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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江洪考察印巴市场
本报 讯 5 月 19 日至
28 日，格力电器董事长朱
江洪前往印度和巴基斯坦
考察空调市场，相继走访了
新德里、孟买、卡拉奇和拉
合尔 4 市的分销商和零售
店，并与当地的商业伙伴进
行了交流，同时，朱江洪董
事长还参观了由格力电器
提供技术支持的位于拉合
尔市的格力空调生产线。
据了解，印度近几年经
济 发 展 迅 速 ，2006 年 的 经
济增长率超过 9％，
2007 年
及随后几年有望继续保持
高速增长。空调市场在多年
的大幅增长的基础上，今年
有望突破 200 万台的销售

规模；按单一国家论，印度
已成为全球第 4 大空调市
场，
且将持续保持 20－25％
的增长势头。而巴基斯坦同
样也处于经济发展势头良
好和政治相对稳定的阶段，
空调市场稳步增长，今年格
力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将达
到 10％。
针对印巴市场的情况，
朱江洪董事长指出：印巴人
口众多，经济发展迅速，天
气的炎热也致使空调由奢
侈品转为生活必需品，空调
的需求增长迅速。朱江洪董
事长要求格力海外销售公
司抓住市场发展机遇，广泛
合作，针对其特定市场开发

格力电器与坦桑尼亚达成出口意向
本报讯 由广东省政府主办，坦桑尼亚对外贸易委
员会协办的“2007 中国广东——
—坦桑尼亚经贸合作洽谈
会”12 日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珠海市赴非
洲经贸团传来喜讯，格力电器等珠海企业均与坦方达成
出口意向，合计 1000 多万美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
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率中共代表团，坦桑尼亚副总统谢因
率贸工、旅游等五位部长出席了洽谈会。值得一提的是，
在摩洛哥、坦桑尼亚期间，珠海市委副书记魏宏广还利用
格力驻迪拜办事处，给分团其他企业当“红娘”，介绍非
洲、中东的对口客户，建立联系渠道。

董明珠呼吁普及空调高能效产品
本报讯 “2007 空调能效高层论坛”近日在京举行，
行业领军人物会聚一堂，面对面交流当今中国乃至全球
所面临的空调节能和高效问题。为推动中国的节能事业，
“铿锵玫瑰”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语惊四座”
，建议政府
提高空调产品准入市场的能效比，并表示格力电器将率
先停止生产低能效空调产品，
以起到带头示范的作用。
董明珠指出，提高空调能效对国家可持续发展意义
重大。能效标识制度实施以来，
在指导消费者选择节能产
品和规范市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格力“节能王子”
空调为例，以前没有标识，消费者无法辨认怎样的产品是
最好的，只是盲从地选择价格，或是选择外观，一度让“节
能王子”的推广陷入困境。但有了标识后，消费者能判断
产品是否节能，从而更清醒地选择产品，能效比高达
3.68、远高于国家一级能效 3.4 的“节能王子”不用推广
就备受追捧。董明珠还表示，在能源日益紧张的今天，空
调企业应站在国家的高度，积极钻研节能新技术，开发节
能新产品，通过行业的进步，在不久的将来逐渐淘汰 3
级、
4 级、5 级能效产品，
切实推动国家节能事业的发展。

“第四届中国节博会暨 2007 北京国际节能展”在京举行

格力精品空调独领风骚
本报讯 日前，第四届中国节博会暨 2007 北京国际
节能环保展览会在京举行，格力电器携强大的空调产品
阵容，展出了一系列高能效比产品，精美的款式、强大的
功能、节能环保的设计理念受到了一致好评，成为展会引
人注目的亮点。
据悉，本次“中国节博会”与“北京市国际节能展”强
强联合，于 2007 年国家节能宣传周期间联合开展，可谓
节能环保精品汇萃的国际盛会，吸引了众多国内外企业
参展，包括来自美、德、日本以及欧洲的参展商，超过 10
万专业及贸易人士前来采购产品、寻求合作以及交流节
能环保技术方面成果与信息，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近
百家媒体现场采访报道，规模空前。

格力电器再捐 150 万支持禁毒

适销对路、具有市场竞争力
的产品，
抢占市场先机。
5 月 27 日，朱江洪董
事长拜会了巴基斯坦旁遮
普省省长，就格力电器在巴

基斯坦的未来发展 战略 进
行了沟通交流。旁遮普省省
长表示，旁遮普省将尽全力
支持格力空调在巴 基斯 坦
做强做大。（通讯员 欧阳俊）

本报讯 在“６·２６ 国际禁毒日”来
临前夕，珠海市禁毒基金会收到了来自三
家珠海企业共计 ２６０ 万元捐款，其中格
力电器捐款数额最大，
为 150 万元。6 月 14
日上午，捐赠仪式在珠海市委政法委举行，
珠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钟世坚，副市长陈英
出席仪式并代表基金会向企业颁发捐款证
书。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还被当场授予
基金会荣誉理事长称号。出席仪式的朱江
洪表示，禁毒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格
力电器有责任有义务关心社会公益事业，
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据了解，
自珠海
市禁毒基金会 2005 年成立以来，格力电器
已累计向其捐款 290 万元。

