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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百强榜发布 千亿格力跻身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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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联合会发布品牌监测统计数据
格力蝉联变频空调市场冠军
本报讯 j前，中国商业联合会、中
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联合发布 2012 年全
国大型零售企业主要商品品牌监测统计
数据。
统计结果显示，2012 年“格力”牌6
间空调器和“格力”牌变频空调均列同类
产品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一位，双双蝉联行
格力变频空调的市场综合
业冠军。其中，
占有率达 24.1%。
此前，第三J权威统计p构“产业在
线”公布的数据也佐证t格力变频空调
的局面。2012 年，
“一枝独秀”
国内变频空
调 销 售 总 量 为 3001 H 台 ， 同 比 A 降
6.3%，其中格力变频空调销量 1252.8 H
台，同比增长 4.4%，市场占有率 41.74%，
位d行业第一。

格力电器荣获
全国轻工行业先进集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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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空调获沙特政府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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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格力的户外作业者致敬

“服役”
酒泉 助力
“神十”
格力空调
飞天梦
本报讯 6 月 11 j，身负神州十号
m天宫一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聂海
胜、a晓光、王亚I，身穿宇航服}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的航天,公寓
“问天阁”缓
缓走出，在挥舞着鲜花和国旗的人群中
参加
“神十”
航天,的出征vr。
在出征vr的直播中，细心的观众
不难发现格力空调m航天,的“频频合
影”
，一8间，>台带有显著“格力”标识
的空调0t当天vr中=受关注的“背
景”之一。据tz，格力中央空调_“服
役”于“问天阁”，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的多处场所也都采用t格力空调产品。
} 1999 年 11 月 20 j，
“神州”号实
验飞船}酒泉发射升空，拉开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的幕布，10 艘“神州飞船”及
“天宫一号”相继}这里0功发射。在载
人航天飞行任务中，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承载t组织指挥、实D发射、进行测试、
船箭塔对接和整体运转以及计量和技术
勤务保障等重大作用，每一个T节都|
影响到发射的0功。因此，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对空调的要求也可谓N乎完美，无
论是}温度控制的精准性还是B内调节
又或者是噪音控制的最低性，
的舒适性，
酒泉都像发射飞船一样严格考察着空
调。格力空调为中国航天梦服务的过程
充满t严苛的挑战。
格力电器董~长董明珠曾说过w
“挑
战就是p遇，只有突破难点才能取得发

展!战胜航天需求的困难，除t技术实力
外，更主要的还是对(己品牌的信心m
勇气。在国家重大任务需要的8候，在国
家梦想腾飞的8候，格力作为空调行业
就应{站在最前沿!”
的龙头，
据V，格力电器.前拥有一支多达
5000 人的科研技术团队，每年L入数十
OP的研发M金，攻克t空调行业一个
又一个技术难点, 格力直流变频离心p
组、双级变频压缩p以及 1 赫兹变频技
术等等创新0果屡获殊荣。
有业内人士|格力电器的品牌定位
。对此，
为中国不可或缺的优秀
“创造者”
董明珠也表示，
“格力电器|用更多行动
。
来助力
‘中国梦’”

晶弘电器携手三菱电机发力高端冰箱市场
本报讯 6 月 30 j，合肥kl电器有
限公司mjn三o电pqr会社在合肥
s行t合作uGvrwx同0y“合肥k
l三o电p家电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据tz，{公司|专业}~高•冰箱
的技术研究m产品开发，kl电器和三o
电px同出M 1500 H美P，并各(持有
50%的股权。
2012 年，kl冰箱新'地_rL产，
产能)模达 250 H台，并m格力电器实现
借助格力电器的渠道M源。据
战略合作，
V，2012 年kl产销量达 90 H台，2013
年WX 5 月份，kl冰箱产销量/达 70
H台，预计全年产销量|超过 150 H台。

