亮出你的
自信袁亮出你的执着袁亮出你的
勇气袁亮出你的毅力遥 当你拥有
了果断出击的勇气袁 拥有了破
釜沉舟 的决心袁 拥有了勇往直
前的信念袁 那么还有什么不能
征服钥
勿庸置疑 袁 历经磨砺 的格
力小家电需要野亮剑冶精神遥
令人欣慰的是袁 格力 小家
电自 2004 年重组以来 袁经过一
系列的蜕变袁 已经正式亮出自
己的剑袁正以野格力 创造冶的优
良传统精心炼铸行业精品遥
记者：自 2004 年格力 小家
电重组以来，我们作出了怎样
的战略调整？
许勇（ 格力电器 小家 电制
造分公司总经理）：格力小家电
的发展是 历经坎坷的。过去的
经营发展 存在盲目“ 求大、求
快、求全”的浮躁 现象，走过不
少弯路。自格力 小家电重组以
来，朱江洪董 事长一直要求小
家电公 司发展 走“精品”战略 ，
严把产品质量关，对消费者与
格力品牌负责。在科研、生产、
经营上，由过去盲目的“做大、
做强、做精 ”，
调 整为“做精 、做
强、做大”，强
调“做精”是基础，
“做大”是发展目标。
记者： 为什么选择在中 山
建立生产基地？民众生产基地
目前的产能是多少？
许勇：民众基地地处京珠
高速与番中公路之边，交通便
捷，比邻顺德中山，小家电产品
配套生产链极为发达， 在物流

▲ 业内领先的全自动可视化电
脑检测设备

格力小家电正朝着野做精尧做强尧做大冶的目标稳步迈进
以及成本方面有极大优势。新
基地占地三百多亩，分三期完
成小家电建 设规划，目前一期
投资近亿元，建 筑面积达三万
平方米。二期已完成招标规划，
马上投入建设。新基地竣工后，
将具 备 2000 万台的 小 家电 生
产能力，极大地提高了小家电
规模生产能力。
记者： 民众基地投产情况
怎样？ 今后是否所有小家电 产
品会逐渐转为自产？自产能 给
企 业 经 营 发展 带 来 什么 改 变
吗？给消费者带来什么好处？
许勇：民众基地在总部领
导支持下，一期工程已顺利在 9
月份竣工，现已投产三个月，生
产非常顺利，目前电饭煲、电磁
炉、电风扇等已批量生产。新基
地投产后，主打产品以及关 键
高端产品，主要以自产为主，但
基于小家电产品特点，我们 在
产品质量可控基础上，会以 OEM
等生产方 式做适当的补充。自
产目的是 降低成本、提高质量，
给消费者带来的是质优价廉的
可信赖名牌产品。
记者： 格力电器 对小家电
在哪些方面进行了资源输出？
许勇：其一，格力电器出巨
资兴建小家电生产基地，为 小
家电 大规模 生产 铺平道 路；其
二，借助总部的强 大营销网络
与销售渠道，争取小家电发展
的营销创新；其三，积极利用格
力电器强 大技术开发平台与人
才优势，来提高产品研发能力；
其四，外派强有力的管理力量
并借助格力电器成 功经验来帮
助小家电发展。
记者：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质量一直以来 都是格力 小家电
的软肋，自民众基地投产后，我
们 在 质量 控 制 上 做 了 哪 些 工
作？是否有一个质的飞跃？
许勇：民众基地投产，将尽
快推行关键零部件的自 制生产
问题，同时将 强化对外协外购
件以及 内部 质量 的控制能力。
重要的是从高 层领导到一般员

