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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业格力电器独获
“全国
质量工作先进集体”

千里拥军到湛江 海军
91878 部队迎来格力亲人

3 版 市场传真

格力电器 2008 年度全国
销售会议在杭隆重召开

上半年营业收入 200.52 亿元，同比增长 52.28%；净利润
4.86 亿元，同比增长 54.22%

格力电器上半年销售业绩创造奇迹
本报讯 8 月 13 日，格力电器公
布的 2007 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上半年
公 司营 业 收 入 和 净 利 润 均 大 幅 度 增
长，其中营业收入达到 200.52 亿元，
同比增长 52.28%；实现净利润 4.86 亿
元，同比增长 54.22%，每股受 益 0.60
元，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巩固
了行业龙头地位。
受气候变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空调价格稳定等因素影响，今年上半
年中国空调业迎来了久违的“春天”。

重点关注

作为中国空调行业的龙头企业，格力
电器通过提升管理水平、技术水平，调
整产品结构、产品价格，充分发挥公司
独特的营销优势、品质优势、品牌优
势，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今年 1 至
6 月，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2.28%，
产品销量同期增长超过 30％，远远高
于 行业 平 均 增 速 ， 净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54.22%。回顾格力电器近年来的财务
报告，净利润的增速第一次超过了营
业收入的增速。

分析师指出，这主要得益于格力
电器近年来坚持致力于依赖品质打造
品牌。通过股权激励管理层、股权捆绑
经销商等方式，一股独大的治理结构
得到了显著改善，核心竞争优势不断
积累，品牌效益开始释放，格力电器进
入竞争优势积累的收获期。
当天，格力电器还发布了业绩预
告，由于主营业务发展良好，预计公司
今年第三季度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50%以上。

支持打造百年老字号企业

邓维龙钟世坚深入格力电器现场办公

4 版 格力人

董明珠棋行天下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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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中文版 2007 年度中国上市公司百强排行榜出炉
格力电器七载荣登《财富》百强榜
本报讯 最新出版的《财富》中文版杂
志，公布了其一年一度评选的“中国上市公
司百强”
排行榜。格力电器第七次荣登该榜
并排名第 63 位。此次公布的“中国上市公
司百强”年度排行榜中，格力电器是唯一一
家走专业化发展道路的家电企业，也是此
次上榜家电上市公司中盈利最多的公司。

拱北海关公布 54 家诚信守法企业
格力电器拱北享受通关便利
本报讯 拱北海关 7 月 16 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正式宣布从即日起对推出的首
批 54 家诚信守法企业给予六项最大通关
便利。格力电器凭借诚信守法的信用状况
成为首批诚信守法企业，享受“直放式”、
“零阻滞”的通关便利。

格力电器蝉联
《福布斯》
“中国顶尖企业”
百强榜
本报讯 新近出版的全球知名商业杂
志《福布斯》中文版发布了 2007“中国顶尖
企业”百强榜，中国空调业领军企业——
—格
力电器连续第二年入选该榜，名列第 22
位，较去年上升了 15 位，是为数不多的名
次上升幅度达到 15 位的企业。

“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授牌仪式昨天举行
格力凌达压缩机获权威部门认可
本报讯 日前，广东省科技厅公布了
一批“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名单，格力电
器龙山精密制造分公司榜上有名。7 月 25
日，
“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授牌仪式在格
力龙山分公司隆重举行。（通讯员 鲁忆）

7 月 17 日上午，珠海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邓维龙，市委副书记、
市长钟世坚等一行深入到格力电器现
场办公，为企业解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要求市、区、街道、社区四级都
要全力支持格力电器的发展，特别是要
腾出发展空间，支持格力电器打造百年
老字号企业。
珠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刘振
新，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霍荣荫，副市
长赵建国，市政府秘书长陈岸明以及市
委办、市府办、市国土局、市规划局、市
水务局、市供水总公司、市公共汽车公
司、香洲区以及前山街道办等有关单位
负责同志参加了现场办公会。