格力合肥生产基地创建和谐劳资关系
喜获“全省职工后勤保障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本报讯 在安徽省总工会开展的“优
化职工生产生活条件，强化职工生活后勤
的表彰活动中，
保障，创建和谐劳动关系”
格力电器(合肥)有限公司喜获殊荣，获评
“全省职工后勤保障工作先进单位”
称号。
%和谐&化，
创&明生活。格力合肥
生产'地( 2006 年)*建+,工生活
-，.前/建0 7 1234、
6 1公567
.，可同89:,工 16000 ;人，<=>
个,工?堂，人@地AB等'C+D，建
E面FG 24.5 HIJK，LMN 5 OP，
不Q;力RS,工工作生活TU。
据V，WX.前，YM 4 OP的珠海
格力电器,工生活-Z[\]期工程/
经^顶，_在`abc中，格力人“一人一
dB”
的.标也e来efN。

图片来源：新华社

专业铸就品质 格力再获中国顾客满意度冠军
本报讯 据《2013 年中国顾客满意
度手册》 刊载的顾客满意度调查数据显
示，格力再次在 23 个空调行业主要品牌
中获得满意度最高分值，
蝉联 2013 年满
意度冠军。在品牌形象、满足需求程度
和产品可靠性三个维度上，格力电器均
获得五颗星的顶级满意评价。
为编制每年一度的中国顾客满意度
手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顾客满意度测
评中心和清华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联
合对为消费者提供消费品和生活服务的
各细分行业的主要企业进行多维度调
查，通过科学整理和运算，
最后得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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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满意度分数，
引导消费者合理消费。
行业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继此前多
年连续摘取空调行业满意度冠军之后，
2013 年，格力电器毫无悬念蝉联空调满
意度榜首，充分体现消费者对格力的高
度喜爱和稳固支持，也说明格力的经营
运作和品牌维护得到社会认可。
格力电器擎领核心科技大旗，践行
“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的绿色发展路
线，追求产品质量、
服务水准、品牌价值、
国际影响等等的全面提升，不仅在中国，
而且在全球市场不断推出更全功能和更
优性能的空调产品，始终把持技术牛耳，

引导行业的发展潮流。
一直以来，格力电器奉行专业主义，
践行工业精神，升级中国创造，产品质量
水准和品质声誉首屈一指。
2012 年 2 月，格力电器 1 赫兹变频
技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斩获国家科技进
步奖。同期，格力在珠海宣布，6 大系列
变频产品“2 年免费包换”政策，再次刷
新空调行业服务标准。
长久以来的稳健经营，为格力赢得
多年稳固攀升的消费者满意度，而消费
者的满意度，又反过来激励这家力争上
游的龙头企业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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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百强榜发布 千亿格力跻身四强

本报讯 6 月 21 j，由中
国轻工业联合会主办的“中国
轻工业百强企业颁奖盛典暨企
业家高峰论坛”在京s行，大会

隆重发布t“2012 年中国轻工
业百强企业”荣誉榜单以及轻
工企业市场能力、盈利能力、价
值能力、0长能力和财政贡献

等五大分7百强榜单。格力电
器等四家千O级企业包揽“百
强企业”
综合榜前四强。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2011
年度起，在“中国轻工业行业十
强企业”评价工作'C上，开展
“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综合评
价工作。轻工百强评价选取企
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产
值利润率、税收占利税比重和
工业总产值增hx 5 个指标进
行综合评分, 不仅注重企业)
模水I，更兼顾企业盈利水I、
价值创造能力、对社会贡献及
0长性等综合性指标，强调企
业的均衡发展，能够全面、动态
地反映企业的竞争力水I。
2012 年受国际金融危p影
响，市场需求疲软，空调行业出
现t较为明显的A滑。而格力

电器通过创新驱动，不断进行
产品、技术升级，其(主研发的
1 赫兹变频技术、双级变频压缩
技术开创t空调行业新8代；
(主研发的直流变频离心p
组，实现t中央空调技术在世
界舞台的领先水I，带领中央
空调走进直流变频8代；R290
T保空调，让中国在新冷媒技
术的研究应用上首次走在t国
际前列……
据公开M料显示，2012 年
格力电器实现营业总收入
1001.10 O P ， 同 比 增 长
19.87%；实现净利润 73.80 O
P，同比增长 40.92%；'n每股
收益为 2.47 P / 股，同比增长
32.80%，继续领跑行业，0为首
家超过千O的家电上市企业，
空调产销量连续八年位d世界

