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投资者负责，
不对投机者负责
董明珠：
格力电器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格力中央空调服务全球 30000 多个大型项目
本报讯 业内权

本报讯 格力电器石家庄生产基地
总装分厂 4B 班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
日前，石家庄市总工会为其举行隆重的
授牌仪式。
近年来，格力电器石家庄生产基地
积极贯彻“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公私分
明”的管理方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人才培育方式，培养出一批高素质、高
技能的优秀职工。同时，通过开展员工互
帮互助心连心座谈会，在班组内形成一
种具有使职工产生强烈“认同感”和“亲
近感”的团队凝聚力量，激励员工发挥自
身特长，团结互助，并进一步上升到企业
文化建设中来。

本报讯 随着 2012 年年报及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先后发布，格力电器
的优异业绩表现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瞩
目。作为 A 股屡破市场预期，近年连创
佳绩的一家企业，格力电器在资本市场
上的表现也十分耀眼。
据公开数据显示，如果按格力电器
上市前 1 元的原始股计算，至 2013 年 4
月 26 日收盘价 1775.88 元 （前复权），
股价上涨幅度达到 1775 倍。这样的涨
幅令不少网友惊叹不已，随之迅速引发
了网络上的热议。
毫无疑问，格力优异的业绩表现是

支撑其股价高涨幅的主要原因。在发布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之后，共有十家券
商就格力电器的后市给予“增持”或“买
入”评级。其中，东方证券给出了 35.64
元的目标价，较该股当前股价 27.40 元
有超 24%的涨幅。
国信证券则认为，
从历史表现来看，
格力电器出于稳健经营考虑，一般不会
大面积投入资源应对短期的竞争加剧状
格力的稳健竞争策略被证明
况。但最后，
持续超越竞争对手。
获得的成效最好，
从数据来看，2013 年第一季度，格
力电器共实现营业收入 222.9 亿元，同

比增长 11%。而在 2012 年，格力电器实
现营业收入突破千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19.8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73.80 亿元，同比增长 40.92%。
公司业绩再超预期。
格力股价上涨千倍的)实，也*不
少中+股东,心坚-持有格力电器的股
.。在/0看来，
格力电器有着123年
45的6心。
，格力电
“高7技、高8质、高9能”
器在业绩:报中如;表示<来的产8结
=>?原则。这也有力地@应了AB对
格力电器的
“CDE”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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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电器率先掌握新环保冷媒空调技术
本报讯 4 月 28 日，
“中国
公众补C行动——
—含氢氯氟烃
(HCFCs)淘汰社区宣传活动”在
深圳市盐田区梅沙街道办滨n
社区启动。环境保护部宣传教
育中心主任贾峰、环境保护部
环境保护对A合作中心副主任
肖学智、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
会副主任李水生，T及来自中
国家g电器协会、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德国国际合作~=等
中A~=领导出席启动仪式。
肖学智指出Q含氢氯氟烃
的淘汰，对产业结=>?、增长
方式转变、国际市场的拓展和
国际地位的`高等都将产生积
极的影响。希望社会fB抓住
~遇，实现环保、经济、技术等
可持续发展。
f方面跨越式、
L>是目前最主要的含氢

氯氟烃产8，因;大力推动采
g新冷媒的家gL>，对“加速
淘汰含氢氯氟烃”
至关重要。
2011 年 7 月 14 日，全\首
条碳氢制冷剂 R290 分体式L
>示范生产z在mn格力电器
正式竣工，并顺利通过中德两
国联合G家组的现场验收。这
标 I着备 受 业 B 关注 的 R290
冷媒L>正式实现量产。
R290（俗v丙烷），属纯C
然环保绿色制冷剂，无臭氧层
破坏作g，温室效应值接近 0，
采g R290，可减少 70%T上的
充注量。T一台 1.5 匹冷量的
L>为例，其氟利昂充注量约
1.2kg，如采g R290 可减少至
0.4kg T下，相当于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 1799kg。
继 R290 环 保 L > 之 后 ，

