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为推动标准 化战略的实
施，近日，珠海市政府批准下达了 2009
年度珠海市技术标准战略专项资金，全
市 41 家企业的 95 个技术标准战略专
项资金项目获得资助。其中，格力电器
的 14 个项目荣获该专项资政珠了为奖目为的项资实为在万空”金共金
获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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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周刊：格力科技创新代表中国未来
本 报讯 8 月 5 日 ，美国
《商业周刊》
（全球版）刊载国际
投资银行家库恩(Dr. Kuhn)的
文章 《透r广东：打造中国未
来》一文，该文对华为与格力大
加表扬，认为它们已经凭借技
术创新推动企业升级，并成为
行业领先e。
库恩认为，位于珠海的格
力电器，凭借自主研发科技创
新，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家用空调生产商，它短短十
几年的发展成就“让人惊叹”
。
1991 年，当时的格力只是
一家只有 200 员工、没啥名气、
规格很小的工厂，一年生产 2
万台空调。无论怎么看，
它都不
具 备成 为 全 球空 调 领 袖 的资
质，尤其在空调领域，当时的美
日巨头正享受自己攻无不 的

垄断果实。然\，十几年后，格
业的一口S绝，并表示连散件
力电器就发展成为拥有 4 万名
d不卖给中国。
员工，年产 2700 万台空调的全
这次不愉快的经历，激起
球最大的家用空调企业。
了朱江洪不服输的个性。S国
探究格力的发展，库恩指
后，朱江洪迅速成立科研小组，
出，格力电器及其公司董事长
此后，
“ 日本用 10 年走的路，格
朱江洪u持自主创新的理念发
力用 1 年走•。”现在，强大的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发能力足以让格力人引以为
—拥 有 2000 多 名 研 发 工
朱江洪有一句名言：
“ 一个
豪——
程师，包括国外专家，每年投入
没有创新的企业，是一个没有
1.5 亿美元用于研发，拥有近
灵魂的企业；一个没有核心技
术的 企业是没 有脊梁的 企业 ， 2000 项技术专利；格力研发的
超低温多联机组可以在零下 25
一个没有脊梁的人永]站不起
度正常运行，\日本企业至多
来。”
只能到零下 15 度；格力电器所
当 年为 了 发展 快一 点，格
生产的节能空调除了在本国畅
力d曾考虑从外国企业购买技
销外，还已经返销到了日本。
术。2001 年[，
朱江洪带领公司
库恩认为，格力已经具备
技术团队到日本考察，希望从
某日本企业购买、引进PQ多 “世界级企业 ”的 资质，它们依
靠科技创新的发展模式，代表
联空调技术，却遭到该日本企

着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
美国《商业周刊》是全球最
大的商业杂志，为全球的商业
领袖提m独到的商业见^和深
入的经济分{，是财经、商业方
面的专业人士以及政府官员获
取商业资讯的重要来源。历年

来，能登上《商业周 刊》的中国
案例为数不多，华为和格力能
够登上《商业周刊》进入各国商
界领袖的r野，这说明以格力
和华为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企业
的崛起，已经引起了国际c会
的关注。

作者简介
罗伯特窑劳伦斯窑库恩博士院
花旗集团全球投资银行
的高级顾问曰全球体育尧传媒
和娱乐公司国际管理集团
渊IMG冤的 高 级 合 伙 人 袁库 恩
基金会董事长曰 克莱蒙大学
研究生院理事遥
库恩博士编辑和撰写了

叶他改变了中国院江泽民传曳尧
叶投资银行文库曳 等 25 部著
作 曰 是 美国 叶世 界经 理 人曳
渊Chief Executive冤杂志和中国
人民日报社主管的 叶环球人
物曳杂志的特约撰稿人曰美国
CNBC 和 彭 博 渊Bloomberg冤
电视网的特约评论员遥

家电“以旧换新”陆续开标

格力连续六省市
“双中标”
本报讯 随着《家电以旧换
新实施办法》细则正式实施，首
批 9 个试点省市“以旧换新”工
作正有序进行。北京、福州、天
津、浙江、上海、广东、山东等省
市陆续•成“以旧换新”招标工
作，格力电器连续六省市中标
销售、S收企业，成为唯一连续
六省市同时中标销售、S收企
业的空调企业，享有上门S购
旧家电以及销售新家电换购补
贴双重资格。
作为继“家电下乡”、
“ 节能
惠民”之后又一拉动内需举措，
此次“以旧换新”同样采取了政
府招标的办法，对进行销售环