第一。同8，2012 年格力电器:
税超过 74 OP，连续 12 年d
行业第一。
大会同8发布t“行业十
名单，格力电器斩获亚军。
强”
s办J表示，m 2011 年相
比，
“百强”中的千O级企业由 2
家增加X 4 家，其中家电业占
d三强，彰显t中国工业尤其
是家电行业在过去一年中转型
升级所取得的重大0就。
为全面展示中国轻工业百
强企业的实力风采，探索产业
变局形势A企业转型升级的路
径，追踪科技前沿和商业模r
的创新，大会围绕“加快转型升
级 迎战产业变局”主题进行t
高峰对话。格力电器董~长董
明珠女士mm会嘉宾分享t格
力电器的0功之道。

格力电器荣获全国轻工行业
先进集体称号
本报讯 在人力M源和社
会保障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联合
组织开展的 2012 年“全国轻工
行业先进集体”评选活动中，格
力电器凭借在产业优化升级和
科技创新J面做出的优秀0
绩，在众多国内企业中脱颖而
出，荣获“全国轻工行业先进集
体”的称号，0为n年度广东省
唯一获此殊荣的家电企业。
这一荣誉的授予是国家权
威p构对格力电器不断实现创
新发展、创造良好社会效益的
高度肯定。
2012 年，格力电器0为中
国首家营业收入突破千O的家
电上市企业，取得t具有重大
里程碑意义的经营业绩。技术
创新的累累硕果，让格力电器

在行业竞争中遥遥领先。超低温
数码多联p组、
直流变频离心r
多功能地暖户r中央
冷水p组、
空调、1 赫兹变频空调、
R290 T
保冷媒空调、双级变频压缩p等
产品，不断填
一系列“国际领先”
补行业空白，持续R写空调行业
历史。
格力“全能王”双级变频空
调，以“双级增焓转子r变频压
缩p”技术彻底颠覆t传统空调
的运行TU极限，在 -30℃X
54℃TU中均能够_常运行。
在中央空调的表现上，格力
电器同样出色。格力直流变频离
心p聚集中央空调研发领域的
最新技术0果，p组 IPLV 达到
11.68，比普通离心r冷水p组
节能 40%以上，是.前最节能的
大型中央空调。

图片新闻：6 月 9 j上午，波兰众议院议长埃娃·科帕奇（女）携波兰议会代表团一行来访珠海格力
电器参观，
并对格力电器在科技创新领域的0就表示肯定。

格力电器发布 A 股市场首份英文年报
本报讯 6 月 15 j，在深
交易所网站信息披露窗口多达
400 ;条上市公司公告中，一则
2012 年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吸引
t众多LM者的眼球。
LM者被这则公告所吸
引，倒不是因为它姗姗来迟，而
是因为这是一份英&版的年
报，发布这则公告的上市公司
的股票却只在国内上市交易。
据tz，此前国内尚无 A
股上市公司 （未同8在海外上
市）发布英&年报的先例。}这
则公告的身上，LM者看到t
一家公众公司所展现出的对中
外LM者负责的态度，而其背
后所隐含的国际化视野、全球
化战略不言而喻。
这家“不同寻常”的公司便
是享誉中外的家电行业领导企

业格力电器。
~实上，此前格力电器/
于 4 月 27 j发布t其 2012 年
中&版年度报告。2012 年，格力
电器实现营业总收入 1001.10
OP，同比增长 19.87%；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80 OP，同比增长 40.92%；
实现每股收益 2.47 P，同比增
长 32.80%。
或许有人会质疑，在/然
发布中&年报的情况A，格力
，再行发
电器缘何“多此一s”
布英&年报？但行业研究人士
指出，格力电器此s绝不是为
t博取眼球。
一则，格力电器虽是一家
仅在国内上市的公司，但LM
者来源却不仅限于国内。相反，
格力电器堪称 A 股市场股权结

