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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向 240 余名受灾员工
发放慰问金

爱在行动
格力与灾区同胞共度难关

“2008 中国消费者理想品牌大调查”
揭晓

格力集团将进一步减持格力电器股份
本报讯 日前，格力电器发布公
告，为调整产业结构，大股东格力集团计
划在 2008 年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
公司 40270500 股限售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 4．82％。
资深分析师表示，格力集团的减持
行为是集团将资金转投到其他产业 所
致，并不代表集团不看好格力电器的前
景，大股东减持在一定程度上将进一步
优化格力电器的股权结构。
据悉，格力集团目前在包括码头、港
口和物流在内的公用设施领域和房地产
领域均表现出了较强的投资欲望，而珠
海市有关方面一直强调的产业结构 调
整，战略上也要求格力集团除了在家电
的其他领域要有所作为。
倘若此次减持成功，格力集团仍将
保持格力电器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广东省总工会肯定格力赈灾表现
本报讯 6 月 4 日，以广东省总工
会党组成员、纪检组长肖建葵为团长的
省总工会慰问团莅临珠海市，与珠海市
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总工会主席冼
文一起来到格力电器，在公司董事长朱
江洪的陪同下，亲切慰问了四川灾区员
工，并高度评价了格力电器在此次抗震
救灾行动中的出色表现。

本报讯 6 月 6 日，一批专供四川
震区的格力移动空调运抵成都双流机
场，这些空调将送到灾区的帐篷和活动
板房里，缓解炎夏给灾区群众带来的困
扰。
移动空调，俗称“帐篷空调”
，是目
前在全球范围内属于技术含量较高的
高端产品，最大特点是突破了传统空调
的半成品局限，无需安装、即插即用、随
心移动。近日，
由于气温不断上升，格力
电器迅速做出反应，立即将一批即将外
销欧美的移动空调紧急调往灾区。
■ 相关链接

何谓移动空调？
移动空调适用于临时性的办公和
居住环境，非常受欧美等发达国家年轻
消费者的青睐。在我国，由于大家的消
费习惯和认知度的差异，移动空调并不
太受欢迎。目前格力大部分的移动空调
销往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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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战黎巴嫩

本报讯 日前，由商务部中国商务
广告协会和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2008
中国消费者理想品牌大调查”结果揭晓，
格力在与境内外众多空调品牌的激烈竞
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消费者选购空
调的第一“理想品牌”。
作为 2005 年起连续 3 年蝉联全球
销量冠军、中国空调业唯一的“世界名
牌”产品，格力空调的创新技术和产品质
量一直在业界和广大消费者心中有口皆
碑，自主品牌产品出口世界 8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在巴西、俄罗斯等多个国家，
“格
力”
已经是当地的第二大空调品牌，
树立
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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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明珠考察合肥生产基地
坚持前往合肥高新区柏堰工业
园区合肥生产基地考察，看望
正在基地建设的干部和员工 。
“6 月，我们合肥基地即将试投
产，我们必须把所有的工作准
备好”，
董明珠指示。
合肥生产基地位处高新区
柏堰工业园内，占地 1500 亩，
一期投资额为 5 亿元，主要生
产家用空调，规划年产能 300
万台（套）。目前，
一期工程中注
塑车间、钣金车间、总装车间、
两器车间已全部建成，预计 6
月进行试投产。这将大大满足
华东六省及周边地区消费者对
格力空调的需求，有助于格力
电器进一步提升当地的市场竞
图为董明珠在合肥生产基地施工现场了解工程进展情况
争力。
当董明 珠到 达车 间时，工
本报讯 作为格力电器最
导性建议。考察结束后，董明珠
人们正在井然有序的忙活，为
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合肥生
还来到安徽销售公司，亲切看
即将试投产做准备。董明珠一
产基地的建设进展情况备受关
望奋战在销售一线的员工。
边仔细观察现场施工情况，一
注。正在安徽参加“第二届中
5 月 23 日上午，董明珠不
边细细 询问 魏 国 强 —
——“目 前
国·管理培训峰会”的格力电器
顾腿脚伤痛，在合肥生产基地
的施工进展到什么阶段？什么
总裁董明珠日前来到合肥生产
筹备组组长魏国强和安徽销售
基地考察，就基地建设提出指
公司总经理汪晓兵等陪同下 ， 时候水电都通？员工宿舍设施

