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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电器 20 个项目获批
珠海市 2013 年技术标准战略专项资金
本报讯 近日，珠海市质监局下达
《关于珠海市 2013 年度实施技术标准战
略专项资金拟资助项目公示的通知》。经
市质监局、市财政局、市科技工贸和信息
化局共同审核，对格力电器等全市 46 家
单位 117 个标准化项目予以奖励及公示。
其中，格力电器申报的 20 个标准项
目全部通过审批，申报金额达 117.7 万。
据悉，自 2007 年以来，格力电器已累
计获得技术标准战略专项资助资金 300
多万元，充分体现格力电器标准化工作的
高度发展。
（标管部 董海霞）

本报讯 近日，格力郑州生产基地再
次获得 3 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这是郑州
格力继 2012 年喜获 3 项实用新型专利授
权后，在专利开发申报上的又一佳绩。
据悉，郑州格力此次获得授权的 3 项
实用新型专利分别是
“工艺板”、
“一种工
艺板”
、
“空调室内机及具有该室内机的空
调器”
。
截止目前，郑州格力正式获得实用新
型专利授权已累计 9 项，另有 1 项专利正
在获取专利授权证书，
4 项专利申请已在
受理中，
还有 8 项专利已提交申请。
（郑州格力 周多多）

本报讯 10 月 15 日，第 114 届广
交会在广州琵洲会展中心开幕，国内主
流家电企业悉数亮相，纷纷推出绿色低
碳产品。格力电器参展负责人表示：
“格
力一直致力于节能环保产品的研发，此
次广交会，格力电器将有多款节能环保
的尖端产品亮相。”
在本届广交会上，格力电器强劲展
出“全能王”
系列空调、直流变频离心式
冷水机组、太阳能空调、房车空调、新能
源空调、
空气能热水器、空气净化器等全
系列产品，充分展示制冷行业领军者的
强大优势，
引领全球家电发展趋势。
格力电器推出 250 冷吨到 1500 冷
吨的直流变频离心机系列产品，取得重
大技术突破，
IPLV 提升至 11.68，改写大
型中央空调产品的节能标准。正是凭借

技术上的突飞猛涨，格力中央空调成功
征战海外市场，中标 2014 俄罗斯索契冬
奥会等重点项目。
专家表示，国际市场青睐中国家电
产品，主要得益于中国家电企业在核心
技术上取得的长足进展。
格力电器参展产品涵盖家用空调、
商用空调、新能源空调、空气能热水器等
领域，全部产品均应用了格力自主研发
的技术。有业内人士分析，格力电器出口
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自主研发
的核心技术增添了竞争实力，一是格力
自有品牌出口比例提升增强盈利能力。
格力电器海外市场负责人介绍，目
前自主品牌产品出口比例已占格力整体
出口的 30%，覆盖 100 多个国家，
“我们
在沙特销售的 20 万套空调均是格力品

牌；
在马尔代夫格力建有专卖店，自有品
牌销售占 75%；在俄罗斯、意大利、保加
利亚等一些东欧国家，格力也有很明显
的品牌优势”
。
格力电器在出口上并不追求短期利
益，而是以技术研发投入和优异的产品
质量来驱动，这些先决因素让格力在多
年 OEM 出口中积累下良好口碑。而当格
力推自有品牌时，海外渠道商基于对格
力产品的信任则愿意去推广。格力海外
市场负责人表示，格力最终的目的是要
实现百分之百的自有品牌出口。
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对于发展
中国家，赢得市场的根本立足点仍然是
依靠自主品牌、
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这
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格力电器深信这
一点，
也正一步一步地稳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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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决定高度，
竞赛彰显水平
格力电器 2013 年度叉车司机技能竞赛圆满落幕
本报讯 9 月 27 号，格力
电器 2013 年“技行 天下 ”叉 车
驾驶技能比赛隆重召开，来自
总部各单 位及凌达压缩机、凯
邦电机、中山小家电、大金机电
等子公司，共 14 家单位近 70
名选手参加了此次比赛，其规
模创历年之最。
竞赛 分两个项 目开 展，分
别是驾驶柴油叉车进行的 《计
时搬运托盘》 项目和驾驶电瓶
车进行的《巧绕障碍》项目，通
过计时和罚时两种方式进行比
赛成绩的记录，最终以时间消
耗为参照开展评比，用时少者
成绩靠前。公司副总裁陈伟才、
珠海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科长梁广兴和珠海市质安技术
培训学校校长周红军作为嘉宾
在旁观战。
在开幕式上，周红军校长
对格力电器叉车司机的技能水
平表示肯定，并强调叉车司机
在工业生产中具有不可取代的

