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中

国商标品牌研究院发布了《2017沪深

上市公司商标品牌价值排行榜》（下

称“《排行榜》”）。凭借行业领先的品

牌收益和广受认可的品牌强度，格力

以 535.83亿元的商标品牌价值位列

《排行榜》总榜第 16 位，居家电行业

分榜首位。

格力原创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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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中国造”与港珠澳大桥
一同接受人民检阅

格力入围福布斯
全球最佳雇主榜百强

要 闻 速 递

10月 16日，在首届中国

创新方法大赛广东赛区珠海分赛暨

珠海市首届创新方法大赛的比赛现

场，凭借强大的创新能力，格力电器

及子公司参赛的 10项创新成果全部

获奖，并包揽了四项一等奖，成为此

次比赛的最大赢家。

据悉，中国创新方法大赛由中国

科协、科技部发起举办，目的在于充

分发挥创新方法在推动创新创业方

面的重要作用。大赛共设立企业创新

方法专项赛、大学生 TRIZ专项赛、工

业工程创新方法专项赛三个专项赛

事，并分为区域赛和总决赛 2个阶段。

格力获2017沪深上市公司
商标品牌价值排行榜家电业第一

中国创新方法大赛珠海赛区开赛
格力电器10项创新成果全部获奖

格力参与 ISO热泵国标制定
加快“中国标准走出去”步伐

近日，ISO制冷空调委员

会空调热泵测试评定分委会热泵标

准工作组（ISO TC86/SC6/WG12）在日

本召开工作组会议，格力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助理、副总工程师刘华作

为注册专家参与了其中三份标准的

制定，在国际标准会议上发出了“中

国声音”，进一步加快了“中国标准走

出去”的步伐。

业绩增长持续保持“高昂头”

格力单季度营收再破记录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是丰

收和喜悦的季节。这个十月，格力在自主

创新的道路上，也收获了累累硕果。但奋

斗的道路没有终点，所有收获既是里程

碑，也是格力的新起点。

10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格力

电器视察，考察企业加强自主核心技术

研发，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情况。他指出：

“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

富之源。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一个

关键，经济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

虚。中华民族奋斗的基点是自力更

生，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是

自主创新，所有企业都要朝这个方向努

力奋斗。”

10月 25日和 10 月 27 日晚，《新闻

联播》头条播出总书记视察格力情况。总

书记称赞格力：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自主创新决策部署方面，做到了真学、真

懂、真信、真用！

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表

示：“总书记来以后我们特别高兴，这是

精神的鼓励，中国的企业家一定要有一

种社会责任感。首先要克服畏难情绪，第

二要调整自己的思路，一定要更多地走

自主创新道路。”

格力电器总工程师助理胡余生表

示：“我们把压缩机的核心部件给总书记

看了，总书记看之后非常高兴！赞赏我们

自己做核心技术，并且坚定地勉励我们，

把这个核心技术一定要做到底、做好！”

总书记的到来，极大地鼓舞了格力

的 9万名员工。10月 26日，格力电器迅

速组织召开学习宣贯习总书记视察格力

电器重要讲话精神电视会议，共设 1个

主会场和 11个分会场。

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在宣

讲中指出，习总书记视察格力电器，给予

我们充分赞赏和肯定，同时也是更大的

激励和鞭策，让我们更加坚定不移走自

主创新之路。我们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

艰苦奋斗的作风，“即使站在山顶，头顶

还有星空”，创新没有止境，格力电器发

展的道路还很长。我们要以永不懈怠的

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努力

为实现“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贡献力量。

在交流发言中，大家带着感情、带着

责任、带着使命，做出郑重表态和坚定承

诺。总书记的亲切嘱托，将使他们加倍努

力、好好工作、奋发有为，为格力事业添

砖加瓦！以实际行动投身格力电器和中

国制造，努为成为新时代的开拓者和奋

斗者！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9万格力人，奋进新时代！

30日晚间，格力电器对外披

露 2018年第三季度报。报告显示，格力

电器 2018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1500.50 亿元，同比增长 33.94％，业绩

增长持续保持“高昂头”状态。其中，第三

季度的营业总收入以 580.45 亿元再破

其单季度营收额记录。

2018年前三个季度，格力电器收入

水平均保持较快增长，第一季度实现营

业总收入 400.25亿元，增长 33.26%；第

二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519.79亿元，增

长 30%；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580.45亿元，这是继格力电器 2018半年