构最具“国际范”的公司之一。
在格力前十大流通股东中，除
t集团公司和京海担保外，其
;八家均为p构LM者。而这
八家p构LM者中，有五家是
QFII，包括美林、摩根士丹利、
瑞士银行等著名的海外L行。
这些持有公司相当比例股
权的海外L行，必然存在获取
公司经营讯息的需求，格力电
器发布英&报告，迎合t这种
需求，也表达t对海外LM者
负责任的态度。
应{说，伴随着Mn7.
的逐步放开，在 QFII )模不断
扩大，国内上市公司LM者结
构不断多P化和“国际化”背景
A，格力电器此s不失为一家
优秀公众公司做出的表率。
]则，格力电器还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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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贸易企业，海外产品进口
商、原材料供货商为降低合作
风险，需要tz格力的经营状
况乃X发展前景。}格力电器
2012 年年报来看，当年公司来
(海外的营业收入/达到 158
OP，占到全部营业收入的 16%
亦满
左右。发布英&财务数据，
足t对外贸易伙伴等利益相关
J的需求。
行业研究人士表示，格力
电器发布英&年报的s动，不
仅展现t一家公众公司对中外
LM者、贸易伙伴等利益相关
J负责任的态度，而且|有助
于提 升 格 力 在 海 外 市 场 认 知
度、推进公司国际化发展，同8
吸引更多的海外LM者tz格
力，关注格力LM价值。
放眼 A 股市场，格力电器

。
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常青树”
一J面，公司(上市以来经营
业绩稳步增长，}未出现过倒
退或亏损的情况；另一J面，公
司几乎年年分红，让LM者切
实 享 受 公 司 0 长 的 好 处。 在
2012 年年报中，格力电器发布
年度分红预案，拟每 10 股分 10
P，即 2012 年分红|超过 30
OP。
据 统 计 ，1996 年 X 2011
年 ，格力 电器/ 累计 分红 14
次，分红总额达到 54 OP，G
占期间净利润的 20%，分红如此
慷慨在整个 A 股市场上都不多
见。以 2012 年分红预案简单测
算，格力电器股息率.前达到
4.17%，超过 1 年期定存，并超
过市场 10 年期国债利率水I，
长期LM价值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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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中东
格力空调获沙特政府称赞

本报讯 5 月 26-29 j，格
力携全系列高能效空调产品参
加由沙特阿拉伯能源部主办的
“沙特能源展”
。参观格力展位
的访客络绎不绝，不少客户对
格力的节能T保空调产品表现
出浓厚兴趣。
展会期间，沙特阿拉伯能

源部部长一行莅f格力展位，
对格力先进的节能T保空调技
术和产品赞不绝口，并表示w中
东 国 家的 客 户 之 前 普 遍 认 为
“中国制造”品质低，但是格力
空调_逐步R变客户的这一印
象，格力产品的质量得到e来
e多中东客户的认可，沙特能

格力董事长董明珠赴台视察
本报讯 6 月初，格力电器
董~长董明珠赴台视察格力产
品推广情况，并于 2 j召开经
销商大会暨新品发表会，m台
北- 70 多位经销商x议格力
电器台湾市场)*。
“一年后，我们在大陆市场
的售后服务|升级为零服务，
后续在台湾市场也同样要做到
“最高的
零服务。”董明珠指出，
服务U界就是没有售后服务。
这既是对产品服务最苛刻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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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助力
“我的中国梦”
独家冠名佛山市青少年演讲比赛

