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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销售额远超去年整年总额
本报讯 10 月 31 日，格力电器三
季度业绩报告正式公布。财务数据显
示，公司三季度业绩继续保持高速增
长。今年 7 至 9 月份，格力电器实现营
业总收入 92.86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0.55％；净利润 2.77 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 65.62%。
从今年 1 至 9 月的数据来看，格力
电器前三季度共实现营业收入为
293.38 亿元，净利润为 7.62 亿元，较
2006 年整年营业收入 238.03 亿元、净
利润 6.28 亿元分别高出 55.35 亿元和

1.34 亿元。
当天，所有家电类上市公司均已经
公布了今年的第三季度报告。数据显
示，空调行业“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
格局越来越明显，市场份额进一步向格
力等一线品牌集中。对比各空调企业公
布的财务数据，格力空调继续保持空调
行业领头羊地位。
格力电器表示，今年三季度营业收
入和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格
力品牌拉力的日益增强和格力专卖店
的飞速发展。据统计，目前格力专卖店

在全国已达到 5000 多家，这些专卖店
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以城市为重
心，以地县为基础，以乡镇为依托的三
级营销网络，并以灵活经营、专业服务
的特点成为格力电器攻城略地的一支
重要力量。
同日，格力电器发布了 2007 年度
业绩预增公告。公告称，由于公司主营
业务经营势头良好，预计 2007 年全年
净利润将比去年同期增长 50%-100%。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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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公开增发 A 股获批
本报讯 近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
委员会已经审核了格力电器公开增发 A 股
股票事宜。根据审核结果，
公司公开增发 A
股股票获得有条件通过。格力电器将增发
不超过 5000 万 A 股，计划募集资金 11.5
亿元，用于建设合肥生产基地和珠海斗门
的压缩机技改项目。（本刊记者）

格力创新再铸辉煌
本报讯 广东省企业家联合会和广东
省 企 业 家 协 会 11 月 8 日 正 式 发 布 了
“2007 广东企业创新纪录”，格力电器被评
为“广东省创新纪录标杆企业”
，其中，由格
力 2006 年自主研制的数码多模态过冷式
冰蓄冷与水蓄热多联节能空调机组，被誉
为世界同行业首创，格力也由此荣获“十大
首创技术奖企业”称号。（通讯员 周琳）

格力空调十月最受用户关注
本报讯 近日，消费调研中心 ZDC 对
十月的空调市场进行调查，推出了十月最
受用户关注度的十大空调品牌排行。ZDC
数据显示，格力以 39.8%的关注比例蝉联
桂冠，高居排行榜首位。排名第二的品牌与
格力相比要逊色很多，关注度份额不足格
力的二分之一。（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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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电器：追逐“德国制造”

成功总有方法可循袁格力的发展袁
可以说有很多技巧遥 但奇怪的是袁不管
作为格力电器副董事长兼总裁的董明
珠本人还是市场分析人士袁 均认为格
力电器的成功和技巧无关遥
野很多企业都想模仿格力袁却不成
功袁为什么袁因为他们的眼睛盯着的是
技巧袁而格力的成功其实是一种精神遥
精神袁这是格力最值得学习的地方遥 冶
业内人士称遥

董明珠布道河南
清晨上班路上，记者经常会碰到身
着格力制服的安装工人，迎着朝阳，三五
成群奔向各个社区，开始一天的工作。格
力，似乎每天都触手可及！
奥运会媒体村的空调来自格力，金
正日的家用和办公用空调来自格力，冰
天雪地里有格力空调，干燥炎热的沙漠
里也有格力空调……从国内到国外，从
北方到南方，越来越多的人在感受着格
力的服务；
人们对格力品质的信赖，似乎
达到空前的高度。
董事长朱江洪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
就是：
“ 格力和同行的差距将进一步拉
开，格力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优良的品
质。”在格力 2006 年取得 238 亿元销售
收入的基础上，今年前三季度的销售收
入已突破 300 亿元，全年有可 能超过
350 亿元。
而眼下，
“中国制造”却成为“劣质价
廉”的代名词，
中国的工业品由于质量问
题屡屡遭到发达国家的抵制；相反，
“德
国制造”素来以精湛的工艺和优良的品
质征服世界。两相对照可以看出，不在乎