节和S收环节的企业分别进行
招标。
按实施办法规定，消费e
只需 打 个电 话 或 通 过网 上 预
约，就可以将电r机、电V箱
(含V柜)、洗衣 机、空调、电脑
这五类旧家电交售给通过政府
招标确定的家电以旧换新S收
企业，取得国家统一印制的家
电以旧换新凭证，然后持凭证
和本人v份证到政府招标确定
的家电销售企业购买上述五类
新家电，同时还可享受新家电
价格 10%的补贴，补贴上限为：
电r机 400 元 / 台，V箱（含V
柜）300 元 / 台，洗衣机 250 元

/ 台，空调 350 元 / 台，电脑
400 元 / 台。
8 月 10 日，北京地区率先
正式启 动“ 以旧换新”，格力电
器第一时间公布 800 预约登记
R线，短短三天时间已接到消
费 e请 求 上 门收 购 的 预 约近
200 条。同时，作为唯一中标销
售企业的空调厂商，消费e购
买格力牌空调，在享受原有促
销优惠的基础上，还可同时享
受“节能惠民”
、
“ 以旧换新”双
重补贴，即格力将按照打折促
销价减去节能惠民补贴再减去
以旧换新补贴来收款

格力率先推行环境友好型经济模式

格力电器是中国家电行业唯一
入选叶企业低炭领导力曳丛书的
企业
（上接 一版） 在 低碳 案例
中，格力电器始终强调，节能技
术的自主创新J是中国家电企
业低碳发展的首要KL。通过

自主研发，格力目前已在产品
中进行广M运用的节能技术有
G-Matrik NOPQ技术、RS
收技术、T源 / 地源RU技术、
“VW冷”制冷技术、X能化 Y
技术等。其中运用 G-Matrik N
OPQ技术的节能产品多达几
十款 ，截 Z 2008 年 [ ，累计 节
约电能约 1800 万度，节约金额
约达 1080 万元，\X能化Y技
术 自K 世 以 来 ，共 节 约 电 能
15.14 亿度电，累计节约金额超
过 9.08 亿元，]超过一个中型
发电厂 1 年的发电量。
据了^，_在 2005 年，格
力电器`将绿色发展战略a入
公司发展战略中，b导绿色消
费，积极研制和生产绿色产品。
“企业是经济c会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d是低碳经济发

展的主要参与e与受益e。”国
家节能信息fg中心副h长i
jk在发布会上表示，国际领
先企业已经将低碳发展融入企
业战略、品牌l立、m应n打造
以及内部运作中，作为全球经
济的后起之o，中国企业的影
响力已不pqr。
格力电器表示，节能减排
是大势所s，企业推广节能产
品是应歸的责任，格力将继续
u持低碳发展经济模式，利用
自v技术优势不w余力推动绿
色产品的普及，实现经济效益
与c会责任的双x。
《企业低y领导力》的案例
z选和分{历时近|年，家电
行业的低碳案例研究}国家发
~委能源研究所、国家节能信
息fg中心专L组•成。

巴西市场开始青睐
格力大型中央空调

本报讯 近日，巴俟销售
公司收到客户反馈：
4 台大型
CHILLER 机组经过几个月的运
行，
性能稳定，
符合要求。这标
志 着巴 俟第 一单 格力 大型 中
央空调项目取得圆满成功。
格力空调自 1998 年进入
巴俟市场以来，家用空调已经
成为当地最畅销的品牌，但是