2012 年 8 月，格力电器再次成
功研发出新^环保冷媒 R32 L
>，并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获
得全\首张“R32 环保冷媒L
>”VDE 认证证书。
R32（二氟甲烷），是由人工
合成的氟化物，与 R22、
R410A
相比，温室效应低，而且更加节
能，是一种和谐兼顾节能、环保
与安全的优秀制冷剂。
格力电器表示QW国新冷
媒L>推i还处于起步阶段，
格力电器作为L>行业的龙头
企业，将利g强大的7研优势，
加大新冷媒研发力度，引领低
碳生活理念，g7技力量承担
起发展低碳经济的社会责任。
“保护臭氧层、呵护W0的
地\家园，不仅op、企业能做
出努力，每一]公众都能做出

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走访格力电器

本报讯 4 月 28 日，宝钢
集团有w公司董)长徐乐江一
行走访了格力电器总部，与m
n格力电器董)长董明m等高
层进行深入交流，并参观了格

力电器自主研发的国际领先高
效直流变频离心式冷水~组、
中OL>生产车间和国内首批
获得L>测试装置数据比对认
-的格力实验室。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格力
电器目前年钢材需求量为 150
万吨，主要涉及L>g热镀锌
AE、|}~g硅钢，T及不锈
钢和特钢产8。
徐乐江表示，;次来访主
要是学习格力电器自主创新的
经营理念。宝钢第一次创业，
解
,了“有和无”的问题，近年在
钢铁行业进入微利时代的市场
形势下，宝钢`出二次创业，要
重点解,“自主创新”的问题，
希望•方在 2004 年签订的合
作协议基础上深化战略合作。

在参观格力中OL>生产
车间时，徐乐江向格力电器`
议，宝钢湛江钢铁基地正在建
设中，<来需要大量的中OL
>产8，希望宝钢在购买格力
电器产8的同时，与格力电器
签订家电产8de合同，既买
格力的产8，又买格力的de，
不断深化•方全方位的合作。
参观和交流过程中，•方
高层形成共识，表示要使•方
战略合作掀开新的一页，尤其
在家电g钢产8联合研发、国
际化推进、a应链融合和延伸
等方面展开更多合作，充分发
挥•方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
竞争优势，体现•赢，并约-期展开•方高层交流，推进•
方战略合作开展和落实。

贡献”，贾峰指出，
“选择采g新
冷媒L>产8、合理处理废旧
家g电器等+举措，就能实现
宏大的
‘补C’行动。”
据悉，;次活动是由环境
保护部环境保护对A合作中

心、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
和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共同
主办，格力电器`a支持，来自
周边社区居R、义工组织代表、
青年环境友好使者、环保I愿
者共计 500 余人参与活动。

（上接一版）

蔓延的同时，也在不断升级。
董明m表示，在t会城市，
G卖5要逐渐向体验5升级。
一方面给消费者更加直观的感
跟市场更接近；另一方面还
受，
可与学校合作，成为教育基地。
*渠道也成为8牌，这是
格力渠道建设的目标。

董明m表示，中OL>市
场是格力电器的增长点。中O
L>核心技术就是|} ~技
术，格力自主研发的直流变频
离心式|}~技术，在极端的
环境下依然可T正常运行。目
前在非洲已有多]订单。
同时，格力电器自主研发
的第 5 代直流变频多联~已经
面世，并且在离心~、螺杆~等
多款~^的研发和产8方面都
有推陈出新。在中OL>的核
心领域，格力电器正在逐步实
现核心部件自产自g。

独具特色的渠道建设是格
力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从一、
二
级市场的普及到三、四级市场
的:速发展，格力XY渠道在

会上，董明m多次强>，
要成为全世B都喜欢的
“格力”
8牌，
格力电器要成为
“改变世
B”
的企业。“为了挣钱的企业
只能活三年，能改变世B的企
业可T做3年。”
董明m表示，格力电器之
所T做净水~，就是因为听到
看到太多的环境污染，为了人
0的生活健康，觉得做净水~
非常有必要，
“要么不做，要做
就做世B上最好的净水~。”

“一晚 1 度电”
看上去很美
空调
“美的科技”
含水还是含金？
夏C来临，L>XY进入
旺季，f大L>厂家在促X大
战中纷纷1出节能牌Q
“高能效
制 冷bc ”
“0.1Hz 精 控 7 技”
……美的、奥克斯等L>厂商
宣v“一晚仅需 1 度电”
“一度
电到C明”，但消费者在购买后
发现，这种看上去很美的7技
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今年 3 月，家住石家庄市
的范女士在观看了“一晚 1 度
电”的i告后，购买了一台美的
尚弧 26KB ^变频L>。L>安
装在 10 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
4 月上中旬+区已停K，
范女士
gL>制热。
“这位消费者反映
这台L>一晚上大概要消耗 9
千瓦时的电量，因;她向W0
进行了投诉。”
河北t消费者协