短期利益，
精益求精、长时期醉心于技术
的创新，是“德国制造”胜出的关键。“德
国制造”根植于科研机构，300 多所高等
院校、数以百计的研究机构，
“制造科技”
都是其研究的重点。德国对技术和工艺
的孜孜以求，造就了奔驰、宝马、奥迪等
一批伟大的企业。
在空调行业平稳增长的大背景下，
格力仍能高速增长应该能给尴尬中的
“中国制造”一丝启示。“自主创新，而不
是简单模仿，正是这个支撑了格力的发
展。”
格力的费用控制非常严格，但是技
术研发上的投入，朱江洪从来不吝啬，只
要主管领导报上来，他都毫不犹豫地签
字。据了解，
格力建立了业内功能最强大
的实验室，新产品在各种模拟环境进行
试验，把问题消灭在“可能性”中，
“ 不拿
消费者做试验”。
做企业如同做人，做人要讲求精神，
企业也一样。格力的“工业精神”就是这
样倡导开来的。董明珠这样诠释格力的
“工业精神”，
她说，
“工业精神”就是一种

吃亏精神，但是，吃小亏往往会赚大便
宜。在空调行业只有格力建立了零部件
筛选分厂，
1500 多种零部件一一严格筛
选，庞大的生产支出就是为了实现零缺
陷工程。如此严格的专业化生产让格力
业内首家提出整机 6 年免费包修的 承
诺，也让格力的品质家喻户晓。
“工业精神”也是一种精益求精的专
业精神。格力的新产品层出不穷，
根据市
场需要，把空调的用途一步步细分化。针
对人们对卧室安静、节能、高雅、安心的
独特需求，格力近期开发“睡梦宝”系列
产品，运用了 23 分贝静音技术，轻如常
人呼吸，让人体会到格力的专业精神。
在格力身上，我们依稀看到德国工
业精神的影子。在董明珠看来，
随着格力
空调国际市场销量的增大，随着口碑传
播影响的增大，格力空调成为世界知名
品牌只是时间问题。她说：
“到 2009 年，
格力电器的目标是占据全球家用空调市
场 25%的份额，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都
信赖格力空调，就像人们信赖奔驰、宝马
一样。” (节录自 11 月 5 日《中国证券报》）

格力家用中央空调启动家居装修新潮流
本报讯 秋冬季节是家居装修的旺
季。对于众多打算进行家居装修的人们
来说，应当注重的不仅仅是花钱多少和
使用了多少高级的装饰材料，而是如何
恰当地利用室内空间格局，彰显都市时
尚家居生活。大多数家庭对此往往头痛
不已，然而，随着家用中央空调日益进入
寻常百姓家，
这一问题迎刃而解。
据悉，
凭借专业化的制造、诚信的经
营作风、一流的产品质量、雄厚的技术实
力和优质的安装服务, 以及在家用空调
市场树立的良好口碑，格力电器已经把
王者形象从家用空调领域成功延伸至商
用空调市场，这让它在家用中央空调领
域从一开始就占据了市场优势。其自主
研发的 GMV 系列家用中央空调已成为越
来越多家庭的“座上宾”，目前各地的用
户订单源源不断。
“摆在地上和内嵌在天花板，这是两
者的最大区别”，
格力 GMV 家用中央空调
研发人员表示。据悉，格力 GMV 系列家用
中央空调通过巧妙的设计和安装可实现
美观典雅和舒适健康的和谐统一。室内
机可以根据不同的设计要求任意改变，
充分满足每个家庭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此外，格力 GMV 家用中央空调克服
了分体式壁挂和柜式空调不均匀的空气
气流等不足之处，实现了室内外空气的
自动循环，使整个家庭都满足舒适性条
件，
避免了其它分体机造成的直吹过冷、
房内冷热不匀和二氧化碳浓度偏高的人
体不适现象。
“以人为本”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还