作用。公司副总裁陈伟才对技
能型人才寄予厚望，并宣布大
赛开幕。
大赛共分 为四 个环节，第
一环节为叉车技能花样表演，
来自机动车队的张郎、家经部

成品库的鞠批修和空七分厂的
女子选手李炎伶分别进行了叉
车挂啤酒瓶、开啤酒瓶盖和叠
杯塔三个表演项目。三个项目
的精彩表演吸引了全场选手和
观众的眼光，陈总也被惊险的

表演所吸引，不禁
起 身 并拿 起 手 机
拍照记录。
第二个环节
为正式比赛，所有
选 手 根据 抽 签 顺
序参加比赛，两个
项目同时开展，交
叉进行。通过近 6
个小时的比拼，最
终 来 自机 动 车 队
的 赵 富庆 凭 借 高
超 的 技能 和 稳 定
的 发 挥， 以 6 分
21 秒 50 的 总 成
绩， 超越 第 二 名
33 秒，以绝对优
势 夺 得本 届 叉 车
技能比赛的冠军。
第三环节为“叉车王”擂台
争霸赛，本届叉车技能竞赛冠
军赵富庆挑战上一届冠军张
郎，紧张的氛围再次降临，双方
均拿出了高度的精力全部投入

终极 PK。第一个项目竞争期间
双方各自出现的一次失误，使
得比赛结果更加扑朔迷离。第
二个项目上张郎超稳定发挥，
以 2 分 41 秒的成 绩创 造赛 事
纪录，而赵富庆则因一次操作
失误，最终总成绩不敌对手。大
赛结束，张郎卫冕冠军，获得格
力电器“叉车王”
奖杯。
最后为颁奖环节。通过一
天的角逐，各奖项得主均已诞
生，其中第一名为赵福庆；第二
名为刘锦宙、张定二；第三名为
张元、
朱家坤和张剑。
此次叉车技能大赛已经圆
满落幕，但是选手们的梦想才
刚刚起航，尤其是格力电器女
子司机队伍的高超技能正在逐
渐涌现。后续，
机动车队将继续
加大各岗位员工队伍的技能训
练和提升，在不断为公司输入
技能型人才的同时，力求争取
更多的荣誉和更高的水平。
（机动车队 谢燕明）

爱在重阳节
格力青年志愿者协会探访南屏敬老院
文 / 空七分厂 于芳

重阳节又称老人节，这一
天也是我的生日，相对往年来
说，今年的生日过得最有意义。
这天格力青年志愿者协会
发起了探访南屏敬老院老人的
活动，作为会员的我，当然是义
不容辞的报名了。
下午 2 点，志愿者们提着
牛奶、水果等礼物来到了南屏
敬老院。到了大厅，院长告诉我
们，有的老人还在午睡。我们不
好打扰，便静静的去完成洗水
果、分礼物、擦窗户、拖地等工
作。随处可见的笑脸和红色的
衣服，给寂静的敬老院增添了
一道道靓丽的风景。
卫生打扫完，老人们也陆
续起床了，于是我们将分好的
牛奶、水果等送到老人们的卧
室，好让他们当下午茶享用。
刚休息好的老人们，见到
志愿者过来送吃的，很是高兴，
精神也抖擞起来。有的志愿者
便坐下来跟老人聊天，或者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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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老人去院子里散步。
送餐盘回厨房时，我看到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爷爷和蹲
在他面前的红色背影正聊得津
津有味。走过去一看，
原来是物
流的帅小伙王川。我笑着和他
们打招呼，王川因长时间蹲着
腿脚发麻，便干脆坐在地上和
老爷爷继续聊。敬老院里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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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广东人，老人家听不懂粤语，
平时很少跟别的老人聊天。这
次终于遇到一个讲普通话的
人，便兴奋的说了很多话,从敬
老院的伙食，讲到住宿环境，从
孝心的话题讲到了岳飞……
时间飞快，一眨眼就到了
我们集合的时间。
回来后，有同事说，跟他聊
天的爷爷年轻时在工厂做工把
眼睛弄伤了，来敬老院的前几
年他还可以出去走走，去年开
始由于眼睛越发不好使，敬老
院就不让他出去了，整天就只
能呆在院子里。于是志愿者们
纷纷提出建议，有的说希望制
定一个计划，在后续的活动中
尝试带老人出来走走；有的说，
青协们可自行与老人 保持联
系，不定时去探望老人。大家七
嘴八舌的发表看法，为的是让
爱心传递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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