报首次站上 500亿元关口之后，其单季

度报再取得破记录的亮眼成绩，业绩以

“高昂首”姿态保持持续增长。

在利润方面，格力电器继续保持了

其高增长趋势，2018 年前三季度利润总

额 251.63亿元，增幅 37.78％，净利润

211.18亿元，增幅 36.59％，盈利同步持

续增长。

第三季度横跨 2018 空调冷年的收

尾月和 2019空调冷年的开年月，格力高

速增长的业绩再一次显示了其在空调领

域无可撼动的地位，同时也为 2019冷年

的空调业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产业布局方面，格力继续以空调、

高端装备、生活品类、通信设备四大驱动

力并行向前，其全产业链布局越走越稳：

格力 2018 前三季度空调板块同比增长

34.44％，生活电器同比增长 82.72％，智

能装备同比增长 13.91％。

截止到 2018年 9月 30日，格力电

器累计申请专利 41456件，获得授权专

利 24491件。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6、2017连续两年

的中国发明专利排行榜中，格力的发明

申请量、发明授权量均进入全国前十，稳

居家电行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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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布斯》杂

志发布了 2018 年全球最佳雇

主榜单，格力电器入围全球百

强，排名第 88位，在进入榜单

的中国企业中位列第六。

据悉，此次评选覆盖了全

球 60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家

上市公司，分析了超过 43万份

全球推荐信息，最终入围全球

500 强的企业在企业形象、工

作条件和多元化等方面获得了

员工的高度认可。

据悉，这是格力电器第五

次入围福布斯全球最佳雇主榜

单。今年的榜单显示，格力电器

位列全球第 88名，较去年上升

165位，也表现出了其强大的人才

吸引力和较高的人才满意度。

在格力电器的四大核心领

域———空调、高端装备、生活家

电、通讯设备布局中，格力已转

型升级为一家集科技型、创新

型、多元化为一体的国际化工

业集团，拥有员工 9万多人，科

研人员 1.2万人，成为了制造

行业里的人才聚集地。

此外，格力的创新还体现

在生产、管理、销售等各个方

面，通过创新制度的推动，形成

了“全员创新”的企业文化。

作为一家经济实力雄厚的

企业，格力也格外关心员工的

经济能力。近年来，格力频频给

员工加薪、给安装工增加补贴

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今年以

来，格力还花费 20亿用以人才

公寓的建设，为员工子女解决

了上学难的问题，收获了大片

好评。用实力吸引人才，用创新

培养人才，用福利服务人才，也

是格力为众多企业做出的优良

表率。

位列中国第六

格力入围福布斯全球最佳雇主榜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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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

格力“中国造”与港珠澳大桥一同接受人民检阅

“银龙一跃腾空

起，自此三地无东西。”举世瞩

目的港珠澳大桥已于 10 月 23

日举行了通车仪式，这座连接

“香港、珠海、澳门”三地，历时

八年建设的世界最长的跨海大

桥正式投入使用。在万众期待

之中，与港珠澳大桥一同接受

国家与人民检验的还有由格力

电器提供的港珠澳大桥珠海口

岸项目的空调设备。

作为港珠澳大桥珠海侧的

桥头堡，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

是中国唯一同时连接香港、澳

门两大特别行政区的口岸，是

整个港珠澳大桥项目的重要枢

纽之一，港珠澳大桥珠海口

岸的正常运转关乎大桥的顺

利通行。

凭借自主研发的核心科

技、强劲的机组性能以及针对

性的细致服务，格力于 2016年

底中标了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

通风设备采购及相关服务项

目，随后又于 2017年初中标了

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智能化系

统工程机房专用空调设备工程

采购及相关服务，至此格力已

中标了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所

有空调暖通设备，成为港珠澳

大桥珠海口岸唯一空调暖通设

备供应品牌。

据悉，格力此次中标机型

含格力永磁同步变频离心式冷

水机组、格力 10KV高压离心式

冷水机组、格力螺杆式水冷冷

水机组、格力组合式空调柜、格

力 5S全直流变频多联机、格

力机房专用空调等多种中央

空调和机房精密空调，为港

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全线设备

“保驾护航”。

中标的格力 CVE系列永磁

同步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系格

力自主研发，机组采用高速电

机直驱叶轮结构，变频调节，双

级压缩，全部零件格力具有

100%的自主知识产权，其 COP

高达 7.03，超国际先进水平 5%

-12%，IPLV达 11.68，比国际领

先水平提升 14%以上，相比普通

离心式冷水机组，机组全年综

合效率提升 65%，节能 40%以

上，并在 2011年获“国际领先”

