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质赢天下 科技创未来

格力电器
前三季收入超去年全年
本报讯 10 月 9 日，格力电器郑州
产业园项目奠基仪式在郑州高新区隆
重举行。这标志着占地面积达 1200 亩、
计划用工近万人的格力电器郑州产业
园再次迈出实质性一步。
郑州产业园是格力电器继珠海、重
庆、合肥、巴西、巴基斯坦、越南之后的
全球第七个生产基地。该项目总投资超
过 30 亿元，分三期建设，全部达产后将
实现家用空调年产 600 万套，压缩机年
产 600 万台，商用空调年产 50 万台，加

之相关的配套产业，预计年产值超过
150 亿元，是中原地区最大的空调生产
基地。
当天，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总裁
董明珠及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
连维良，副省长史济春等出席了奠基仪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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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 R290 冷媒空调获全球首张 VDE 安全认证

黄辉副总裁从 VDE 全球总裁 Wilfried Jaeger 先生手中接过证书

本报讯 日前，欧洲最权威
的电器检验认证机构——
—德国
VED 认 证 机 构 总 裁 Wilfried
Jaeger 先生一行来到珠海格力
电器，
专程为格力电器
“R290 冷
媒空调”颁发德国国家电气安
全认证标志 VDE 证书。这标志
着，格力电器自主研发的 R290
天然冷媒空调，获得了德国乃
至欧洲市场的通行证，可以在
欧盟国家大规模上市。
据悉，这也是 VDE 机构颁
发的全球首张
“R290 冷媒空调”
VDE 认证证书。

格力 电 器 副 总 裁 黄 辉 表
示：格力 R290 冷媒空调获得全
球首张 VDE 认证证书，这是对
R290 空调可靠品质的肯定，坚
定了格力 R290 空调规模化的
信心。格力电器将力推真正
“无
氟”环保空调，为保护地球环境
作出积极贡献。
VDE 认证是德国国家电气
安全标准，由欧洲最权威的、获
得欧盟授权的检验认证机
—VDE 认证机构颁发。VDE
构——
成立于 1893 年，是一家公立、
非盈利性机构，在电器行业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直接负责德
国国家标准(电子电气方面)的
制定，并主编了多部 IEC 标准。
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欧美市
场，VDE 认证标志甚至比本国的
认证标志更具有权威性，在消
费者心目中，它代表着“安全、
放心”。
当前，中国和世界正在急
切地为空调制冷剂的替代品寻
找突破方向。
R22 作为一直以来空调企
业广泛使用的制冷剂，不仅对
臭氧层有较强的破坏作用，且
属于温室气体，对人类的生存
环境具有很大的危害性，是《蒙
特利尔议定书》 约定的需要淘
汰 的 制 冷 剂 ( 发 达 国 家 将于
2020 年全面禁止使用 R22 制冷
剂，发展中国家定于 2030 年全
面停止使用 R22 制冷剂)。
而 R410A 制冷剂作为目前
热门的过渡性替代冷媒，虽然
不会破坏臭氧层，但其引发的
温室气体效应与含氢氯氟烃制
冷剂不相上下，仍将面临二次
淘汰。世界各国急切为寻找更
为理想的、真正环保的冷媒替
代品而努力。

格力电器第七个生产基地奠基

R290 冷媒以“不损害臭氧
层、无温室效应、完全环保”等
优点，成为空调制冷剂替代的
重点方向。格力电器和多家企
业都 致力于 R290 自然冷 媒空
调的研发，而由于 R290 天然冷
媒的易燃易爆的特性，成为横
梗在 R290 空调研发上的瓶颈，
业内期待革新技术以突破这一
困境。
经过数年的攻关，格力电
器成 功解决 了 R290 冷媒 在空
调使用中的一系列难题，不仅
样机能效比达到 3.4 以 上，远
高于欧盟 A 级水平; 而且从防
止冷媒泄漏、隔绝点火源以及
面向安全的控制逻辑等多方面
进行了创新，成功解决了 R290
空调防爆方面的技术难题。
经过长期的安全可靠性实
验和 严格的 安全 审 查， 格 力
R290 空调于 2009 年通过了 国
家专家组验收，并于今年顺利
通 过 了 德 国 权 威 机 构 VDE 认
证，产品安全性完全符合欧盟
安全标准。同时，格力电器也完
全掌握了该产品的生产、仓储、
运输、
售后等特殊工艺要求。
在颁证仪式上，VDE 全球总