是否齐全……”在三栋红色的
员工宿舍楼面前，魏国强告诉
董明珠，下个月，数百名工人将
搬到这里，六人一个房间，每个
房间都配装有空调、电视等。他
指着在旁边一栋大楼说，
“那是
食堂，里面可以容纳 8000 多人
同时就餐。以后还将逐步建设
专供工人的阅览室、健身房和
网吧，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文化
水平和身体素质。”
当董明珠 走进 食堂时 ，现
场的二百多名工人响起了热烈
的掌声。董明珠也高兴地向他
们挥手致意，对他们在基地建
设上不辞辛苦的奉献精神给予
了高度赞扬。
随后，董明珠来到合肥生
—南 门 ，认
产基地 的正 大 门——
真听取工程师的对实验楼的施
工规划，并提出规划调整建议。
她强调，基地的整体形象从正
大门开始，要给所有参观者和
来访者一目了然的看到格力作
为世界名牌的气势，绿化和景

格力海外经销商向灾区捐款
本报讯 塞浦路斯“格力”品
牌代理商 Masterstar 公司及母
公司 Laiko Group 集团听闻四川
发生特大地震灾害后，立即通过
电话和邮件向 中国同 胞表 示慰
问，并以公司和员工名义募集善
款 5000 欧元，
通过格力电器转交
给灾区人民。

Masterstar 公司 表 示 ，
“我
们赞赏中国政府为减少损失而做
出的巨大努力，对此次地震造成
的巨大损失我们深表同情，希望
所有的努力能使灾区的损失尽可
能减少，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这个地区会建设得更加美好！”
Masterstar 公 司 与 格 力 电

器保持了长达 14 年的良好业务
关系，
对格力产品赞誉有加。这次
中国四川汶川发生的 8 级特大地
震灾害，不仅牵动了所有中国人
的心，而且许多国外友人也纷纷
伸出援助之手，表达了对灾区人
民的深切关怀。

观要最大限度的烘托整体环
境，同时设计上要讲究人性化，
道路规划要便于行走，不能为
省钱而破坏整体。
在参观完配套厂后，在汪
晓兵的陪同下，董明珠来到安
徽销售公司新址。听说安徽销
售公司全国率先将提升经销商
和员工的素质做为工作的重中
之重，在新办公楼中设有十个
大小不同的培训室，很感兴趣。
她先后参观了最大的 666 人培
训室、200 人培训室和 300 人培
训室，并勉励安徽销售公司要
进一步把培训室硬件设施的建
设好，
快速提升培训质量。
随后，董明珠还饶有兴趣
地参观了室内乒乓球室和员工
餐厅，了解目前食堂的卫生状
况，并敦促工作人员一定要注
重员工的营养和卫生，把员工
的工作和生活协调好，尽可能
的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
（通讯员 陈婷婷）

格力向 240 余名受
灾员工发放慰问金

格力打假维权取得重大胜利
图为广东省、
珠海市工会领导和格力受灾员工代表亲切座谈
（上接一版）2008 年年初，
格力电

器委托律师一次性起诉一批在
香港注册带有“格力”字样的侵
权公司，并于近期传来香港法
院下达的胜诉判决书。
在香港打假维权取得逐步
胜利同时，针对河南省假冒“格
力”十分猖獗的情况，格力乘胜
追击，委同打假机构在河南、江
苏等省 20 多个市、县对制、售
假厂家进行了大面积清缴，共
打击 381 家，收缴总货值 120
万元。
格力打假负责人称，对于