工，对待产品质量的认识已发
生根本的变化。目前民众基地
生产的电磁炉、电饭煲等产品
质量已发生了质的飞跃。
记者：有消费者问，格力小
家电的 价格略高于其 他品 牌，
这是否和格力空调一脉相承？
许勇：和我们买 衣服一样，
不同的面料、做工及品牌都是
决定价格高低的重要因素。
格力 小 家电 坚 持 精 工 制
造，全部原材料均 选用行业 品
质优良的物料，如宝钢、中良集
团、热威机电、韩国浦项、三星、
美国华福、德国西门子、肖特等
的产品，而其他厂家均选用 普
通原材料，如格力小家电采用
的浦项铝 19000 元 / 吨，其他
品牌使用的普通铝 13000 元 /
吨；格力小家电采用的美国华
福涂料 120 元 / 公斤，而其 他
品牌的涂料多为 40 元 / 公斤。
格力 小家电目 前拥有 100
多项专利技术，如电风扇的便
利升降机构、电饭煲的节能技
术、饮水机按钮式防烫水龙头
等，这些都是其他品牌不具备
的。
格力小家电和格力电器一
脉相承的是产品质量，“格力
水
准，行业标准”这句话在不久的
将来同样适用于格力小家电。
记者： 格力小家电民众基
地一期 工程 已安装 了电 饭煲 、
电磁炉、电风扇、注塑等生产设
备，请问这些设备的技术水平
在行业中处在哪个层次？
于永胜（ 格力电器 小家 电
制造分公司厂长）：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民众基地生产设备 的
先进性居行业领先地位。
以电磁炉为例，生产线线
体采用铝型材加不锈钢结 构，
老化性能检测线 与组 装线 、包
装线有机结为一体，能够满足
大电量负荷运 行，从 而提高产
能及作业效率，检测过程通过
电脑系统进行全面监控。
老化检测 技术 它打破了常
规电 压下 220V 的 老化检测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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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是采用了低压 170V 到高
压 270V 再到 220V，三种电压相
互切换的老化检测 工艺，这样
在整个检测过程中经历了低压
低功率、低压高功率、高压低功
率、高压高功率、额定电压高功
率的分区检测，使电磁炉的性
能更加能经受住实践的考验。
记者： 我们在物料采 购上
具体是怎样保证产品质量的？
龙新文 （格力电器 小家电
民众基地采购部部 长）：依托格
力电器 在 供 应 商 中 的 良 好 声
誉，与规模 性资源企业建立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拓展优
质供应商，保证供应链的健康
发展。 鉴于小家电配套供 应商
门槛底、受成本 等竞争因素影
响，配套市场鱼龙混杂，格力小
家电品质控制管理部成立了专
门的筛选组，对关键部件、影响
安全及使用性能的物料进行全
检，保证出厂的每台产品实用、

适用、
耐用、
安全使用。
记者： 怎样 来加大小家电
的技术创新力度？
王红兵（ 格力电器 小家 电
制造分公司技术开发部部 长）：
2005 年伊始，格力电器从 研发
实力雄厚的总部调拨了一大批
经验丰富、极具创新精神的专
业家电 技术研发工程师进驻小
家电生产基地，共享总部强 大
的 技术 开发 平台和人才优势，
计划在 1—2 年内形成稳定 的、
掌握核心技术且有较强自 主研
发能力的小家电开发团队。
另外，我们 通过引进专 业
测试仪器和开发软件；加强工
业设计和电控测试；与专业公
司合作等举措，培养自主开发
能力，秉承格力电器“格力 创
造”的
优良传统。
记者：2005 年小家电的 销
售情况怎样？ 明年我们将执行
怎样的销售策略？
姜帆（ 格力电器 小家 电经
营部负责 人）：格力小家电 冬季
产品销 售增 长喜人，2005 年电
暖器产品销售同比增长 42%，投
放 的 11 款 全新品 市场 反映 热
烈，占据整体销售的 37%，销量
连续 五年名 列国内行业 前茅。
江苏、湖北、安徽、广东 等地区
销售取得大幅增长。
2005 年冬季，格力电饭煲、
电磁炉分别推出 23 款、
11 款质
量稳定的全新产品，主打节能、
智能，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青
睐。
2006 年格力小家电将继续
坚持“做精、做强、做大”的发展
战略，完善区域销售管理模式，
加大渠道建设力度，并通过不
断推 出具有竞争 力的 新产品，
扩大市场影响力。
渊记者蒋育新 通讯员黄利创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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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1 日袁朱江洪董事长尧黄辉副总裁尧庄培副总裁尧望靖
东总裁助理尧张辉总裁助理尧谭建明总裁 助理等公司高层领导
亲临格力电器小家电制造分公司考察工作遥 朱江洪董事长在考
察中表示院
任何时候 尧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视质量问题 袁不能让品牌
受到伤害袁低值的产品也要高要求袁达不到要求的坚决不出厂曰
饭要一口一口吃 袁路要一步一步走 袁对成熟的产品要 快上尧
大上袁不成熟的产品要经过科研尧实验完善后才上曰
要发展就得靠技术 尧靠质量袁这个观念 任何时候 尧任何情况
下都不能动摇袁坚决不能以牺牲质量去降低成本曰
小家电的研发不能等袁要给科研人员提供好的待遇尧好的工
作环境尧好的发展机会遥