中央 空调 的销 售迟 迟 未 能 展
开。2007 年，格力将技术先进
的 GMV 机型引进巴俟，初步打
开了中央空调市场。
目前，
4 台 大 型 CHILLER
机组的运行良好, 标志着格力
大型中央空调在巴俟实现零的
突 ，巴俟市场开始HI技术
先进的格力大型中央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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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创新 永铸辉煌
格力电器 2010 年度全国销售工作会议在河南召开
本报讯 8 月 6 日，来自全
国各地的格力销售精英齐集中
原古都洛阳，参加了L为“奋进
创新，永铸辉煌”的格力电器
2010 年度全国销售工作会议。
会 议}总裁助 理喻筠主 持，董
事长朱江洪、副董事长兼总裁
董明珠出席了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
会上，朱江洪董事长首先
针对 2009 年工作中的不足，指
出 了几 个 应 当重 点 讨 论 的方
向。随后，
全国各销售公司代表
分别就朱江洪董事长提出的方
向，对 2009 冷冻年度各地销售

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就 2010 年
的工作提出了各自的见^。董
明珠总裁在大会上做了总结性
发言。她在充分肯定 2009 年成
绩的同时，对 2010 冷冻年度的
销售工作提出了新的希望和要
求。会议期间，各地代表还共同
参观了洛阳市的专卖店和售后
服务中心。
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本次
大会是一次创新的大会，开放
的大会。各地销售公司共享经
验，共商大计，为下一个冷冻年
度的工作指明了方向，u定了
决胜 2010 年的信心和勇气。

湖南 狠抓
“24 小时解决率”
本报讯 炎炎夏日，格力空
调的 销售 d 犹 如 天气 一 般 火
爆，
销售涨幅令人吃惊。旺销的
背后，很多人都开始关心格力
售后是否 能迎接井喷 的挑战，
给用户提m满意的服务。
对此，湖南销售公司售后
服务管理中心做好了充分的准
备，全力推进“24 小时^决率”
售后工程。湖南销售公司售后
服务中心将携手全省特约服务
网点，从人员素质、反应速度到
服务T平都力争做到最好。
业内专家曾表示，空调售
后的 反应 速 度 主 要取 决 于 两
点，一是人员的充沛程度，二是
安维人员的技术T平。对此，湖
南销售公司售后服务管理中心
从专业信息系统、服务信息h
理制度、配件计划体系等多个
方面Ԫ力•7，争取在今年旺
8提高售后服务的响应速度。
在专业服务方面，湖南销
售公司大力•7了客户信息集
系统，建起了实时的全省客户
9案，:`于综合查;和服务
质量分{，以及服务命令网络

<工到特约服务网点，同时d
`于进行客户S=等，为客户
提m更及时、快速的服务，提高
了用户满意度。
湖南销售公司d•7了服
务信息h理制度，除 24 小时售
后 服 务 电 话 0731—85504888
外，任一部门员工接收到格力
空调售后服务请求后，都实行
无>式对接，跟进到[，对用户
100%?责。格力售后服务人员
还每月对用户进行定期的跟踪
S=，
N至满意为Z。
除此之外，售后服务中心
配件库一N 加强内部管 理 ，@
备大批配件，引进新的配件管
理系统，确保旺8工作中不会
A配件发放B后\CD维E工
作，大大提高了售后服务的响
应速度。
“五一”后，为应F旺8
工作配件周转，中心还向全省
服务商单位发放了一批常用配
件。
湖南销售公司 270 多家正
式G约服务网点，3000 多人 的
专业服务队H，强大的技术支
持及I训机制，保证格力空调

编者按 作者是格力空调的一个普通用户袁1998 年以来袁购买
了 7 台格力空调袁深感格力空调好品质所带来的无上享受遥作者在
自己名为叶依念芭蕉扇曳散文中写到野买空调袁就是要买格力空调冶
的感慨遥 同时身为媒体从业人员袁作者还特别致函感谢董明珠总
裁袁并将回乡探亲时的采访手记随函寄出袁本报特摘录刊登袁以示
敬意遥

图为奋战在一线的湖南安装工
售后服务的高效运转。统计数
J表明，2009 年湖南格力空 调
用 户服 务请 求 24 小时 •成 率
90%。
湖南销售公司售后服务管
理 中心向广大 消费e KL ：今
后 会 在 售后 服 务 领 域 不 断 创
新，快速反应，24 小时^决K
L，我们始终u信只有拥有优
质品质及售后服务满意双M的
企业J能在激N的市场O争中
不断发展P大。
（湖南销售公司 阮佳）

大篷车进阳新，格力空调成
“明星”