“傍名牌”不法行为，一方面作
出使用“格力”，现已发现有“珠
为厂商肯定会一直坚持利用法
海格力集团新能源有限公司”
、
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另一方 “格力小家电（香港）股份有限
面，他也呼吁消费者在购买产
公司”
、
“格力小家电 （广州）股
品时认清名牌，慎重购买。格力
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格力厨
打假负责人告诉消费者，一般
具有限公司”
、
“ 深圳市格力厨
仿冒格力商标主要有几种途
卫小家电有限公司”等 19 家空
径：在格力商标图形或英文商
壳公司假冒格力驰名商标之名
标上进行一些变换，如将格力
生产格力小家电产品，并大量
英文商标“GREE”变换为相近似
销往内地城市。只要消费者在
的 商 标 “GREENLY”、
“GAILE”、 购买前认清产品的商标、LOGO、
“REEN”、
“GREENIS”等。另一种
生产商等相关信息，就很容易
方法就是注册与“格力”商标一
识破“傍名牌”的诡计。
致的企业名，并在产品、包装突

格力高能效产品备受瞩目
本报讯 6 月 6 日，
2008 厦门建筑节能博览会在厦
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作为空调业唯一连续三年获得
“节能贡献奖”
的格力空调应邀参展。
科技、节能、绿色环保融为一体的设计风格和包括
节能王子、睡梦宝、睡美人、智能多联、风管机等在内的
高能效产品，吸引了众多客商前来咨询洽谈。来自福州
的杨先生表示，
“为中国空调业拥有如此强大的民族品
牌感到由衷的自豪。”
（厦门销售公司 阳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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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7 日，一封
“ 格力 和灾区 员工 共建 美 好
家园”的邮件从格力电器工
会发出，迅速在全公司传播，
温暖着每一位员工的心。当
天，格力电器工会代表公司
向 240 余名家庭遭受生命和
财产损失的灾区员工发放了
共计 126900 元的慰问金。
据统计，格力电器有川
籍员工 2800 多人，在这次地
震中，亲人遇难的员工有 3
人 ， 房 子 倒 塌 的 员 工 有 90
人，家中房屋受到不同程度
损坏的员工有 144 人。对于
家中 遭受 严重 损失的 员工 ，
格 力 电 器 最 高 给 予 了 5000
元的抚恤金。
格力电器副董事长兼总
裁董明珠表示，格力电器是
灾区员工的坚强后盾，是他
们在珠海永远的家，格力电
器将持续关注灾后重建情
况，给予受灾员工最大的支
持和帮助，和受灾员工一起
携手重建美好家园，并向一

直默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
灾区员工致以崇高敬意，希望
受灾员工能早日走出阴影，不
向困难低头，安心工作。
受灾员工在记者采访时
表示，社会上这么多人关心他
们，尤其是格力电器对他们无
微不至的关怀，让他们感受到
了家的温暖，
他们一定努力做
好本职工作，
用实际行动回报
社会。
患难见真情。据了解，在
这场“众志成城，
抗震救灾”的
全民战役中，
格力电器不仅对
受灾员工给予了深切的关怀，
截至目前，
格力通过各种途径
向灾区捐款超过 2500 万元。
又讯 6 月 6 日下午，凌
达公司董事长刘建勋冒着滂
沱大雨，看望慰问灾区员工并
送上慰问金。
据了解，
在此次四川地震
中，凌达公司共有 60 余名员
工家里财产遭受不同程度损
失。
(凌达公司 王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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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万元救灾物资驰援灾区
本报讯 5 月 29 日 8 时 15 分 ，
格力电器重庆生产基地的两辆救灾物
资运输车，承载着价值 23 万元的救灾
物资和全体格力人对灾区同胞的亲切
慰问，紧急奔赴四川广元灾区。
5 月 20 日，四川广元市政府向全
—130 多万当地
社会发出紧急求助——