出席“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讲堂”

董明珠苏州传道 助推中国经济发展
本报讯 5 月 22 日，由中央
电视台联合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
究中心、苏州电视台主办的“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讲堂”在江
苏苏州开讲。苏州站邀请的嘉宾
是 2006 年度“CCTV 中国经济年
度人物”获得者、格力电器副董事
长兼总裁董明珠。将近一个半小
时的精彩演讲中，董明珠一方面
深入介绍了格力的发展历程，与
到会企业老总一同分享了格力在
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品牌建设、
国际化等诸多方面的经验，同时，
针对苏州及江苏其他地区企业的
品牌现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为
企业树立强势品牌意识、实施强
势品牌战略、提高企业竞争力提
供有益的帮助。
董明珠在演讲中谈到，格力
电器对品牌在企业发展中的战略
地位有深刻认识，企业要在日趋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必
须坚定不移地培育自己的品牌，
不断提升企业和产品的知名度，
进而不断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美誉
度，最终带来广大消费者对企业
和产品的忠诚度。格力电器能从
一个默默无闻的企业迅速成为全
国知名企业，品牌的经营和维护
起了关键作用，格力每年用于产
品和 企业 宣 传 的 费用 多 达 数 亿
元。针对苏州企业特别是民营经
济，董明珠认为品牌战略依然是
企业不断成长、突破乃至永葆活
力的根本。而选择品牌战略实施
的有效阵地，更是至关重要。
针对市场、渠道问题，董明珠
表示，在家电行业时代背景下，格
力一 直以 特 立 独 行的 专 业 化 经
营、多元化渠道合作成为稳健发
展、个性十足的行业亮点，甚至在
某种 意义 上 在 生 产制 造 企 业 之
间、在厂商合作之间具有了“标
杆”的作用。格力独创的由厂商联
合组成“股份制区域性销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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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是格力的制胜法宝，这种以
股份制组成的销售公司模式是：
统一渠道、统一网络、统一市场、
统一服务，开辟了独具一格的专
业化销售道路，统一价格对外批
货、共同开拓市场，共谋发展。格
力空调销售公司这种自建渠道的
成立，大大规范了区域市场，使销
售公司成为格力在当地市场的二
级管理机构，从而保障了经销商
的合理利润，使广大经销商能够
切实做好消费者的服务工作。
谈到国际化战略时，董明珠
不无自豪地说，实施国际化战略，
必须培育适应国际市场的核心竞
争力。格力一直把技术、质量和规
模，作为企业的三大核心竞争力
加以培育和强化。作为最早融入
国际市场的中国家电企业之一，

格力电器今天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已经遍及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截止目前，格力电器已经向包
括巴西、俄罗斯、巴基斯坦、澳大
利亚、菲律宾等在内的全球近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了自主品牌
的空调产品，并以优良的品质、卓
越的性能和精美的款式征服了国
外的消费者，改变了他们对中国
产品的传统看法，树立了中国企
业的良好形象。
董明珠深刻、精彩的演讲博
得了台下的阵阵掌声。演讲后，与
会嘉宾一起，就当前民营经济发
展中面临的机遇和问题、奥运背
景下的发展战略等企业最为关心
的话题，与到会企业进行了面对
面的互动，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和交流。

来信选登
董明珠苏州演讲活动本身
的高规格尧 话题的深刻及切合
时要袁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袁
该演讲在江浙地区的企业界引
起了极大的反响遥 活动结束后袁
观众纷纷来信与董明珠畅谈感
受遥 现节录一章袁以飨读者遥

江苏兴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袁
建军：
我特别欣赏和佩服你提出
的奉献精神袁 这也是我追求的袁
因为我觉得人的一生不在于得
到什么袁而是留下什么浴 你给我
的印象是自信尧 果断尧 无私尧无
悔袁还有亲和遥

的新书《行棋无悔》为承载，通过义
卖，将每书中 10 元所得款项捐献
给安徽省希望工程办公室，用于特
困革命老区农村孩子及留守儿童
的救助，
希望小学初步选址定在安
庆潜山。安徽省希望工程办公室秘
书长曹勇表示：董明珠女士在“棋
行天下”
的同时，
积极奉献社会，以
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安徽革命老
区的教育事业，其爱心十分可敬！
《行棋

本报讯 以“《行棋无悔》，爱
心无限——
—格力关注贫困失学儿
童”为主题的大型捐资活动预计
本月下旬正式签约，格力电器副
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将拿出其新
著《行棋无悔》稿酬 30 万 元在皖
兴建一所希望小学。目前，
安徽销
售公司已与省希望工程办公室达
成初步捐资意向。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董明珠

董明珠 6 万稿费资助白血病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