本报讯
格 力 空调 6 大
系列 30 个型 号全部 中标 家电
下乡，同时 38 个系列 269 个型
号入选首批“节能惠民工程”产
品目录，这对乡镇居民来说，是
相当大的实惠。

上周末，主L为“世界名牌
下乡 镇，格力空 调真实惠 ”的
“格力大篷车夏日清}之行”活
动，在湖北省阳新县新环店门
口正式启动。格力大篷车下乡
镇，不仅为乡镇居民带去了新

山城掀起
“格力热”

颖 特别的表演 和互动 游戏 ，极
大 丰富了居民 的业余 生活 ，d
在炎炎夏日将空调的清}w进
了广大乡镇居民的家中，受到
了当地居民的RNh迎。
（湖北销售公司 朱丹琳）

近年来，在Q南山RS国
店，记e目k：总经理lm以v
（TU于安V宣R）W地\起的
作则，在大力no、宣f格力产
一XX高楼上，在YZ[布的
品质量同时，I训了一支“夏p
一\\]^小区中，
举目]_， 三伏，冬p三九”能打qr的售
`入ab是c户下d着的一排
后服务队H。记est市uv
排
“格力”空调e外机。记e有
的一位u生，他从来不买其它
意走=了几家经销商和用户， 空调，专注于“格力”，这两天一
调查结果表明，
100f的被=e
共买下 7 台“格力”空调。新世
认为“格力”空调质量稳定，为
j家电R格力专卖店，u持w
市民创造了清新的生活。据不
x上门，?责安装、调试，?责
•全统计，从 2000 年以来，宣
维y、维E。只要用户一个电
R每年销售量近 30 万台。
话，
售后服务人员立z就到。多
目前，
在山RS国，格力的
年来，使用格力空调的山R用
专卖店有 8 家，网点及销售量
户高{无|地享用夏日清}。
占宣R市首位。记e发现，S国
记e认为：山RS国~起
人gh购买格力空调，一是看 “格力”R，一个重要原A是，
好质量，
二是看好节能型，三是 “格力”空调售前讲质量，售中
看好款式新，四是看好i作方
讲宣f，
售后讲服务，为消费e
`，
五是看好优o的售后服务。 吃下了
“定心•”。
（
《安徽科技报》记者 芮海林）
在该市新世j家电R格力专卖

湖南启动
互联网工程机申报系统
本报讯 从 8 月份起，长沙
地区格力家用空调工程机登陆
模式将~P历来通过f真件的
f统申报登录方式，结束f真
和互联网双申报模式，全部采
用互联网申报登录。2010 年冷
冻年度，湖南公司计划分步骤
分地区在全省依次展开专项工
作，力争旺8到来前全面启用
互联网工程机申报登录系统。
湖南公司对此次互联网登
录申报非常重r，从去年下|
年开始，
公司进行了近 10 个月
的前期准备，并在今年 6 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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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开始分批对格力经销商从申
报的O程、电脑文9i作、模拟
登录申报i作等 进行系统I
训。I训方式采用分批次、
小课
堂集中讲授，对部分经销商，公
司还组织人员提m上门辅导。
记e了^到，经销商对公
司组织的I训非常配合，有的
经销商说，面对信息时代，信息
c会，格力空调与时俱进，从定
Q空调到PQ空调，经销商d
应跟上时代的节奏，只有这样
J能与格力的品牌相匹配。
(湖南销售公司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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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世上的每一条道路，都一
定有它的历史，它的开端，它
的结尾。
道路可以消失，可以被漫
漫黄沙遮盖 ，却不会 绝迹。
只要世上有生命，它们的v影
就会呈现，
继\蔓延开来。
大雁的道路是长空上
“一”J行或“人”J形排开的
齐鸣，骆驼的道路是漫天黄沙
里?重前行 中深深陷 进去的
脚印，闪电的道路是无章法无
规则的稍纵即逝，彩虹的道路
是山涧间那优美多彩的弧线，
芸芸众生的 道路是喧 腾大地
上的继往开来……
每个人都要经过婴儿、少
年、中年、老年的历程，这是一
条亘古不P的规律，是上天的
安排。
有些 道路前 人给 我们 铺
好，只管认真去跟随；有些道
路注定只v前往，用心去走•
那一段。有些道路风和日丽，