群众露宿野外，急需大量床垫、棉被、
大米、防暑消毒药等日常生活必需用
品。格力电器重庆生产基地获悉后，迅
速与 广元市 抗震 救灾 指挥 部取 得 联
系，并当即决定将员工捐赠的 23 万余
元善款全部用于购买灾区急需物资。
经过一个星期的紧急采购，包括

本报讯 灾后重建需要更多的耐
心和支援。近日，格力电器珠海、陕西、
福建等多家销售公司纷纷开展“每卖
一台空调，即向灾区捐款 10 元”活动，
以此来进一步支援灾后的重建工作。
格力电器珠海销售公司经理吴文

诚说，盛夏正是空调销售最火热的时
候，格力人希望能将这份热情与希望，
传递到灾区人民的心中。除每卖一台
空调就对灾区捐款 10 元的爱心行动
以外，格力也真情回馈每一位为四川
灾区献过爱心的消费者，推出“爱心专

本报讯 5 月 22 日，正在安徽参
加《第二届中国·管理培训峰会》的格
力电器总裁董明珠，在开课前半小时
为支援四川灾区开展签名售书募捐活
动。前来听课的很多管理层领导和《行
棋无悔》 的读者们不断涌往捐赠箱内
投款。“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们与灾
区人民心连心，我个人愿借此帮助受
灾地区和人民度过难关。”董明珠真切
地说。
现场 1000 多本《行棋无悔》派送
一空，不少市民手里都拿着好几本《行
棋无悔》等着董明珠的亲笔签名。现场
一位张姓中年女士拿了 7 本 《行棋无

悔》，并在捐助箱中投了 1000 元人民。
董明珠抵达合肥时，正赶上安徽
电视台筹办大型赈灾晚会，董明珠当
即从其著作 《行棋无悔》 稿酬中拿出
120 万元，
通过安徽省红十字会捐助四
川灾区，用于灾后四川教育设施的重
建。
（安徽销售公司 陈婷婷）
又讯 5 月 24 日，广东省揭阳市
榕华大道伟信格力专卖店组织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赈灾拍卖活动，吸引了不
少市民驻足参与。无论是格力空调，还
是格力电风扇、电热水壶等小家电产
品，都成了“抢手货”，短短两天时间共
善款 3 万多元。（粤东销售公司 何玉燕）

750 床棉被、330 张床垫、200 袋大米、
148 桶食用油、15 箱药品、500 套厨具
及员工自发捐赠的近 900 件衣物在内
的救灾物资，于 29 日上午运送至广元
灾区，通过广元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
送到灾区群众手中。
（重庆生产基地 刘晓莉）

享机”
。只要是在此次地震灾害中，为
灾区人民捐过款物、献过血等有过爱
心行为的消费者，就可以在格力的每
一个经销网点，以爱心价格购买格力
空调“新清凉天使”
、
“ 新清

本报讯 强烈地震后，空调容易出现螺钉
松脱、机身倾斜，甚至机身脱落的情况，可能造
成安全隐患。为了使震区同胞能舒适地度过即
将到来的酷暑，格力电器从全国各销售公司紧
急抽调 4000 名空调专业技术人员，迅速开展
为期一个月的“消除隐患 重建家园——
—震区
免费排查空调震后隐患大行动”
。5 月 26 日，活
动启动仪式在四川成都举行。活动期间，格力
专业技术人员将为灾区格力空调和退市品牌
空调用户上门提供免费检测、机身加固及免费
重装等专业服务。
（四川销售公司供稿）

捐款 50 万重建
梁平礼让小学
本报讯 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重庆市梁
平县礼让镇中心小学综合楼成了危房，学校被
迫停课。为了让孩子们早日回到校园，格力电
器重庆销售公司于 5 月 19 日专程赶到 梁平
县，向礼让镇中心小学捐赠 50 万元，以帮助学
校重建综合楼。
当天，重庆销售公司还给梁平县七星镇格
力希望小学送去了价值 3 万元体育用品。
(重庆销售公司 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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