需要与时俱进，融入更多的人性化设计。
格力 GMV 家用中央空调的用户可以通过
格力自行设计的分房控温系统，根据各
个房间的朝向、功能等随意增加和减少
冷热量，室内温度控制精度在±0.5℃之
间，
特别适合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格力 GMV 家用中央
空调还拥有分户计费功能，单独计算每
户家庭空调使用费用，能够实现几家小
面积住户共享一套家用中央空调带来的
舒适，颠覆了以往家用中央空调只有大

面积住户才能享受的“特权”
。
总之，在为自己的家居进行装修时，
选用更多人性化、节省能源的产品，才是
如今都市人的生活时尚。格力 GMV 家用
中央空调也正是向大众表明了坚持环保
与节能、坚持为我们的明天节省更多资
源与清新空气的决心，这样，都市时尚一
族在家居装修时有了更实效更适合自身
的选择，
“绿色空调绿色生活”的生活理
想才不会只是梦想。（本刊记者）

格力电器无偿出资 30 万元设立“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董明珠奖助学金”，设
立仪式日前在北师大珠海分校举行。据了解，这也是格力电器首次在广东高校
中设立奖助金。前不久，格力电器副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还前往汕头参加签名
赠书助学活动，活动只持续了一个多小时，1200 本《行棋无悔》就被蜂拥而至的
读者抢购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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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 日袁 河南新乡新星剧场袁
应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之邀袁 格力电器
副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出现在上千名
企业家面前遥
董明珠的开场白近乎耳语袁 声音
低婉袁野我是董明珠遥 冶她说遥
而低婉很快就消失袁 随着话题的
逐渐推进袁她的声音逐渐抬高袁即便是
坐在会场最后一排袁 你也能感受到那
种扑面而来的自信和豪情遥
董明珠先给与会者讲了三个格力
案例院 金正日的家用和办公用空调来
自格力袁 奥运会媒体村的空调来自格
力袁格力自 1995 年至今国内销量一直
稳居第一遥
而眼下袁 在格力于 2006 年取得
238 亿元销售收入的基础上袁今年前三
季度已突破 300 亿元袁 全年有可能超
过 350 亿元遥
野自主创新袁而非简单模仿袁正是
这个支撑了格力的发展遥 冶董明珠说遥
董明珠谈到袁 格力是一个研发专
业化的企业袁 在中国是唯一专造空调
的企业袁目前国内拥有安徽尧重庆尧广
东袁海外拥有巴西等四个生产基地遥
和别的企业家不同袁 董明珠毫不
避讳销售收入袁野以产业报国袁 我们格
力从来不偷税漏税遥 冶 自公司上市以
来袁野从股市上获取了 苑 个亿资金袁到
现在为止我们回报了股民 18 个亿遥 冶
野一个好企业家的标准是怎样把
企业打造成一个永久的企业遥 行业不
可能倒闭袁倒闭的只会是企业遥 只要你
的技术领先尧管理领先袁那么你永远是
领先的遥 冶董明珠如是说遥
野盲目进军海外市场是可笑的袁盲
目收购是不可取的遥 什么是国际化钥 不
是在国外建厂袁 而是各国的消费者都
愿意购买你的产品遥 冶董明珠说遥
此前袁 一个为市场所推崇的 野真
理冶是院一个企业的营销做得好袁这个
企业就发展得快遥
但董明珠却说袁 营销不是最重要
的袁野举个例子袁1991-1994 年袁格力就
是以营销为重袁 但 1994 年我们卖了 源
个多亿袁收款只有 5000 多万元袁到年
底退货一个多亿遥 还有华宝尧春兰这些
老大哥袁最后都败在了只注重营销袁没
有创新遥 冶
野企业不能只在乎眼前的一点一
滴袁应更多关注未来遥 适应市场发展需
要的企业才是好企业遥 一个好的企业
家不是说我今天能挣多少钱袁 而是我
怎样把这个企业打造成一个永久的企
业遥 冶
董明珠说到这里时袁 会场响起了
热烈的掌声遥
会毕袁 来自郑州创恒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的总经理王蓓莉说院野我只有一
个感受袁耶听君一席话袁胜读十年书爷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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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明珠与潮汕企业精英精彩对话