会副秘书长聂云东对记者说。
聂云东对记者表示，在受
理投诉进行>查的过程中消协
发现，美的主1的宣传语，不分
制冷制热，过分强>“一晚 1 度
电”，但仅仅在宣传材料很不显
眼的位置g+字体标出要达到
节能功效还需特-条件，同时
将众多其/产8都铺C盖地般
挂上“一晚 1 度电”的宣传，但
实际上只有“尚弧 26KB ^变频
L>”这一款产8是美的宣v
的
“一晚 1 度电”
产8。
奥维咨询白色家电)业部
总经 理 韩 昱 分P ，
“ 一晚 1 度
电”的宣传，与当前L>市场的
激烈竞争有着密切联b，L>
厂商拿出节能概念迎合消费者
节能减排需求，是力求在价格
T及营X方式上做文章，T;
来争夺市场份额。

有一-要求，通常普通住宅难
T满足这些条件。

聂云东表示，对消费者误
导最大的，是美的将实际使g
过程当中的耗电量跟实验室里
“就算是在实验室能实现
的耗电量二者混淆。对;，美的
‘一晚 1 度电’，但美的至今也
“
‘一晚 1 度电’充
对记者表示Q
<`a权F的鉴-报告和检测
分模拟了gh的实际使g情
聂云东对;表示质疑。
报告。”
况。考虑到了L>在特-的湿
美的方面@应v，2012 年
度、
温度下的使g条件。”
7 月，美的新节能b列L>（尚
中国电器7学研究院总工
弧 26KB） 通过国家权F的第三
程师 郑 毅 穗认 为 ，
“一 晚 1 度
方G业~=检测验证，在“ECO”
电”是在实验室内，在锁-工况
节能模式运行下，一晚 8 +时
的特-条件下得出的能耗值， 的 制 冷 耗 电 量 为 0.998 千 瓦
不能说厂家2假，但厂家不应
时；2012 年 12 月，美的新节能
该仅将在特-工况下的能耗最
b列L>“ECO”节能技术被鉴
优值拿出来强>宣传。
-为“国际领先”水平；这_技
产业研究~=中投顾问家
术现正在申请发明G利。
电行业研究员任敏琪告诉记
当记者向美的方面`出实
“ 一晚 1 度电”的能耗水平
者，
际使g中的耗电量可能与实验
对L间、温度T及密闭程度都
室鉴-结果存在偏差时，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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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v“其有实验室的数据，有
第三方检测，表示权FG家是
认可的。”
对美的“一晚 1 度电”进行
鉴-的技术委员会牵头人，中
国7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陶文铨向记者介绍，在参
与鉴-过程中，/确实亲眼看
到了L>|}~低频运转的情
况，|}~转速低到一秒钟转
一圈，这时候L>耗电量已大
幅度降低，之后y括/在内的
G家便对;进行了评-。但对
于这份鉴-是否具有权F9，
陶文铨表示自己并不清楚。
截至 5 月 21 日，美的方面
一直<向记者`a相关权F报
告，并表示报告属于“内部技术
资料”，原则上不予公布，只有
质检、工商等部门才能查阅。
（摘自新华社报道，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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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顶级制冷科技体验馆落户长沙
展现格力产品链

本报讯 普通L>换成节
能L>，一年能节约多少电费？
L气能热水器为什么比传
c电热水器要t电 75%？

真正 无氟 的 R290 环保L
>，到底能为降低温室效应作
出多大贡献？
如今，长沙市R想知道制

冷技术对节能减排的贡献有多
大，可T前往全国首家顶级制
冷7技体验馆参观了解。
日前，全国首家顶级制冷
7技体验馆在长沙揭开神秘面
纱，这是目前全国最大、最先进
的制冷7技体验馆，也是格力
电器首次对A公开其全b产8
链的完?布局。格力电器董)
长董明m与湖南K通BG家共
同出席体验馆开幕仪式。
全\顶级制冷7技体验馆
位于万家丽中路，U地面积共
计 1200 平方米，展示着格力电
器全b列产8及尖端7研成
果。参观者在馆内可T通过生
动的体验了解格力所代表的当
今世B最齐全、最先进的制冷