近期全国大 部分 地
区突现低温天气袁 各大
卖场格力 电暖器销售异
常火爆袁 部分机型全面
脱销遥 格力电饭煲尧电磁
炉等四季产品也备受消
费者青睐遥

主持人：从企业来说袁人力
资源是指包含在 人体内的一种
生产能力 袁 若这种 能力发挥不
出来就是潜在 的劳动力曰 若发
挥出来就是实际 的劳动力遥 从
员工的角度来看 袁 较高的职位
意味着 有较重的责任袁 较大的
工作权 力和较好 的福利待遇 遥
绝大部分员工 都希望自己 有晋
升的机会遥 企业可以通过良好
的企业 文化袁 使员工感到自己
不但在为公司做事更 重要的是
在为自己而工作袁 从而产生自
我价值的实现感袁 调动员工 的
积极性 遥 良好的企业能 通过一
系列的规范章程 袁 慢慢地 让员
工 将勤奋 工作 形 成自 觉 的行
为袁培养良好的工作习惯遥 企业
的持续发展必须依 靠一支具有
稳定创新能力的精 干队伍 遥 江
泽民说院野创新是人类发展的灵
魂冶遥 有野创新冶才有更好的企业

效益袁 所以提拔一些新的企业
人才 是管理 的一项 重要方案 遥
要充分相信每 一个员工 袁 使其
敢于负 责袁 充分调动他们的积
极性 袁 发挥 人才 最 大的潜力遥
野学历不等于实力袁权力不等于
能力 冶的用人制度和 野能者上尧
平者让尧庸者下冶的用人原则不
能成为一句空话 袁 只有这样才
能把公司真正建设 成为一支威
武文明的队伍遥
钟继伟 （人力资源部）：记
得有位知名人士曾说过，如果
你把我们 的资金、厂房及品牌
留下，却把我们 的人带走，我们
的公司会垮掉，相反，如果你拿
走我们的资金、厂房及品牌，而
留下我们的人， 十年内我们 将
重建一切。的确，是否拥有一支
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成为 决定
企业兴衰成败的首要因素。人
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企业

间的竞争归根结底表现为人力
资源的竞争。随着知识经济 的
挑战日益严峻，这一现象也日
益明显。人才如何引得进、
稳得
住、用得好，成为企业人力 资源
管理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
题。
李仁刚（总裁办）：企业与人
才是大树与绿叶的关系。企业
是大树，管理团队 是树干，各个
部门是枝干，而企业里的人 就
是绿叶。企业文化是根，
绿叶得
从根、枝、干吸收养分，否则就
会变成枯叶随 风飘荡。而树要
长成参天大树又必须有绿叶 的
光合作用。一个人 才在企业里
也许能做很多大事，但前提是
这个企业给他提供了办事的 必
要条件， 他只是成就这些大事
中的某一个环节，可能是重要
环节，但他毕竟不是成就这件
大事的全部条件。同样，一个企