不一定要选择夕阳黄昏，
不一定要选择有人相伴；不一
定有温柔的轻风，d不一定要
有伤感的细雨……四8中的每
一个时刻，一天中的每一分钟，
只要你是格力的同事，你都可
以从工作之余走出来，随意地
来怡馨园内走走，就是走走，那
怕只是偷听一下蟋蟀在草丛中
它弹奏自制的木吉它，d会心
旷神怡！
今夜，我从房间下来，左转
90 度，映入ab的是宿舍与宿
舍之间一大块椭圆形光滑的T
泥地板，让gh溜V、打羽毛球
的同事们在亮如白昼的 光下
极歸所能。右转 90 度，瞧见大
门保安同志正在细致检查着即
将进入宿舍区人\的厂牌，为
同事们的安S保驾y航。走在
几位v
红色地砖铺成的大道上，前面
就是花香四溢的后花园，左右
遥望，十一栋美丽雄伟的宿舍
楼矗立于HH绿草间，八栋_
已 火辉煌。路 如一排排站
岗的卫k，莹白的亮光洒向路
过的行人。
后花园的入口h向你颔首
微笑的是两蓬绿 意盎然的 翠
竹，踏过脚下长方形的石条，已
到池边，三两只睡不着觉的蜻
蜓飞行在池T上空，金鱼瞧见，
于 光明亮h 冒起一串串 T
泡，向这些失眠的家伙亲切K
候。a见一切，_已把人世间生
活、工作中的烦恼，烟消雾散，
九霄云外！不知从何时起，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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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z平 川 ；有 些道 路风 餐露
宿，血泪相凝。有些道路写满
了7良和真诚，有些道路埋上
了阴谋和诡计。
人，生\必有其道。记得
席慕p说，每一条走过来的路
都有其 不 得不 这样 跋涉 的理
}，每一条要走下去的路都有
不得不这样选择的方向。
道路，
存于心\成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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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她的生日
却记不]她的生日
我记得]她的命令
却记不]她的叮咛

她和她都K过我一个老KL:
假如她和她落T了
你只能救一个她
你救谁？

我沉溺于她的莺莺细语
却厌烦于她的喋喋不休
我欣赏她的7^人意
却q略了她的苦口婆心

我总是在她面前说我救她
然后又在她面前说我救她

她t到挫折总是用a泪
她面对困难总是用双手
她让我怜惜
她令我敬佩

她听到答案总是h天g地地说
只有我J能陪伴她一生一世
\她听到却语重心长地说
只有她J能陪伴我一生一世

如果真的只能救一个她
我会用我的双手
握]她们的左右手
一起在T里永]不放手

有时候我对她们的古怪KL
总是漫不经心敷衍了事
她们却常常使我感动无比

A为
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两个女人
就是
她和她

我总能在她生日当天给她礼物
却总是在她生日过后给她电话
她接到礼物总是觉得理所当然
她接到电话却是感到欣慰无比
她总是给我一堆K号
她却是给我一头叹号
她让我手足无措
她令我茅塞顿开

在我落魄的时候
她们都会温柔地叫我S家

在我失意的时候
她们都会轻声地说还有她

上了这块幽静的地方。在清风
徐徐中，用《梦里T乡》呼唤池
内微波，美妙音乐让池中的鱼
儿h畅地游弋，吵醒平静T面，
荡起一阵阵g悦的涟漪。
一个人的心事，又有多少
人能懂，静静坐在小小的四角
亭里，在竹叶沙沙声优韵曲调
中，偷偷遥望]方的Y光自言
自语。不]hf来一阵连绵起
伏的蛙鸣，
使得夜空不寂寞。心
想：此时正值六月，如果在故
乡，刚好是看稻子疯长的日子，
夜晚同时d正是体会“稻花香
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好
时节！
篮球厂上f来砰砰砰有节
奏球接触地面声音，划 夜空
S静。暖黄的 可见
f符巴反祝收祝T良祝人U被祝Tj俟突反文：祝几巴央几祝Tf反俟突反文几祝几巴央几祝Tf符巴反祝收祝T祝人人被祝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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