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总裁董明
珠向邓维龙、钟世坚等介绍了公司今年
上半年的发展情况以及公司目前在进
一步发展过程中急需政府解决的具体
问题。针对格力电器提出的问题，与会
同志纷纷献言献策，提出了解决问题的
建议。
邓维龙表示，格力电器是珠海的名
片，格力电器的发展是珠海的大事，格
力电器多年来为珠海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重大贡献。全市上下一定要同心同
德，支持格力电器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
题，特别是要为格力电器的发展腾出更
加广阔的空间，支持企业发展壮大。格
力电器的发展壮大不仅将促进珠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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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同时也会大大惠及周边社区居
民。邓维龙勉励格力电器要努力打造百
年老字号企业。他说，格力电器作为知
名度很高的世界名牌，经过多年的发
展，有很好的基础和技术，有高素质的
管理人员和忠诚的员工队伍，完全有条
件打造百年老字号企业。
钟世坚指出，要立足于建设格力电
器工业城的定位来规划发展企业，为企
业发展腾出空间。企业的发展不能等！
钟世坚要求，对格力电器提出的需要解
决的问题，政府各职能部门和区、街道
要抓紧解决，为格力电器的加快发展营
造良好的环境。
(来源：
《珠海特区报》7 月 18 日报道）

格力电器高票当选 2007－ZHTV
观众最喜爱珠海品牌
本报讯 由珠海广播电视台、珠海名
牌带动战略 联席会议办 公室 联合 举办 的
“2007－ZHTV 观众最喜爱的珠海品牌”评选
活动近日落下帷幕。格力空调凭借过硬的
质量，良好的口碑获得一致好评，以最高选
票数当选首位。（通讯员 万雪兵）

2006 最佳中国董秘奖 10 位揭晓
格力电器刘兴浩当选最佳董秘
本报讯 近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网举办“2006 影响中国——
—上市公司评
选”的颁奖礼上，格力电器董事会秘书刘兴
浩被授予最佳中国董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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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质量振兴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家电业格力电器独获
“全国质量工作先进集体”
本报讯 7 月 26 日，全国质
国家质检总局联合组成的评选表
议。
量振兴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彰工作领导小组通过严格的评
作为中国空调行业的标志性
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空调
审，首次在全国范围内评出了 80
企业，格力电器一直视质量为企
业龙头企业——
—格力电器被国家
个“全国质量工作先进集体”，其
业的生命，十几年如一日，狠抓产
人事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中企业 31 个，质检部门、行业协
品质量。从研发到销售，
从零部件
总局联合授予“全国质量工作先
会及科研机构共 49 个。格力电器
采购到整机生产，格力电器建立
进集体”称号，是中国家电业唯一
是此次获奖的唯一家电企业。
了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产
获此殊荣的企业。
当天，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
品出厂一次性检验合格率高达
在国务院《质量振兴纲要》颁
长江，党组书记李传卿，人事部副
100%，坚决“不拿消费者当试验
布实施 10 周年之际，为表彰 10
部长尹蔚民等领导出席了颁奖仪
品”。正是基于对产品质量的自
年来在质量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
式并为获奖集体和个人颁奖。
信，也正是因为格力空调近乎完
典型，调动广大企业和社会各界
次日举行了全国质量工作会
美的产品质量，格力电器在 2006
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关心质量、 议，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主持会议， 年先后赢得了“中国世界名牌”、
重视质量的良好氛围，全面提高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并发 “全国质量奖”和“出口免验”等国
我国产品质量、工程质量和服务
表重要讲话。格力电器等 80 个
家最高荣誉，成为中国空调行业
质量总体水平，由国家人事部和 “全国质量工作先进集体”列席会
唯一的
“世界名牌”产品。

上犹县格力希望学校举行竣工典礼
本 报 讯 7 月 25 日 袁
江西省上犹县格力希望学
校举行竣工典礼暨助学捐
赠仪式遥 珠海市委副书记魏
宏广袁市委统战部部长罗碧
坚袁格力电器总裁助理望靖
东袁江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黎细保袁赣州市委副书记潘
玉兰等出席竣工典礼暨助
学捐赠仪式遥
据了解袁格力电器倾情
支持老区的教育事业袁捐款

30 万元在江西省上犹县东
山镇广田村兴 建了一所希
望小学遥学校于今年 1 月 26
日 破 土 动 工 袁6 月 28 日 竣
工 袁 总 建筑 面积 578 平 方
米袁教学楼共两层尧有 8 个
教室袁可以容纳 400 余名学
生遥 在助学捐赠仪式上袁珠
海海外联谊 会向上犹县捐
赠了 5 万元扶贫助学基金遥
格力电器向 格力希望学校
捐赠了 100 套文具遥