认定。同时中标的格力 CE系列

高效离心式冷水机组也早在

2008年就攻破了关键技术———

“小压比”高效离心压缩机，并

被鉴定为“国际领先”。

港珠澳大桥总长 55公里，

其主体工程由 6.7公里的海底

沉管隧道和长达 22.9 公里的

桥梁组成，海底隧道双向 6车

道，设计时速 100公里，设计使

用寿命 120年，可抗拒 8级地

震和 16级台风，并具备防撞、

防锚、防火、防水、防爆等功能。

港珠澳大桥的制造规格之高、

工程体量之巨大、建设条件之

复杂，相比以往世界同类工程

前所未有。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建设团队也曾前往海外“取

经”，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沉管

隧道技术也无法在此照搬套

用，因此港珠澳大桥建设可以

说“从零开始”、“从零跨越”，最

终凭借着自主攻关完成这个人

类建筑史上的奇迹。

除了采用自主创新的机型

服务中国造超级工程外，在项

目自主突破、攻坚克难上，格力

和港珠澳大桥也可谓一脉相

承。由于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

位于珠澳口岸人工岛，周围是

高盐雾的腐蚀环境，因此对中

央空调设备具有抗盐雾、抗腐

蚀的极高要求，针对该项目特

殊的环境和要求，格力实地勘

察，深入分析，特别定制了一系

列防腐工艺，空调机组采用防

腐设计，表冷器采用金色防腐

翅片设计，其余钣金件采用喷

防腐漆工艺。

针对项目实际需求，格力

还组建了项目小组攻关克难，

特别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位

定制了制冷量高达 1400 冷吨

的格力 CVE系列永磁同步变频

离心式冷水机组，该机组是格

力首台大冷量的 CVE系列永磁

同步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现

已顺利调试成功投入使用。

珠江水畔，伶仃洋上，港珠

澳大桥如今御海而建；凤凰山

下，金鸡路边，格力电器 27 年

前拔地而起。以振兴中国造为

出发点，以自主创新为驱动

器，以造福人民为目的地，

中国自主建设超级工程“遇上”