勇拓净水新渠道
北京格力全员力推净水机
本报讯 5 月 27 日，北京
格力开展新一季净水~推i活
动，
“人人都是XYZ[”的活
动主题*北京格力在 2013 年
6-8 月进入净水~全员推i期。
这是继“格力净水~经X商总
动员”后，北京格力在净水~推
i上的又一重大举措。
第一批被影响和改变的群
体是北京格力近 1000 家经X
商。2012 年年底，北京格力召开
“饮水危~与格力净水~产8
，第一次正式向北京经
推荐会”
X商`出饮水问题，推荐净水
~产8。推i会后，几乎所有与
会经X商都在自己家里装一台
净水~，亲身体验格力净水~
带来的健康生活。部分经X商
在初次体验后，随即g净水~
取代了办公室的饮水~，并主
动邀约亲朋体验分享。
第二批被影响和改变的是
全体员工及其家属亲朋。为了
*员工认识到水危~，北京格
力给每位员工都配备了 TDS 测
试笔，方便为自己及亲友测试
家中水质。总经理张波更是在
办公室、车上、y里都常备着
TDS 测试笔，经常亲自为来访客
h进行水质对比实验。
“W愿意
去做这件)，不止是因为W负
责净水~XY，更多的是希望
周围的朋友能清楚目前的饮水
状况，
喝上安全的水！”
第三批被影响和改变的是
i大消费者。为了唤醒公众对
健康饮水的关注，北京格力多
次召开饮水知识讲座，*公众
了解并认知现有的饮水误区。
讲座唤醒了消费者的健康
饮水意识，展会*消费者了解
格力净水~。半年来，格力净水
~在f种展会上频频现身，*

湖南公司总经理姜北表示。
体验馆分为 A、
B 两]区，共
有 8 大主题展区，有消费者熟知
的家gL>、生活电器和环境电
器展区，也有家g中OL>、商
g中OL>、L气能热水器、特
种L>T及核心零部件产业集
群这 5 大展区。
董明m表示，体验馆的建立
旨在展示W国7技进步的力量，
同时也是在展示中国不只是一
]代工的制2大国，也是一]有
7技力量的制2强国。
同时，格力制冷技术体验馆
还是湖南大学、中南大学、长沙
理工大学的见习基地，将成为湖
南最大的K通教育基地。

为贫困儿童圆梦
格力认领 20 个心愿

f种不同层级、不同行业的消
2013 年儿童节来临之际，
费者亲身体验格力净水~。同 J山西晚报N举办“圆 100 ]贫
时，格力G卖5开设独立的净
困孩子的六一心愿”
活动。寻找
水~展示区，全面展示产8，安
太原市的 100 s贫困儿童，报
装实~，现场试验对比，方便消
道/0的故)，说出/0的心
费者了解。
愿，请热心读者和商家认领这
经过近半年的摸索实践， 些心愿，在特别的节日里，为这
北京格力创29的运g多种营
些孩子献出自己的爱心，传播
X方式，探索出一套独有的净
社会正能量，还举办了爱心联
水~XY之路。这仅仅是]开
谊会，召集3s贫困孩子与捐
始，净水~的推i创新之路永
助者同庆儿童节。
无止尽，W0更坚信，优秀的产
消息发布后，山西格力第
8自己就会说话。
一]时间认领了 20 s孩子的
心愿，同时还出资 5000 元赞助
;次的联谊会。
Q
山西格力的工作人员说，
近年来，大量工业废水及
城市生活污水排入江河，引起
严重的水体污染，再加上自来
水a水管道4化腐蚀所引发
的二次污染，中国大部分城市
自来水 TDS 值（溶解9总固体
含量）飙高。长期饮g这样的
水，容易诱发结石、高血|、Z
心病等疾病。
针对饮g水安全问题，格
力推出反渗透净水~b列产
8，采g全\顶级的反渗透膜
滤芯，孔径只有 0.0001 微米，
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 50 万分
之一，通过 5 级渐进精滤，有
效去除水中的细菌、病毒和重
金属，明显改善饮g水口感。
国家卫生部权FG家建议，直
饮水的 TDS 值为 30ppm，而经
格力净水~过滤出的直饮水
TDS 值≤10ppm，是目前为止净
化效果最好的净水产8。
本报讯 4 月T来，佛山格
据c计，使g格力净水~
力强力推进“千亿格力惠3
制 1 吨直饮水比购买 1 吨桶
镇——
—格力乡镇G卖5大篷车
装水节t 878 元，不仅t钱而
巡演”活动，通过大篷车路演、
且t心，安坐家中就能*家人
促X活动、5面推i三位一体
享g新鲜纯净的放心水。
的方式，全面掀起三四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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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7技，y括家gL>、家g
中OL>、商g中OL>、特种
精密L>、L气能热水器及格
力电器制冷链条上游企业的核
心零部件和技术。
格力电器董)长董明m表
示，
“现今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
不再局w于单]产8和8牌之
间，而是y括上下游在内的全
产业链的竞争。”
据了解，目前格力全\G
卖5已超过 15000 家，贡献了
全年 60%T上的XY额。格力7
技体验馆也是格力G卖渠道模
式的一次蝶变和创新。
“全\G卖渠道模式是<
来发展方向，体验馆则是这一
模式的创新和挑战。”格力电器