千里拥军到湛江 海军 91878 部队迎来格力亲人
链接一

建军 80 周年华诞：格力携空调慰问国旗护卫队官兵

本报讯 7 月 26 日，在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 80 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带着 3 万
多名员工对海军官兵的深情厚意，格力电
器“八·一”拥军慰问团，在总裁董明珠的
带领下，专程来到海军南海舰队 91878 部
队，向部队官兵送上了价值三十万元的空
调和小家电产品。
这是继 7 月 23 日格力电器携空调慰
问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之后的又一拥军活
动，受到了部队官兵的热烈欢迎。
海军 91878 部队是南海舰队驻扎在
广东湛江的英雄部队，涌现过大批军队先
进人物。在慰问活动中，董明珠首先代表
格力电器向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的祝
福和亲切的问候，感谢部队长期选用格力
空调。她表示，格力电器的蓬勃发展离不
开部队营造的安定团结的社会和经济环
境，希望今后彼此双方能密切联系，加强
合作，增进军民情谊。董明珠还盛情邀请
部队官兵到珠海格力电器参观指导。

海军 91878 部队政委聂守礼对格力
拥军慰问团的到来表示感谢，并对格力电
器发展业绩予以高度评价。他指出，格力
电器是中国民族产业的骄傲，企业在自身
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坚持开展拥军活
动，体现了企业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企
业领导人的高瞻远瞩。
在当天的慰问活动中，格力电器除了
向部队送上了价值三十万元的空调和小
家电产品，还为广大官兵带去了董明珠的
新作 《行棋无悔》，91878 部队则向格力慰
问团回赠了抚仙湖舰舰徽。
多年来，格力电器一直致力于社会公
益事业，从印度洋海啸灾区到碧丽斯台风
灾区，从西藏少儿活动中心到格力希望小
学，无论是教育、卫生、文体，还是扶贫、拥
军、
赈灾，
都留下了格力电器的身影。据了
解，截至目前，格力电器累计向社会捐款
捐物已近 5000 万元。（通讯员 王燕玲）

链接三

格力送空调到老红军家
8 月 1 日上午，安徽销售
公司一行人来到革命老区金
寨县，为两位高龄老红军“送
空调送清凉”。图为安徽销售
公司人员慰问老红军家属，并
赠送格力空调一台。（陈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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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23 日，格力电器
与国旗护卫队“贺八一 送清凉”赠
空调仪式，在位于天安门的国旗护卫
队驻地隆重举行。武警天安门警卫支
队、国旗护卫队、家电协会、格力空调
北京销售公司等单位的相关领导及
30 多家主流媒体记者共 100 余人参
与了本次赠送仪式。
格力电器是全球最大专业化空
调生产企业，是民族产业的典型代
表，此次借建军 80 周年之际，慰问了
捍卫国家形象的国旗护卫队官兵，表
达格力电器对于国旗护卫队官兵们
的敬意和关怀。
武警天安门警卫支队国旗护卫
队中队长刘清军在赠送仪式上表示：
“格力电器此举弘扬了民族产业浓厚
的爱国热情，也极大地改善了我们官

链接二

兵的居住条件。虽然大家每天看到国
旗护卫队用威武的雄姿和昂扬的斗
志护卫着祖国第一旗，但是光荣、责
任背后也有辛苦。目前我们的空调使
用时间较长，制冷弱噪音大，影响了
官兵的睡眠，格力电器在得到这个消
息后第一时间跟我们取得联系，主动
提出帮我们更换一批新空调。今天是
格力电器继 2005 年之后第二次向国
旗护卫队赠送空调。感谢格力电器一
直以来对国旗护卫队的关注和关心。
我们一定以一流的标准、一流的形
象、一流的作风、一流的业绩，升好祖
国第一旗，站好祖国第一哨。”
赠送仪式后，与会嘉宾还一同参
观了国旗护卫队的驻地，观看了战士
们精彩的升降旗模拟表演。
（通讯员 张征虎 吴巧梅）

格力电器与海军抚仙湖舰签署军民共建协议

本报讯 值建军 80 周年
大庆之际，为进一步促进军
民共 建社 会主 义 精 神 文 明
建设，密切军民关系，7 月
18 日，格力电器正式与抚仙
湖舰签署军民共建协议，成
为正 式友 好的 军 民 共 建 双