业必须意识到优待员工的重要
性，如果不能给予员工应有的
回报，员工就不能融入企业，不
能发挥绿叶 的作用。成功的企
业都会采用一定的合作制度 、
激励制度把员工与企业的利益
融合在一起，实现共生共赢。当
我们处在员工的位置，我们要
有绿叶的定位，当我们 处在管
理者的角度，我们要 有为绿叶
输送营养的责任。
许建宝（两 器分厂）：联想
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在谈到企业
竞争力与人 才的关系时曾精辟
指出：
“ 企 业 竞争 力 分 两 个 层
次：第一个 层次的竞争体现在
企业的 采购、生产 、研发、销售
环节；第二个层次的竞争力则
体现在如何更好地 制定战略 ，
尤其是优秀人才的储备与培养
等高层次的战略上，这是中国
企业普遍存在的短板。”
随着现

德国的一位教授说的话让我感触很深：
“我在德国有垃圾不敢丢, 而在中国我不敢
拿着垃圾。”
这是两种文化的差异。在中国，
什么东西都是用完了就丢，而在德国，也许
是每个人的环保意识都很强，每个人都尽量
不去制造人为垃圾。看来，
要真正做到环保，
还是必须得先让国人有环保这方面的意识，
大家对环保有自觉性，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
环保。
大学时认识的一 些国外环保者对于 环
境和自然的热爱都是我在我们 国家很少接
触到的，他们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热情。对于
我自己来说，由于长期都是在组织和安排活
动中度过，很少有机会真正静下来去思考环
境这东西，一切都在为了别人能认识到环境
而工作，
其实自己却没有时间去享受环境带
来的很多精神上的好处。
你去看一个树桩的话你能想到什么呢？
你是否可以从无生命的树桩中看到艺术的

代社会竞争的加剧，各 企业对
优秀人才的争夺空前白热 化，
人才尤其是优秀人才的流失日
趋频繁，往往给企业带来了 巨
大损失甚 至是致命的打击。人
才是企业的第一 资本和核心生
产力。格力电器 能成为连续 十
多年执行业之牛耳，并立 志打
造百年老字号的大型企 业，就
在于 大胆创新人力 资源管理 ，
从人才需求计划的拟订 、招聘
流程的优化、绩效评价、薪酬管
理、在职培训的完善、人员的测
试与选拔等各个环节大刀阔斧
地进行改革，在人才的运用上
真正做到任人唯贤、不拘一格、
人尽其才、岗配其人，不排资论
辈、不墨守成规地 提升或调动
职位，大胆起用新人，从精益生
产的角度出发彻底消除 一切管
理岗位上的浪费，敢于将不能
胜任岗位的人“拉下马”。

一面。树桩本无生命，但它所蕴涵的价值却
不是常人能体会到的，经过雕刻它可以成为
千姿百态的艺术品。曾听过一个十分新奇的
观点：害虫 之所以伤害庄稼 ，是因为庄稼缺
少了某种元素，而这种元素的缺乏需要虫子
的啮咬来补充。只要我们真正弄懂了大自然
中的这种内在关系，那样便不会有什么破坏
环境的现象了，
真盼望这一天能早日到来。
让我们用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去感受
大自然，用心去体会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美。
这样深入 体会之后 就会明白我们 为什么要
保护自然了。格力电器是我们的大家园，我
们的家园同样需要我们每位员工来保护，这
样才会让我们家园变得更美，也会给来宾留
下美好的印象。让格力电器成为行业中的榜
样，成为其它公司教育的典范。这一切只需
要我们一个小小的举动，一个共同的意会就
可以做到，所以，请为了格力电器，珍惜我们
的家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