/0会根据孩子的家庭实际情
况，送去格力的+家电，比如电
扇、电饭锅等产8。同时，/0
愿意捐赠 5000 元，g于购买联
谊会上的玩具、水果、食8T及
场地布置。
“格力长期T来致力于公
益)业，这次看到孩子0的资
料和心愿，W0愿意给予/0
帮助，希望尽己所能给孩子0
圆梦，送去儿童节的祝福，*/
0能和同龄孩子0一样，享受
这]节日。”
当日下午，山西格力的工
作人员就把 5000 元钱送到J山
西晚报N，并由J山西晚报N开出

山西公益)业捐赠c一.据。
5 月 23 日，
“圆梦”行动悄
然开始。这C，山西格力工作人
员走访的其中一]地方，就是
太原市杏D岭区新开南巷。住
在这里的雷雷今年读六年级，
母亲刚做完脑手术，还在住院，
父亲1零工。平时雷雷喜欢到
书5看书，/还想开一家书5。
工作人员为雷雷带去的礼物
中，除了米奇书y及文具套装
A，还有雷雷梦寐T求的自行
车T及+学生必读课A书一
套，共计 20 本，y含了/想要
的J安徒生童话N、
J伊索寓言N。

千亿格力惠百镇
佛山格力推进
“大篷车”
活动下乡镇

抢购热潮。截止 4 月底已有 12
家乡镇G卖5完成巡演，活动
受到乡镇经X商、消费者的普
遍好评。
除了旺季市场预热的考
量，佛山格力还希望通过“大篷

车”活动与乡镇G卖5的嫁接，
进一步`升乡镇G卖5的5面
影响半径和8牌能力，帮助格
力乡镇G卖5成长为当地电器
XY的 1 号5，从而实现乡镇
G卖5在三四级市场核心渠道
的布局。
过去几年，佛山格力一直
致力于G卖5的大力建设，效
果显u。目前，一二三级市场T
G卖5为核心渠道相对稳-，
四级市场的渠道建设成为新的
发力点和增长点。
“佛山地区将继续完善乡
镇G卖5的布局，通过G卖5
绑-四级市场的核心渠道，实
现二级核心渠道网络的搭建，
大大`升对三四级市场的渠道
掌控力。”佛山格力负责人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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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在平凡的岗位上闪光
五月是骄阳炽烈，Dn流
香的季节，也是青春之火跃然
跳动的季节。这]季节里，
始终
飘扬着一面鲜明的旗帜。这面
旗帜，是一]]青春的身影为
祖国富强、企业振兴努力奋斗
的写照，它就是青春的旗帜。有
一位哲人说过Q
“青春，永远是
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
于那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
远忘W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
人”
。是的，青春不流于年岁大
+的浮浅，也不在容颜娇丽的
表面，而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
对工作的热情、对责任的固守
所迸发出的积极向上的姿态，
*人如沐春风，如饮甘露。
青春，
是一朵热情的D。只