裁 Wilfried Jaeger 先生亲手
将 全 球首 张 R290 空 调的 VDE
证书颁给格力电器。Wilfried
Jaeger 先生表示：
R290 是目前
国际上认可的完全环境友好型
制冷剂，既不破坏臭氧层，
又不
影响气候。格力 R290 空调器解
决了天然冷媒在空调应用中的
各种问题，符合欧盟安全标准，
它的研发及应用将对保护臭氧
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有着重
大意义。
早在 2009 年，格力电器承
担的国家商务部“采用自然环
保工质 R290(丙烷)研发高效节
能空调器”项目通过专家组验
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专家认
为，R290 空调器的成功研发，
不
仅使我国制冷产业冲破了发达
国家对新一代制冷剂的技术垄
断，而且为全球环保制冷剂的
替代开辟了一条新路。
此次 格 力 R290 冷媒 空调
获得德国国家安全认证 VDE 证
书，为 R290 空调的规模化生产
提 供 了 一 个 出 口 ，必 将成 为
R290 制冷剂产业化的一个良好
开端，对制冷行业健康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2010 安徽省家电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格力与安徽家电行业共谋发展

总投资超过 30 亿元，年产空调将达 650 万套
需。同时，格力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将加快郑
州家电产业的自主创新和结构
调整，推动产业升级。

（上接一版） 场，有效改善营
运、人力、物流等成本，充分实
现 " 贴近市场、快速反应 " 的
市场策略，必将大大提升格力
空调在中部和华北市场的竞争
实力。
至此，格力电器已完成东、
南、
西、北辐射全国市场的战略
布局，品牌效应和规模优势越
发显著。

当前，家电行业的关注焦
点不仅在家电下乡、节能惠民、
以旧换新等国家政策，而且提
出了高瞻远瞩的发展建议——
—
立足产业升级，推动家电产业
中西 部转 移和 全 球化 市 场升
级。据不完全统计，受益于国家
“家电下乡”政策和我国城镇化

速度的不断加快，中西部地区
家电整体销售量呈现 30%以上
的高速增长，展现出巨大的消
费潜力，吸引众多家电企业加
速中西部战略转移升级。
作为空调行业的领军企
业，早在 2001 年，格力电器就
布局重庆，率先占据我国中西
部的战略要地。此次落户河南，
将进一步加速我国家电产业中
西部转移的市场进程，形成中
西部新兴家电产区与珠三角、
长三角、环渤海传统家电产区
遥相呼应的市场新格局。
格力电器落户郑州高新区
后，将为郑州增加近万个就业
岗位，每年直接和间接拉动河
南 省 和 郑 州 市 GDP 增 长 超 过
300 亿元，进一步提高当地城乡
居民收入，促进消费，扩大内

9 月下旬，格力电器临时股
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公开增发募
集资金 32.6 亿元的方案。所募
集资金将主要投资五个 项目，
本 报 讯 10 月 27 日 ，
除了郑州产业园，其余四个项 “2010 安徽省家电产业发展高
目分别为总部商用空调技改扩
峰论坛”在安徽省人大会议厅
产项目、武汉商用空调建设项
隆重召开，格力电器家电研究
院院长王彤，格力电器（合肥）
目、年产 600 万台新型节能环
保家用空调压缩机项目和节能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国携公司
环保制冷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
技术工艺及生产骨干十余人受
邀参加了论坛。
心技术改造建设项目。初步测
算，五大项目建成达产后，每年
参加此次高峰论坛的还有
可新增销售收入近 70 亿元。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中国家电
朱江洪表示，五大项目的
研究院、安徽省经济与信息化
建设，除了扩大格力电器的空
委员会、安徽省商务厅等单位
调产量，提高市场占有率，加强
的相关领导，以及几十家安徽
及全国知名的家电企业代表和
和完善空调压缩机等核心部件
家电行业的资深专家。
的配套生产能力，重要的是将
进一步完善格力空调产品线和
会上，格力电器家电研究
优化产品结构，实现产业升级， 院王彤院长代表格力电器向与
会嘉宾介绍 了格力的 发展现
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
能力，展现中国创造的科技实
状，并向大家隆重介绍了刚在
德国 IFA 展（柏林电子展）上获
力，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更具市
得“2010 家用电器技术创新奖”
场竞争力的中国产品和服务。
据了解，其余四个建设项
的“U 系列超薄空调”。
目 目 前 也 已 完 成前 期 准 备 工
中国家电协会名誉理事长
霍杜芳女士、中国家电产业资
作，将于今年内全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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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观察家刘步尘先生、中国电
子产业经济发展研究专家罗清
启先生等权威专家相继在会上
就家电行业的发展与参会嘉宾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就
如何避免价格战、促进家电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进行了研讨。
作为中国空调行业的龙头
企业，格力电器的发展一直受
到多方关注，凭借强大的科研
实力、精益求精的质量控制体
系、严格苛刻的管理制度，以及
完美的服务，格力电器登上一
个又一个的行业巅峰，成为中
国 家 电企 业 走向 世界的领 跑
者。
合肥是中国重要的白色家
电产业基地之一，有着巨大的
家电生产、科研集群优势，此次
高峰论坛的参与，让格力电器
更深层次地融入安徽的家电行
业，相信必将大有作为，
也将为
安徽乃至全国家电业做出更多
的贡献！
（合肥格力 郑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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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核心科技精彩亮相广交会
本报讯 10 月 19 日下午 6
时许，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
各参展厂商陆续开始拆卸打包
……在一片忙碌的景象中，为
期五天的第 108 届广交会一期
正式落下帷幕。
作为中国规模最大、技术
实力最强的空调企业，格力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以绿色节能、
自主创新的空调产品在广交会
上引起强烈反响，并以单一空
调产品成交额超过 1 亿美元，
稳居各空调企业成交额排名的