源部、卫生部等部委的工程7
赛，既锻炼t参赛选手的表达能
本报讯 6 月 21 j，由团
.也开始采购格力空调。
力和写作水I，也让更多青少年
佛山市委、市少工委主办，格力
据V，此前在沙特政府出
主动深入tz“中国梦”
，是一次
电器独家冠名的“格力杯·我的
台新的 SASO 能效提升政策和
更深层次的教%。
中国梦”
佛山市青少年演讲比赛
禁用 R22 冷媒的相关T保政策
习NI总书记在论述“中国
在南海大沥中学圆满落A帷幕。
8，格力抓住这一契p，迅h推
梦”8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来(全市的 45 名优秀青少年同
出能效等级远超沙特最新 SASO
复兴是一7光荣而艰巨的~业，
台竞技，
展现(己对
“中国梦”
的
能 效 准入 标 准 的 高 能 效 风 管
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x同为
理zm逐梦的心路历程。
p、超级(由<一拖多变频空
之努力。
“有崇高的中国梦，也有I
调、GMV-5 多联p等一系列高能
一代又一代的格力人也用
凡的中国梦，它就在我们身边，
效T保空调系统z决J案，一
(己坚定的步伐，一步一步践行
就在田间地头。”有选手}中国
s0为沙特空调市场最受瞩.
梦是每个人的梦这个角度切入； 着格力的梦想。作为家电民族品
的明星。
牌，格力电器始终y足(主研
也有选手别出心裁，通过讲故~
在能源展期间，格力电器
的形r来阐述(己的“中国梦”， 发，坚持实干创新，创造更节能、
m沙特的格力代理公司0功s “我要回贵州老家建y一所希望
更T保的高品质产品，R变人们
办 2013-2014 年 新品推 荐 会， 小学，
生活Jr，引领“中国制造”向
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明亮的
全面推出格力最新的节能技术
“中国创造”
转变。
教B里接受知识的滋养。”
和T保空调产品。沙特格力代
同8，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这些参赛选手整体素质
理商邀请t来(沙特政府部门
开展多7公益慈S活动，格力电
都不错，
很好地体现t佛山青少
和当地知名空调暖通+计院的
器用实际行动践行中国梦。
年的精神风貌。”在比赛评委梁
专业工程师N 200 人参加tn
锦卿看来，通过这样的演讲比
次推广会。

理念
重申
“零服务”

求，也是对企业的挑战”
。
此次赴台，董明珠还亲(
走访多家格力经销商，仔细聆
听经销商的建议m意见。
大部分经销商表示，格力
空调在性能上丝毫不逊色于他
们曾代理的大金、LG 等j韩品
牌，甚X有些J面远远优于j
韩品牌，他们对格力空调的产
品质量和格力品牌在台湾的发
展前景充满信心。
据统计，.前格力每年出

口台湾市场的空调数量几乎占
中国大陆出口台湾市场总数量
的 50%。2012 冷年，
格力电器_
r在台湾市场登陆并推广(主
品牌，格力全球市场领导者的
地位进一步深入人心。
据V，此次董明珠访台引
发台湾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m
肯定，台湾 TVBS 新g台详细报
道此次行程并称，
“格力电器|
对全球空调行业产生e来e深
远的影响”
。

专卖店做成大生意

2009 年，做t多年建材生
意的杜秀繁，经过多J考察，转
而加盟格力，开起t格力专卖
店。她说让(己A定决心做格
力是因为看t董明珠的 《棋行
天A》，被她的人格魅力深深地
感染t。
在开店之前，她看t很多
门面, 大多都因为店面太小而
放弃。而当她看到位于长春新
-的这家店面的8候，旁边几
乎没有任何的商业气氛，更没
有做家电的。但杜秀繁却认为，

这里是新-，未来只要用心，就
一定能做好生意。于是，
她没有
听}别人做中档bc的建议，
毅然按照格力专卖店手册中最
高档次的)格bc这家店。用
杜秀繁(己的话说，
“ 当初就没
有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而是一
定要做好。所以，bc专卖店的
8候，单单一层的展厅就L入
t三十多HP，是当8长春b
c最豪华的空调专卖店。不给
(己留后路，才敢于L入，更有
冲劲。迈进格力的门槛，
就是我