拥单位。
签约仪式在中国人民
解 放 军 海军 抚 仙 湖 舰 上举
行，海军 91878 部队政治部
首长张德军主持了该仪式，
珠 海 销 售公 司 总 经 理 何岗
和 抚 仙 湖舰 政 委 王 善 进分

别代表格力电器和抚仙湖舰
签署了协议，海军 91878 部
队首长吴建国出席仪式并发
表讲话。在签约仪式上，格力
电器还向抚仙湖舰捐赠了 6
万元，作为建军 80 周年对全
（王燕玲）
舰官兵的节日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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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2008 宏伟蓝图

格力电器 2008 年度全国销售会议在杭隆重召开
求真务实 永创第一
要朱江洪董明珠亲临浙江格力纪实
要要

西子湖畔，雷峰塔边，
格力电器 2008 年度全国销售会议于 8 月 9 日至 10 日在杭州举行。会议总结了 2007 年度的工
作，明确了 2008 年度的宏伟目标，为 2008 年再创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讯员 陈拥军）

董明珠总裁亲临湖北 畅谈 2008 发展大计

简讯

湖南格力再创佳绩
本报讯 湖南销售公司在深刻总结历年销售工作中
的经验教训袁 认真分析 2007 年度湖南地区旺季空调需求
形势后袁有针对性地制订旺季销售计划袁积极组织货源供
应袁全力满足旺季市场需求袁取得了可喜的销售业绩袁提前
超额完成了年度销售任务遥截止 7 月 25 日袁湖南公司已超
全年任务 1.4 亿元袁同比去年增长了 55豫遥（通讯员 邱英姿）

重庆格力销售翻番
本报讯 重庆销售公司 2007 年度销售同比 2006 年
度翻番袁占据整个重庆空调市场近 45%的份额遥 进一步稳
固重庆市场领头羊的位置遥

河北格力服务再升级
本报讯 日前袁河北销售公司与河北省消协联合举行
了野格力空调 10 年免费包修服务冶启动仪式遥 河北销售公
司公开承诺袁从 2007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08 年 7 月 31 日袁
购买格力家用空调的消费者可以加入格力电器网络管理
系统袁所购买空调将得到野整机 10 年免费包修服务冶遥河北
销售公司还拿出 50 万元保证金作为信用担保袁 邀请河北
省消协行使此项社会监督遥

浙江格力温暖“癌症女孩”
本报讯 7 月 14 日袁两位青年来到贵州野癌症女孩冶李
小面病房袁将厚厚一叠钱交到她手中袁现场记者打听他们
所在单位时袁两人笑而不答遥经过再三追问袁他们才说是浙
江销 售公 司的员 工袁 是受 公 司委 托 来 送 这 笔钱 的 袁这
21300 元钱是大家一起凑的袁希望帮助李小面渡过难关遥

本报讯 8 月的杭州，莲叶田田，菡萏娉
婷。12 日下午，参加完在杭召开的销售会议
的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总裁董明珠来到
浙江销售公司视察工作，并在即席召开的公
司中干会议上作了重要指示。
首先，董明珠总裁对浙江销售公司 2007
年度的工作给予了极大肯定，浙江销售公司
工作成效不仅体现在销量的大幅增长上，更
体现在对整个浙江市场的良好管理上。朱江
洪董事长则称赞浙江销售公司是个有实力的
战斗集体，在专卖店的开拓、市场的管理、与
商家的紧密联系各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成
绩，市场更加稳定和巩固，回款、出货工作进
入了良性循环。
随后，朱江洪董事长指出，
2008 年是格
力发展阶段中非常关键的一年，要争取获得
更高的增长率，就如同树林中的树木，得到的
阳光 多，E取的F分就 多，发展就 快。
朱江洪董事长还强调，专卖店建设一定要注
重G一性、连锁性、关联性。单独的一家店H
在着实力强弱的问题，I有的店连锁起来就
能形成合力。
会后，朱江洪董事长和董明珠总裁分别
为浙江销售公司题J。朱江洪董事长题J为：
“求K务实，L创第一”，董明珠总裁题J是
“M求完美就是一N美”。提J不仅体现了格
力O斗精神，更表达了朱江洪董事长和董明
珠总裁对浙江销售公司的深切期望。（千帆）