有W0将热情投入到工作中，
爱岗敬业，才能催开青春最炫
丽的D朵。无论你是苦战在生
产z上的员工，或是奋发进取
的职能人员，亦或是守得住清
心、耐得住寂寞、不断突破创2
出国际领先技术的7研人员，
热情而真诚的工作态度是W0
做好f_工作的根本，也是避
免纠纷的秘笈。沟通多一点，效
V高一点，做)勤一点，工作细
一点，看似简单的一点一滴，*
)业焕发青春的光彩。
青春，是一团热烈的火。只
有牢记对工作的责任，对使命
的固守，才能*这团青春之火
常燃不熄。“责任”二字说起来
容易，可要真正做到对工作始

终如一、无怨无悔，这无疑是一
场人生的考验。无尽模式的图
文明细签审，永不止步的产研
结合的新8开发，永不停歇的
流水z生产……W0的工作看
似琐碎而枯燥，却在平凡中q
显色彩。送到顾客家里的每一
台完美L>，就是在这些琐碎
的工作中一步步诞生的。因为
固守责任，所TW0把青春的
汗水洒在了平凡的岗位上；因
为忠于使命，所TW0g青春
的身躯筑成了守护格力8质的
钢铁长城。虽韶华逝去，虽容颜
更改，对平凡岗位的坚守，*W
0在工作中永葆青春的活力。
青春，
是一汪洁净的泉。正
因为洁净，所T一丝一毫的污

点都能破坏泉水的质感。产8
研发、生产把控、质量控制等一
b列的日常工作，+到一颗螺
钉，一份明细图文的维护，大到
一台L>研发阶段的反复试
验、生产阶段的质量把关，都是
对产88质的捍卫，是对消费
者权益的守护，来不得半分玩
忽职守，要不得一厘贪污腐败。
只有将职责、廉洁常记于心，端
正于行，恪尽职守，才能够面对
诱惑而毫不动摇，才能够面对
困难而不退}。与廉作伴，
T责
为重，*W0的)业在干干净
净的环境中成长。
青春是人生最艳丽的D
朵，奉献是青春最甜美的果实。
但并不是每]人都可T创2出

国际领先的技术、先进的管理
模式，大多数人像W一样在平
凡的岗位上默默工作着，没有
鲜D掌声，甚至不被人记起，那
又有什么关b，W依然开心，因
为只有W知道W的青春没有白
费。即使在平凡的岗位上W依
然看到了那闪闪发光的青春，
洋溢着迷人的色彩。再+的力
量，也是一种支持；再平凡的岗
位，
也是一种奉献。f位豪情满
怀的有I青年，*W0挥洒青
春的热情，T乐观向上的态度，
娴熟流畅的业e能力，在平凡
的岗位上孜孜不倦地付出，立
足平凡岗位履行自己的责任与
义e，*青春在平凡的岗位上
闪光，
绽放出最迷人的光彩。

筛选分厂杨通海旺季生产的工作插曲

做个好家长
用心关爱员工，

晚班货场灯光、消防、安全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的检查后，时间
己到了{晨两点多。;时，杨通
n@到了办公室，/必须把刚
才检查的情况?理好，及时发
给相关部门落实?改好，才能
最大程度的保证公司晚班的顺
利生产。
因为上班时要处理生产z
问题，杨通n经常往返于生产
z与筛选分厂，脚底磨起大大
++的水泡，今晚又在公司内
走了近五]+时，脚底的水泡
己经破了，脚后跟也磨破了皮，
只要走动一下，?]脚就会隐
隐作疼，但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最*杨通n难熬的是浓浓的睡
意向/袭来，有那么一瞬间，/
感觉自己真的撑不住了，头脑
也渐渐陷入困顿状态，但一想
到存在严重影响旺季晚班生产
的诸多问题，/顿时睡意全无。
为了避免瞌睡，同时保持清醒
的头脑，杨通n冲了一杯浓浓

时值红五月，公司已经进
者的技能和水平，并设立了员工
入旺季生产的节奏，员工承受
投诉信箱，接受员工的监督，一
着较大的工作和心理|力。为
经查实粗暴管理，
立即对相关责
了给员工创2良好的工作环
任人进行处理。同时，部门`出
境，经过研究和讨论，~动车队
要12“家”的团队文化，有爱的
关爱员工行动方案正式启动。
地方才有家。在员工困难时主动
车队首先从R主生活会上
伸出手，这才是一]负责任的
员工反馈的意见和需求出发， “家长”
应当做到的)情。
逐]推进解,。针对基层管理
作为一家有责任感的企业
不当的一些现象，下发严禁粗
的一份子，~动车队将继续不断
暴管理的要求，开展基层班组
尝试，做一]g心关爱员工的
长的管理培训，`高基层管理 “好家长”
。