一生的~业。”
~实证明，杜秀繁和她的
老公是有眼光的，他们的LM
也是值得的。}专卖店的bc
开始，格力销售公司就给予t
杜秀繁非常大的支持，}bc
的)*到工程的全程监管，人
,的前期培训等等，每一个细
节销售公司都很用心，发现问
题及8纠_。
而做格力专卖店的另一个
优势，就是产品品质好，后续的
维c量少，经营很省心。众所周
知，空调是一个重服务的产品。
一旦产品质量不稳定，后续会
给经营者带来很多的问题。格
力不到H分之一的维c率，让
杜秀繁这样的经营者可以|更
多的精力放在市场的开拓上，
也敢于去扩大市场份额。杜秀
繁说，她在没有做格力专卖店
之前家里用的就是格力空调，
质量非常好，这也是让她选择
格力的初衷之一。
杜秀繁现在还记得(己的
店刚开业半年多，就赶上销售
公司组织“H人空巷抢格力”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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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活动。因为经验不足，当天专
卖店人手不够，里里外外都是
等着买空调的顾客。到t第]
年的8候，杜秀繁怕怠慢t顾
客，就在桌子上摆满t茶水、糖
果，同8还预=t一些移动座
位，
让顾客都有休息的地J。到
t第三次参m“H人空巷抢格
力”活动，杜秀繁/经得心应
手，
活动也获得更大的0功。
因为地处偏僻，没有优质
的服务，店面不可能做好经营。
因此，杜秀繁要求店,要认真
对待 每 一位 走 进 专 卖店 的 顾
客，因为走进空调专卖店的人，
绝大 多 数是 确 实 有 购买 意 向
的。有的顾客即使这次看t产
品没有购买，也很可能过几天
就会来购买。只要让顾客充分
tz产品，感受专业的服务，购
p8(然会选择你。
为t提高销售人,的专业
素质，店面的销售人,和业务
人, 除 t每 天 要 开 业务 会 以
外，还会F极参加销售公司组
织的各类培训，也会跟其他格
力专卖店进行交流沟通，学习

同行的经验，有效提高业绩。同
8严格要求服务人,的服务质
量，除t保证空调的安b8间和
质量以外，还会定期给客户做产
品的检测和调试。因此，(开店
以来，杜秀繁的店每年都有几千
HP的销售额，却没有发生过一
个L诉，也_是因为这样的好口
碑，为杜秀繁的店赢得t很多的
回头客。
2009 年，刚刚开店的8候，
赶上格力专卖店的形象转换期，
因为店面大，bc)格高，杜秀
繁的店0t长春的样板店。虽然
只有三年，但她/发觉现在的店
面/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她
还想再建产品体验-。
而今，
杜秀繁的专卖店生意
j愈红火，仅 2012 年一年的销
售额就/达到四千多HP，在长
春格力经销商中小有名气。附N
有人开格力专卖店，她都把(己
的经验传授给对J。她说，(己
虽然只是格力千H家专卖店中
的一个，但她早/把(己当作格
力人，是格力0就t(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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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辉煌,感谢有你

向格力的户外作业者致敬

图为：格力电器员工协助外协厂人员搬运物资

35℃的高温, 烤得黑红的
脸，汗水湿透的长衫，大草帽，
这'n上是我们可敬可爱的格
力户外作业者的特定形象。
在我们公司，有这样一些
特殊的群体w叉车司p、货车司
p、水电气维护人,、安b人
,、物流人,、现场安全,、发
货,、收货,等等户外作业者。
每天穿梭在公司的各条主干道
上，
穿插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
奔赴在各条战线上，犹如公司
的一条条动脉，奔流不息，奋斗
不止，默默地为生产提供“养
料”
，为炎炎夏j送去清凉；为
公司的安全生产保驾护航；为
道路安全、为,工安全j夜守
护；为维护+=的_常运行废
寝忘?；在公司高h发展的路
上，用滴滴汗水铸就格力的辉
用坚强、无畏和激情迎接j
煌，
晒、
雨淋、
寒风。
在格力，也许他们就是第
一个见证烈j的人，第一个感
受狂风暴雨的人；和生产线,
工一样，是最早上班的人，可能
也是最晚A班的人。