本报讯 7 月 23 日至 25 日，
正值江城盛夏，格力电器总裁董
明珠亲临湖北指导工作，不顾酷
暑进行了为期 3 天的工作考察和
市场调研。在对格力专卖店和武
汉工贸家电、楚天传媒集团等单
位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听取意见
后，董明珠总裁还与各界就大家
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二次飞跃”
带动团队建设
1997 年，湖北销售公司成立。
十年时间，公司由一个年销售额
刚过 5 亿发展成 18 亿的企业，这
只是格力营销模式不断自我完善
与变革初见成效一个阶段，后面
还有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值得销售

公司去不断探索和发展。
在肯定湖北公司取得的成绩
同时，董明珠总裁进一步指出，湖
北销售公司现在进入了一个崭新
的发展阶段，
在新的时期应狠抓实
干，走“更高效、
更快捷”
的发展之
路，实现企业的“二次飞跃”。同时
销售公司要秉承桥梁纽带作用，充
分发挥区域销售公司的管理服务
功能，为经销商提供一个公平竞争
的销售平台，帮助专卖店做大做
强，实现渠道的多元化发展。

“专卖特色”凸显格力优势
湖北地处九省通衢之地，历来
为商家重兵之地。工贸、苏宁、中百
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要在强手如云

格力空调
列入湖南维权创新教案
本报讯 7 月 24 日袁 由湖南省消费
者协会组织袁各市尧州消费者委员会尧省
十大行业投诉站协办的首届 野消费者权
益保护专题培训班冶开班袁格力空调被列
入湖南维权创新教案遥 湖南省消费者委
员会秘书长阳功生认为袁 格力依靠连锁
服务应对用户狂增和开展退市空调救助
活动等都对开展维权创新工作有很好的
启示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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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专卖店如何发挥优势与已起舞
的大象共赢市场，这是摆在湖北专
卖店面前的首要课题。
在参观了武昌格力空调专卖
海旺店和中南航空店后，董明珠总
裁就这个问题明确指出，格力专卖
店就是要充分发挥小而活的特点，
不要在
“大树下找荫凉”，要充分利
用区位优势，全力贴近周边资源，
积极拓展格力品牌，加快专卖店建
设的一体化连锁，加快客服中心的
建立和规范，提升服务水平和能
力。针对特定目标群体如高校等充
分发挥专卖店的服务优势，与客户
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
（通讯员 陈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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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人

15 集广播剧《行棋无悔》8 月起在金鹰 955 播出

董明珠棋行天下的传奇故事
本报讯 由董明珠《棋行天
下》和《行棋无悔》改7而成的广
播8集《行棋无悔》自 8 月 1 日
起已在金9 955 电台财经人物
传记节目《影响 100》中播出。社
会:响十分热烈，
在长沙掀起了
寻书、
>书热?。
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的第
二部自传体报告文学 《行棋无
悔》由珠海出版社出版。董明珠
第一部自传体报告文学《棋行天
下》首版即被各大销售渠道抢购
一空，
并在数周之内荣登全国A
销书榜。目前，湖南新B书店集
团、长沙国文书局、三C都市报、
金9 955、DCE报等单位已F
续和珠海出版社签G发行代理。
《行棋无悔》在湖南H相之
初，立刻引起了湖南各大媒体的
注意。三C都市报、
金9 955 电
台、DCE报先后表达了合作发
行的意愿。金9 955 电台更是

率先动作，仅用半个月的时间，
参与节目制作采P的金9
就将该书改7成 15 集财经人物
电台记者V婷也告W本报记者：
广播传记。
“在创作的过程中、在看X并不
看过《行棋 无悔》后 ，金9
相连Y事里，我个人感受最深
955 节目总监J芳跔立即决定亲
的，就是董明珠提出的‘工业精
自拟定此次广播8集的大纲、把
神’。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我Z
关每一集文L；有M富广播8制
经写过很多企业和很多领导者
作经验、
深受听众喜爱的财经人
的Y事，
我也看到过不少在不规
物传记节目《影响 100》主持人
范市场里，M求短期效益而失去
N明则亲自参与制作，K是因为
一个品牌的例子。我想格力带给
拥有这样的人才团队，
《行棋无
中国企业的，不只是一N经营模
悔》广播8才得以O速面世。
式的探讨，更是对于M求诚信，
资深主持人N明在s受本
M求长远发展的模_，是一N值
报记者采P时说：
“ 因为这次c
得`导，值得走下去，也一定会
供参考的资k很多，有电视8、 走好的精神之路。”
有很多电视节目的P谈、还有董
广播8集《行棋无悔》共 15
明珠出版的两本自传，因此我们
集，每集时长 30 分钟，第一轮播
做的很R利。我们在S选的过程
放时间为 8 月 1 日至 15 日，首
中，也强烈地感受到了董明珠的
播时间为每日上午 9 点 30 分至
个人魅力，这是我们制作的一大
10 点，重播时间为a上 9 点至 9
先天优势，也给我们创作这个U
点半。（通讯员 郭佩平）
明的人物性格提供了条件。”