首位，成为本届广交会家电参
展商的最大赢家之一。
此次广交会，格力电器向
广交会组委会申请了 28 个国
际标准摊位，面积达 252 平方
米。整个格力展区布置以蓝色
和橘红色为基调，高雅、活泼，
企业形象展示与产品形象展示
相结合，展出产品多达 100 多
种，囊括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消费需求。齐全的产品品种规
格充分体现了格力电器的企业
生产规模、研发实力及质量水

准。格力的展位面积之大、展出
品种规格之多，在参展的空调
企业中居于首位。
值得一提的是，格力电器
此次展出的空气能热水器和采
用 R290 天然冷媒的家用空调，
以其出色的节能效果和环保指
数而备受瞩目。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采用绿
色环保制冷剂 R134a，
ODP 值为
0，对臭氧层无破坏，最高 出水
温度可达 70℃，比采用常规制
冷剂的热水机高出 15℃左右，
使得家庭用水舒适性高。数据
表明，空气能热水器消耗的电
能仅是压缩机用来搬运空气能
源所用的能量，因此，热效率可
以高达 380%-600%，而制造相同
热水量，空气能热水器的使用
成本只有电热水器的 1/4。据了
解，国内空气能热水器市场目
前正 在以每年 100%-150%的速
度增长，但在热水器的市场占
有率仍不足 5%，而在日本等国，
在政府补贴的支持下，热水器
新增的近八成市场都被空气能
热水器拿下。
格力电器已经成功解决了

格力中央空调牵手轨道交通
本报讯 日前，格力中央空
调捷报频传。在严格的招标要
求下，格力在众多竞标品牌中
脱颖而出，成功中标沈阳铁路
局、京沪高铁、广深铁路、武汉
铁路局等共计 36 个轨道交通
空调项目。此次近 4 千万大单
花落格力，成为格力服务轨道
交通领域的一个标杆。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
市轨道交通规划已成为大中型
中心 城市不 可缺少 的重要 内

包括大型末端机组和 GMV 多联
容。由于轨道交通车站具有人
机组，代表着国内中央空调领
流量大、峰谷变化大、空气流动
域的最高水准，一直以来都备
性差等特殊性质，保证车站的
受市场青睐。
空气环境，满足人员生理和心
其中，格力电器自主研发
理需求，提供相对舒适的环境，
的 GMV 多联机组入选首批“国
以及为各种设备正常运行提供
家 自 主 创 新 产 品 ”， 并 中 标
必要的温、湿度环境成为了暖
2008 北京奥运媒体村项目，以
通空调的重要任务。
“ 零投诉”的完美成
格力中央空调此次中标火 “零维修”、
绩受到了北京奥组委的嘉奖；
车站项目，得益于格力电器自
2010 年，该机组再次出战南非，
主研发的空调核心技术和全面
成功中标世界杯主场馆及多个
的综合解决方案。
配套工程。 （商经部 李子欣）
此次中标的格力中央空调