强化安全基础 推动安全发展

各 科 B( 行 组 织 学 习 安 全 知
识，重点围绕涉及n科B工作
人身安全的相关内9，对交通
出行、夏季@暑、游泳及娱[场
所的安全注意~7等等进行安
全教%培训。
随后，质控部T安组以“用
、
电十不准”
“ 公司安全生产禁
令”
、
“三懂四会”
、安全色及警
告标识、常用电话、用电常识、
岗前注意~7、休息-注意~
7、特种+=管控要求、安全质
量 标 准化 等 内 9 作 为 试 题 范
围，在部门内部组织形r多样

个个烈jA、风雨中忙碌的身影
让我汗颜，同8，也0t我感恩
工作，
努力拼搏的源动力。
芳草碧连
“长亭外，古道边，
天”
是一种人生；
“凭栏处，
潇潇雨
浪
歇”
是一种人生；
“到中流击水，
遏飞舟”
是一种人生；
“默默无g，
无私奉献”
也是一种人生。
我们更需要保持创业8的
精神，
一种不变的格力精神。
炎炎烈jA，我们没有忘记
你，格力的户外作业者！让我们
向你致敬！千O的功勋章里有你
的功劳。
经过 22 年的不懈努力，格
力电器/经发展0为全球最具
影响力的品牌之一。
22 年磨一剑的坚持，8 H,
工的滴滴汗水和智慧，铸就格力
的辉煌。千O的背后是一种锲而
不3的追求，一种忘我的U界，
一种肯吃亏的工业精神，一种[
于奉献的格力精神，一种永不忘
创业艰辛的激情。
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我们有理由相信w百年
格力一定能梦想0真。

用实际行动迎接设备自动化时代

质控部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
全国第十]个“安全生产
月”
活动在 6 月份拉开帷幕。质
控部始终坚持“以人为n、安全
生产、保障健Z、关爱生命”的
职业安全J针，`跟全国安全
生产月的统一部署，通过集中
开展一系列安全生产宣传教%
活动，|安全&化、安全法律、
安全技术、安全知识传达到每
一位,工。为有效@范各类安
全生产~故，遏制违章行为和
促进安全生产持续稳定提供强
大支持。
因质控部人,多、分布散，

为t及8运送物料，保证
生产的顺畅，有8，一个上午都
顾不上喝一口水；有8，连续几
个小8没离开过热得滚烫的驾
驶B；为t确保道路安全，确保
生产安全，确保,工安全，顶着
烈j，任由汗水在背上在脸上
流淌；为t及8安b、抢c+
=、+D忘t吃饭，忘t午休，
忘t黑夜，也是常有的~。
每当我经过他们身边，总
是情不(禁地向这一群可敬可
爱的格力人行注.礼，我常常
仰望着这一aa黑红而让人感
动的脸，凝视着那一双双充满
激情的眼睛，试图}他们的每
一寸令人振奋的肌肤里，}他
们坚定的眼神里找到烈jA坚
强的理由，找到坚持的动力,找
到不变的激情。j复一j的风
吹j晒雨淋，沧桑的是他们的
脸，不变的却是那颗炽热的心，
他们用饱含深情的滴滴汗水滋
润t这片热土。
当我坐在空调6里喝着纯
净水，享受着清凉，也常常为工
作的难题而畏步不前8，那一

的安全竞赛活动，重在强化,
工对各种安全知识的掌握及加
强,工对安全知识的运用。
最后，质控部|开展安全
生产应急预案演练活动，结合
各科B发生的历史~故等开展
不同岗位、形r多样的应急演
练，加强应急'C建+，增强应
急意识，提高科学D救和~故
灾难应急救援能力。要|演练
活动m应急救援培训相结合，
增强人,的安全@范意识，提
高}业人,@灾、逃灾、避灾和
互救能力。
(救、

面对j趋激烈的国际竞
争，企业需要不断提高生产效
率，降低运营0n，以在全球市
场上取得0功。这无疑需要智
能生产管理系统和+=(动化
技术的帮助。
N年来，格力电器大力推
进+=(动化，随着进程的不
断加快，(动化+=的_常运
行0为面f的一大课题。如何
保障(动化+=的最优使用和
工业整体效益的提升，即|0
为+=(动化的关键词。
往年由于发展迅h，+=
猛增，生产繁忙，出现t“重生