进入 5 月份，2013 年的生
产旺季大战己是燎原之势，公
司全体员工都进入了旺季生产
的一级作战状态，那些战斗在
生产一z的可爱格力人更是挥
汗如雨，干得轰轰烈烈，时常涌
现出许多爱岗敬业、T劳动为
荣的身影，/0的工作精神使
W深受感动，并且值得W0全
体员工学习。筛选分厂的杨通
n便是其中的一]。
5 月 11 日，加班到晚上八
点半刚到家不久，杨通n突然
接到分厂要求其组织对晚班生
产执行大检查的通知。当晚，突
击+组针对严重影响晚班生产
的泡沫、钣金、注塑件物料进行
了深入的检查，由于T上三类
物料是公司f]总装分厂生产
急需的零库存物料，堆放区域
分布较i，为了彻底解,影响
生产的问题点，保证公司旺季
晚班生产的正常进行，检查+
组对A协A购件的a货紧张、

的茶，并不时地往太阳穴上涂上
很多的风油精，
当/把这些工作
完成的时候，己经接近{晨四
点，/这才下班@宿舍。第二C
早上八点半，/依然神采奕奕准
时出现在办公室里。
作为分厂质量监督班长和
分厂廉o审计+组的组长，杨通
n肩负着分厂对A协A购件产
8质量抽查、
业e室生产z异常
等方面的工作。进入旺季后，/
的下班时间一C比一C晚，突击
检查的次数也变得频繁起来，但
/从来没有任何的怨言，一些同
)替/的身体担忧，/总是说Q
没)，只要公司强大了，W0受
一点累算啥。
是的，
只有格力这]大家庭
的家庭实力日趋强大了，W0这
些生活在这]大家庭的儿女0
才能过上更加幸福的:乐生活。
*W0向奋战在公司旺季生产
的所有兄弟姐妹0致敬Q兄弟姐
妹0，你0辛苦了！

又见你的笑容
格力义工大队再次前往琪琪康复中心慰问
5 月 18 日上午，由工会、格
力团委、管路一厂、L一L二联
合管理部 20 多人组成的格力
义工队，再次前往mn香洲琪
琪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中心，探
望这里的孩子0。
清楚记得 2012 年 5 月 27
日，格力义工队已将爱的种子
播洒在这里，与这一群可爱的
孩子0结下善缘。
在经历了多日的阴雨绵绵
后，mn终于迎来了阳光灿烂。
上午 9 时，格力义工队再次来
到这]熟悉的活动中心。
因考虑到不同年龄孩子的
需求，;次带来的玩具类^较
本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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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孩子玩的简易画E、拼
图、积木、+魔方，还有适合较
大的孩子玩的木制仿真模^。
有了这些玩具，康复中心
的孩子0一下子就活跃起来，
原本还拘谨地站着的格力义工
也马上就蹲下身来，陪孩子0
玩起了玩具，在你来W往的游
戏当中成为好朋友。
为了争夺玩具，+朋友出
现了+1+闹的现象，义工自
然就成了协>员。为了*孩子
0学会分享，W0`出，在玩钓
鱼的游戏时实行一人钓鱼，一
人收鱼的分工合作模式，
10 分
钟后“轮岗”，这样大家都能分
传真：0756-8627141

享到
“钓鱼”的乐趣。渐渐地，孩
子0也感到与人分享的:乐，自
然而然就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少年组的孩子0收到的玩
具难度b数就要高得多，
y括自
行车骑行、滑雪、滑梯、击剑、武
术、蛇、猴子、恐龙、房子等f种
木制仿真模^的拼装，除了耐
心、细心A，还得有较强的L间
想象力和动手能力。
转眼就到了孩子0吃午饭
格力义工队的同)0怀
的时间，
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康复中
心的孩子。W0也希望有更多
的人来关爱这些特殊的孩子0，
*/0的脸上永远拥有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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