本报讯 11 月 3 日，格力
电器副董事长兼总 裁董 明珠
应首届“潮商 论坛”主办方南

都周刊的邀请，出席了在汕头
举行的论坛讲座，现场作主题
为“企业品牌创建 与品 牌传

播”的精彩演讲，并与原中央
电视台 《对话》 栏目制作人，
“2006 年中国十大营销专家”
罗振宇同台，和 潮汕 企业界
1200 多位知名企业家进行面
对面的现场“对话”
，共同探讨
潮汕企业的品牌 建设 与发展
谋划。
当天，董明珠将潮汕企业
的特点及现代企 业管 理与传
统家族式企业管 理相 融合提
升出的观点赢得 了企 业家们
的共鸣。董明珠 盛赞 潮商聪
明、勤劳，指出这是潮商能够
在中国乃至世界 占有 一席之
地的原因。同时，她还勉励在
潮汕本地的企业 家要 充分发

挥这一优势。
本 次论 坛讲 座吸 引 了 潮
汕各地主要媒体 及驻 汕各 大
媒体的高度关注 ，汕 头电 视
台、汕头日报、羊城晚报、南方
都市报等均派出 记者 进行 采
访并推出专题报道，对其演讲
给予了高度评价。
此外，董明珠还抽空考察
了粤东空调市场，并在论坛讲
座前一天亲自主 持了 当地 新
开 张 的 5S 店 的 试 业 剪 彩 仪
式，在现场还开 展了 签名 赠
书、助学募捐活动。募捐的善
款将全部献给汕头团市委“特
困学生助学工程”。
（通讯员 江玉兰）

重庆格力推出两大服务新举措
本报讯 “推出安装事故赔偿、免费
加装室外机排水管。”重庆销售公司宣布，
11 月 5 日到 12 月中旬格力将推出两大服
务新举措，向空调界两大行规发起挑战。
据了解，在活动期间，凡在重庆格力
各大 4S 专卖连锁店、家电卖场购买格力
任一款空调，除获得 VIP 卡，享受格力 6
年保修、免费移机一次、每年免费清洗保

养一次等服务外，将额外获得格力新增的
服务承诺：一年内，凡因格力的安装原因，
引发消费者空调漏水、漏氟及漏电问题，
格力将承担维修等相应责任外，且无条件
赔偿消费者 200 元。
此外，活动期间，针对冬天空调制暖
室外机滴水问题，重庆格力将推出免费安
装室外机排水管服务，重庆地区所有格力

广西：激情六载

格力中央空调推广会受关注
本报讯 由艾默生谷轮公司主办、东北销售公司协办
的
“格力中央空调权威鉴赏暨格力－艾默生谷轮超低温热
泵推广会”于 11 月 6 日在长春香格里拉大酒店隆重召开。
来自东北三省暖通界、制冷界的权威专家近 70 人应邀参
加本次会议。与会的专家通过介绍，对格力电器的发展历
程及格力中央空调的研发实力有了全新了解。（林杨）

珠海启动全新服务
本报讯 珠海销售公司宣布，从 11 月 1 日开始，凡
格力空调用户，
只需拨打格力售后服务热线或直接到格力
电器专卖店、
指定经销网点和退市空调救助中心登记并确
认后，便可以享受到专业的免费上门清洗保养服务、一年
包换、免费移机、以旧换新等一系列的优惠活动。
据了解，与以往一般的空调服务活动相比：珠海销售
公司不仅提供规范的空调免费保养服务，还向用户介绍空
调保养及维护常识，派发服务监督卡，收集用户对格力空
调的建议，让消费者真真切切感受到格力空调的专业品
质。据珠海销售公司透露，这是格力为消费者提供的又一
项增值服务，活动时长 2 个月，将从 11 月 1 日持续到 12
月 31 日。（通讯员 王燕玲）

《南京》给格力的启迪
本报讯 最近，安徽销售公司组织全体员工观看了爱
国记录片《南京》，
看罢安徽销售公司呼吁更多中国人去观
看这部片。
“我们只是希望中国人能记住那些‘被遗忘的记
忆’，唤起中国崛起的信念，
为中国的发展不断奋斗。”一名
负责人看完后说。
格力空调之所以能够从年产量不足 2 万的小厂成长
为现在的全球空调行业的领跑者，正是因为二十年来格力
人一直没有忘记因为“技术、产品”缺失而在国际市场上受
屈辱的历史。
为中国品牌的崛起，为中国“走出去”
不断奋斗！如今，
格力自主品牌的产品远销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高技术和
高质量令严谨的德国人都为之赞叹。（通讯员 林先军）