产轻+=”的现象，对+=维护
保养的缺乏，尤其是+=深层
次维护保养工作出现的断层，
所导致+=的安全、故障、维c
0n增高等问题不断增加。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深入研
究，+=动力部一R过往+=
管理仅重视检查处罚的处理J
r。让分厂+=操作人,在j
常操作保养维护中真实tz+
=结构，}而维护好+=，使用
好+=。让+=管理工作步入
先进维护、科学管理、安全可
靠、降低0n的良性循T+=
管理轨道。

你我怎样 格力就怎样
本报讯 我抱着}收发B
拿的一大垒包裹走进销售4，
到消@门那里，前面走的人看
到我t，就把门顶住，然后说w
你先进去。
和同~坐公司的班车，他
就算第一个上车，也会(觉去
到车厢的后面坐A来。问他何
故，他说，让后来的人J便地坐
到前面。
清洁阿姨_在4梯上拖
地，走过的,工无一不是贴着
墙壁，轻轻踮着脚尖走过。
就是因为(己是一名x产
党,，所以8刻把党徽佩戴胸
前，这是一种身份认同，更是一
种责任。让它8刻提醒(己，我
本报地址：
珠海前山金鸡西路

是谁，在做什么。
在格力，在工作和生活中，
总能不经意就发掘到这些打动
人心的点点滴滴，或许是一个
眼神，或许是一句清晨的问候，
或许是酷暑8i来的一支清凉
饮料……每一个格力人的血汗
之躯所潜藏的宽厚mS良，也
_是格力的精神底蕴。这些S
意的感动、精神的闪光汇聚起
来， 烙 刻 0 的 会 是 这 样 一 句
话——
—你我怎样，
格力就怎样。
你我追求进步，格力就不
缺少创新。当每一个格力人都
意识到(己需要0长、需要进
步、需要提升，并且为此而付出
行动8，当我们锲而不3，一次
邮编：519070

次敲击着梦想的燧石8，我们
相信，格力也|因每一个,工
的进步而进步，格力的今天必
|不同于昨天。
你我勤奋，格力发展的脚
步就不懈怠。在奉献中我们看
到肩负的职责，在履行职责中
我们得到幸福。我们对每一个
坚守岗位的,工怀有敬意，我
们对每一个默默奋斗的,工表
示尊崇。唯有通过劳动，才能创
造更美好的生活，这个道理，简
单，
但}不卑微。当每一个格力
人像农夫为获得更好的收0而
努力耕耘8，当每一个格力人
坚定持有“劳动光荣”的价值信
念8，我们相信，格力前进的步

责编：黄文婷 谢文思

PDF &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n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美编：董文

伐也必|更加有力，格力必|
走得更远。
你我关爱彼此，格力就恒
也
有温暖。不要抱怨人情淡薄，
不要抱怨世风jA，如果我们
每一个人都}(己做起，伸出
关怀的双手，帮助别人，互相传
i_能量，延续爱心，我们又怎
需要担心，格力这个大家庭里
缺少温暖呢？
你我真诚，格力就_直。你
我阳光，格力就廉洁。你我实
干，格力就务实。你我专注，格
力的.标就不偏移。你我的梦
想，
就是格力的梦想。当每一个
格力人把青春和汗水播撒在格
力这片土壤8，我们相信，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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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梦想之花也一定开得灿烂。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I
曾说过这样一段话w
“你所站y
的地J，_是你的中国；你怎
样，中国便怎样；你是什么，中
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
不黑暗。有8候不需要太多勇
气，只需要一点良心的柔软，我
们希望中国如何，也在于拥有
这样的(我期许。”
想想，对于一个企业，不也
_是如此吗？我们希望格力拥
有怎样的现实或前景，不_是
}我们(己开始的吗？
所以，请深深记住，我们都
是格力的一,。你我怎样，
格力
就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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