莫 把 无 聊 当 有 趣
中国家电企业大都有个通P：说
Q功R了得而内力ST不足。形象一
点说，整个行业就U一个V不住WX
的YZ，L远充[着\首]姿、^众
取_的走`，总是不a争相标榜清b
c人、d我独e的fg。
最近，空调界h然又对ijk大
l特l起来：一m品牌正no力p地
q天介r：
“快来看，我的空调连s管
用的是t管u，多好的t管v！”
“我
w了xy牌z{机u，|}~~”•
者不禁纳闷：你是在卖空调呢还是在
卖jk？
一台S通的空调由 1500 多N零
配件构成，对于一个负责任的品牌而
言，合格的产品意味着每一Nijk
（不是其中的一两N） 都具有过硬的
品质，这是最基本的前提，也是你的
份内之事，哪里值得拿来炫耀！从未
见过有哪个国际品牌会刻意拿这样
件拿那样件来做宣传。因为品牌的价
值是蕴涵于产品整体性能之中的，这

是个浅显的道理。试想，如果有一天
宝马打出这样的广告：
“宝马车好，源
—本车轮
于与消费者‘L结胶心’
——
胎全部采用橡胶制成”，不让人晕死
才怪。
制造商的职能在于创造产品而
不是拼凑jk，而产品的好坏除了对
ijk的严格把关外更取决于企业
能否运用你的研发技术、检测手段等
综合实力将各Njk优化地匹配在
一起，从而使你的产品性能达到最
佳。这是一个凝聚着智慧，饱含技术
成份的系G工程，岂能由一两样ij
k决定？何况连s管仅是空调产品众
多配件中最不具备技术含量的一N，
而I谓的国际名牌z{机也搞不清
楚究竟是哪个星球的
“国际”
？如果用
一两样就算“国了际”的jk便c考
量空调的品质，那么，让中国足球队
全换上巴西队穿的球鞋、球衣，我们
岂不就c立马冲击世界杯了？非也，
亚洲二流还是亚洲二流！同样的道

理，你的技术不行，实力不够，或其他
ijk有缺陷，就算用 24K 黄金来做
连s管也是不c能变成好空调的。
中国早已是全球公认的家电大
国，但令人悲哀的是至今仍成不了家
电强国，究其i因，与由始至终笼罩
行业的浮躁、浮夸之风有密切关系。
大家总是千方百计地用谋略来搞定
对方，用I谓的营销招术来打晕消费
者，而太缺a沉下心来致力于技术研
发，甘愿吃亏而又V得住WX的工业
精神，太缺a一N源自内心对消费者
的敬畏与e重之情。
其实，在空调行业已走出混沌，
迈出理性步伐的今天，技术实力的差
距是能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不断{
小的，但是，如果心态不正，继续醉心
于用*张n势、本+,-、混淆视听
的恶俗l作来提升影响力，硬要把无
当有2，最终一定免不了被行业3
汰，被消费者唾弃跓的命运。（蒲为民）

200 多名应届大学生成为格力新鲜血液
本报讯 格力电器为进一步加强人
才梯队建设袁完善人才储备袁经过综合面
试考核袁录取了共计 200 多名应届大学生
渊含博士冤袁这些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尧华中
科技大学尧西安交通大学尧湖南大学尧中南
大学等著名重点高等院校的学子们已于
7 月陆续报到完毕遥 在公司的精心策划
下袁他们分别参加了集中军训袁并就公司
企业文化尧入职心态尧沟通技巧尧职业发
展尧消防安全尧协作尧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全
面的培训遥 为更好地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尧
做到人岗匹配袁 待大学生在分厂集中实
习尧培训后袁公司将组织 2007 应届大学生
的二次选拔分配工作遥 （通讯员 钟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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