“绿色未来”热水机专场培训会圆满落幕

本报讯 由客户培训部组织
开展的格力电器 2010 年“绿色
未来”热水机专场培训会于 10
月 21 日圆满落下帷幕。本次培
训会议汇集了全国各销售公司
的热水 机销 售精 英 和技 术 精
英，培训内容涵盖了家用空气
能热泵热水器、商用空气源热
泵热水机、直流变频多联空调

热水机等
一系列热
水 机 产
品。
近年
来，格力
热水机发
展迅速，
市场占有
率越来越
大，新产
品层出不
穷，为了提高各销售公司的热
水机售前、售后水平，客户培训
部特举办了本次以“绿色未来”
为宣传主题的热水机专场培训
会。本次培训会培训内容丰富，
培训形式新颖，采用了“理论培
训 + 样板工程现场教学 + 实机
体验”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教学方式。在理论培训现场，学

员们热情高涨，针对不同的专
业技术问题和销售问题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在珠海德翰大酒
店样板工程实践教 学现场 ，学
员们针对自己平时在工作过程
当中积累的问题，结合实际工
程上的实物与工程师们进行了
全面的交流。在最后的交流环
节当中，学员们就热水机各方
面的问题与商经部、家经部、商
技部、客户服务中心的主管领
导 们 进 行 了 全 面 、深 入 的 交
流。
同时，来自广西、珠海 、江
西等区域的热水机销售经理就
本区域的推广经验与其他兄弟
销售公司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细
致的分享，这些优秀的推广模
式、宝贵的销售经验，让学员们
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培训效果
非常显著。（客户培训部 高东明）

广东省副省长刘昆（左一）、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崇泉渊左二冤参观格力展位
R290 空调器制冷剂灌注量、产
品安全性、节能、专用压缩机、
生产工艺等关键问题，并于近
日获得全球第一张德国 VDE 证
书。经 VDE 认证机构专业测试，
该空调拥有“不损害臭氧层、无
温室效应、完全环保”等优点，
而且能效比达到 3.6，比原 R22
(氟利昂)的机型节能 15%，达到
欧盟 A 级以上水平。目前此产
品已准许在欧洲市场销售，广
交会期间也得到了国外厂商的
热捧。
展会期间，广交会副主任、

广东省副省长刘昆、
商务部国际
贸易谈判副代表崇泉等先后前
来格力展位参观，
了解格力空调
出口情况。格力电器出口部负责
人肖友元表示,依靠绿色节能和
自主创新，今年 1-8 月，格力空
调的出口增长超过 80%，
而 8-10
月的出口增长更是超过 110%。
刘昆、崇泉勉励格力电器再
接再厉，世界经济正在复苏,虽
然当前仍有许多不稳定因素,但
企业要抓住机遇,开拓多元化国
际市场，不断扩大在国际市场的
份额，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品质赢天下 科技创未来
2010 格力中央空调运用技术研讨会隆重举行

本 报 讯 2010 年 10 月 20
日，
“品 质赢 天下 ， 科技 创 未
来——
—2010 年格力中央空调运
用技术研讨会”
在成都香格里拉
大酒店隆重举行。来自四川省建
设厅、四川省建筑协会、华西集
团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
四川省建筑设计院、成都市建筑
设 计院 等 省 内 的 专 家 领 导 共
260 人参与了本次研讨会。
这是格力中央空调在四川
地区与当地业内领导、专家最大
规模的面对面进行技术沟通交
流研讨会。会议围绕“品质赢天
下，科技创未来”的主题，展示了
格力电器在中央空调领域的专
利技术、创新科技等实力。在全
球经济步入低碳时代的今天，专
家们就格力中央空调以节能技
术作为发展主旋律并切实付诸
行动的话题展开研讨和热议。
近年来，格力中央空调本着
“技术立身，品质制胜”的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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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在多联机组、大型冷水机组
等多项领域摘取硕果，
成功打破
日美企业的技术垄断。尤其是被
列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
的高效离心式冷水机组成功问
世，标志着中国中央空调行业的
研发和制造能力正式跨入国际
领先行列。在本次会议中格力电
器提出了为高效离心式冷水机
组设计的温湿度独立控制等中
央空调节能解决方案，
并现场展
示了节能解决方案在南非世界
杯主会馆、北京奥运媒体村等大
型工程项目的实施和运用，
赢得
了与会领导、专家及设计师的高
度认可。
在刚刚结束的 2010 冷冻年
度，格力中央空调度在四川地区
取得了不俗的销售业绩，
赢得了
业界的尊敬和喝彩。本次研讨会
的圆满举行，标志着格力中央空
调在四川区域的发展将踏上新
征程。
(商经部 叶维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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