用户，只需到格力专卖店或 4S 店登记，即
可享受该项服务。
同时挑战两大行规，重庆格力销售公
司负责人坦言意图有二：首先，展示对自
身品牌质量的信心、同时自我施压，迅速
锻炼和提升售后队伍；更重要的是，继续
贯彻其“终身无忧、全程服务”的理念，让
销量和服务水准均处于领先地位。

本报讯 11 月 8 日，主题为
“激情 6 载，跨越 2008”的广西格
力空调经销商年会在南宁举行。
广西各地近 500 名格力经销商参
加了这次盛会。
格力电器副董事长兼总裁董
明珠应邀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董明珠在会上阐述了格力电器的
发展规划，强调了格力电器对技
术、人才、管理的重视，并对空调
市场进行了深入分析。董明珠指
出：目前格力专卖店在全国已达
到 5000 多家，这些专卖店遍布全
国各地，形成了一个以城市为重
心，以地县为基础，以乡镇为依托
的三级营销网络，并以灵活经营、
专业服务的特点成为格力攻城略
地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凭借领先
的技术、多年坚持的专业化及渠
道优势，随着自身产业链的日臻
完善，制造和渠道并进，格力电器
的市场销售将有更大的发展。
董明珠表示：近年来，随着广

湖南召开连锁店
生存与发展研讨会
本报讯 由统一的 野橙
黄门脸冶尧醒目的蓝红格力标
识 装扮起 来的 10 家 格力 电
器连锁店于去年 7 月现身长
沙街头袁 格力电器连锁从无
到有袁一年的时间袁其足迹遍
布三湘四水袁 并深入到三四
级市场遥
11 月 9 日至 11 日袁为期
3 天的格力电器连锁店生存
与发展渊湖南冤研讨会在长沙
召开袁140 多位格力电器连锁
店代表与湖南销售公司负责
人共聚一堂袁畅所欲言遥
湖南销售公司总经理姜
北向代表们传达了珠海销售
会议最新的连锁店专卖店发
展规划遥 会议围绕 野统一思
想袁提升管理冶这一主题袁分
别就 野如何保证连锁店长期
有效的管理状态冶 等六大问
题展开讨论袁 并就格力电器
连锁店管理中遇到的难点问
题征集合理化建议遥 （刘军）

跨越 2008

西南宁市成为东盟博览会永久举
办地以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全
面发展，广西的空调市场环境已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后
起之秀，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
城市化建设，格力空调在广西市
场都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
广西销售公司总经理赖天荣

在会上做年度工作总结中提到：
2007 冷冻年度，在总体容量不过
12 亿的广西空调市场，格力实现
销 售 6.5 亿 ，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42%。进入 2008 年度，
广西销售公
司将继续发挥区域管理优势，将
市场做大做强。（通讯员 雷艳珍）

海南：
和谐格力 相融共赢
本报讯 10 月 18 日，来自
海南各地的格力经销商 150 多人
共庆 2007 年的市场胜利。
会议主题为“和谐格力 相融
共赢”。格力电器客户服务中心毛
国定主任受董明珠总裁的委托参
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上，徐庄总经理就海南
宏观环境与海南空调行业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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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分析，并就渠道建设与管
理，工程机、商用空调、小家电的
市场拓展，品牌推广、终端促销活
动及售后服务的提升等进行多方
面阐述。报告中还重点指出将提
升内 部 管理 与 加 强 自 身廉 政 建
设。2008 年全面推行“首问负责
制”和“限时回复制”以加强公司
的服务水平，提升厂商之间的无

缝配合。
会上，经销商代表也踊跃发
言，他们表示：在 2008 年加大与
格力的合作力度，全力主推格力
品牌，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与自
身 经 营 工 作 水平 及 加 强 开 展 售
前、售中、售后等各项服务工作，
争取来年获得更好的利润回报。
（通讯员 杨于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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