中国造“自主创新”标杆企业，

超越项目本身的意义“破土而

出”———中国造自主创新实力

不断增强，中国造强国梦实现

未来可期。

格力斩获国际质量
管理小组大会八项大奖

近日，第 43届国

际质量管理小组大会（ICQCC）

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会议中心

举行，格力电器在该会议上共

斩获八项质量大奖, 其中包括

了中国代表团中唯一的明星奖

和最佳项目奖。

国际质量管理小组大会

（ICQCC），被誉为“质量奥林匹

克”，格力能够在该会议获奖是

其贯彻精准高效质量管理模式

的体现，也是其响应国家“质量

第一”发展理念的体现。

据了解，今年的第 43届国

际质量管理小组大会（ICQCC）

共有来自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

的 475个 QC小组参会，参会代

表共有 2127人。格力电器作为

家电行业的参赛成员，此次斩

获了八项大奖。其中格力电器

总部猎鹰 QC小组荣获明星奖，

格力电器总部新异 QC 小组荣

获中国最佳项目奖。此外，格力

电 器 总 部 还 荣 获 三 个

2018ICQCC金奖，合肥格力荣获

一个 2018ICQCC金奖，格力电

器子公司珠海凌达荣获两个

2018ICQCC金奖。

值得一提的是，格力猎鹰

QC小组在本届会议上所荣获的

明星奖需由评委组从项目的选

择和分析、解决对策的执行实

施、项目取得成果的生产效力、

解决方案的可持续性、团队的

有效性等诸多角度打分评选，

在 475个参赛小组中获奖名额

不超过 10个。凭借项目在各方

面的优势，格力成为了中国代

表团中唯一一个获得该奖项的

企业，受到了全场的瞩目。

此外，在格力所获的奖项

中，最佳项目奖为本届会议新

增奖项，每个国家最多 1个，总

共不超过 13个。该奖项是在

每个国家得分前五名的代表

团入围后，评委组再根据项

目结果、影响力、创新力、生产

力提高水平等方面评价，最终

产生每个国家唯一的一个最佳

项目奖。格力新异 QC小组在中

国 69个参赛小组中脱颖而出，

斩获该奖。

树立绿色中国造新标杆

格力入选国家绿色设计产品名单
日前，工业和信息

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绿

色制造体系建设的通知》（工信

厅节函〔2018〕257 号），公布了

第三批绿色制造名单。格力电

器的房间空调、洗衣机、净水

机、电饭锅、吸油烟机、空气净

化器等 6 类产品新增 42 种型

号入选绿色设计产品名单。

据悉，“绿色设计产品”是

指符合绿色产品相关评价标

准，且核心指标处于领先水平

的产品。本次绿色设计产品的

房间空调器中，共有 6家企业

的 59种型号产品入围，格力电

器占 30种型号，是入围产品种

类最多的企业，格力再次成为

中国空调企业“绿色制造”的领

头羊。

在产品设计方面，格力绿

色设计产品均采用绿色高效零

部件，如 R410A双转子直流变

频压缩机、新型高效换热器、高

速永磁同步电机等，并在变频

关键控制技术、可再生能源利

用技术等核心技术方面取得重

大突破，掌握环保制冷剂、新型

绿色材料在制冷设备的应用技

术，冷媒方面由环保冷媒 R290、

R32 替代原 R22 冷媒，并获得

VDE 安全认证证书, 其臭氧层

破坏潜能值（ODP）为 0。

产品从制造角度上说，格

力空调采用 6S 标准化的清洁

生产制造体系，为有效保证空

调换热系统的洁净度，减少环

境污染，格力空调采用铜管无

屑加工工艺和塑料回料的再应

用，符合绿色设计产品要求，产

品的可再生利用率达到 94.1%，

远远超过国标 80%的标准。

针对产品的后续使用，格

力也充分遵循“绿色”原则，在

行业里率先将产品切换至一级

能效。以获奖空调产品为例，每

套空调每年可节约电量 241

度，以年销量 10万套计算，每

年可节约电能 2410万度，节约

9640 吨标煤量的使用，减少

2.4万吨 CO2的排放，和 723吨

SO2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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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原创压缩机开启热泵供暖新时代

10月 22日，一场

声势浩大的暖冬活动在全国 27

座城市同期举行，格力电器面

向全国发布了格力太阳式空

调，以原创的压缩机开启了热

泵供暖的新时代。

在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

冬季供暖是刚需，它覆盖地域

广，涉及人数多。传统供暖通常

采用燃煤集中供暖、地板辐射

供暖或燃气供暖的方式，但随

着国家对“煤改电”等政策的施

行以及人们对更高生活品质的

追求，传统供暖方式的弊端也

开始日渐突出。如何找到一种

清洁、高效、安全、便利的供暖

方式，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追问。

空气源热泵产品作为一种

清洁、高效、稳定的采暖设备已

成为供暖领域的新宠。热泵实

质上是一种热量提升装置，其

中的热能是从环境中提取的，

电能主要消耗在驱动压缩机的

过程中，因此，热泵技术的优势

十分突出。但传统空气源热泵

产品存在低温制热衰减、低温

制热能效差、低温制热可靠性

差等弊端，无法满足冬季低温

地区用户的供暖需求。格力太

阳式空调是一系列搭载了格力

自主研发压缩机的空调，通过

格力在压缩机技术上的突破，

有效解决了这些问题，开启了

清洁采暖的高效时代。

压缩机的工作原理就像火

箭推进器一样，级数越多，动力

越强。传统单级压缩机的压缩

能力有限，就像一级推行器对

火箭的助推力有限一样，而如

果火箭拥有了两级推行器，其

连续飞行能力和飞行速度都会

得到提升，压缩机也一样，在压

缩相同的冷媒时，双级压缩比

单级压缩更容易，从总的压缩

效果上讲，连续压缩两次也会

比压缩一次的能效更高。同时，

格力三缸双级变容压缩机在气

缸配置上采用了“2+1”的模式，

形成了三个气缸的串并联模

式，就像火箭采用了三级或多

级的推进器，其低压级吸气量

大幅增加，制热能力和压缩效

率也得到了跨越式提升，解决了

一般空调制热困难的三大问题。

因此，搭载了三缸双级变

容压缩技术的格力太阳式空调

可以实现 -35℃-54℃间的宽范

围稳定运行，即使室外是 -35℃

的低温，也能让室内温度达到

25℃。由于压缩机的动力强劲，

格力太阳式空调在制热时不用

电辅热，在解决空调低温制热

三大技术难题的同时，还能大

幅提升空调的能效。

据了解，格力自主研发的

该项压缩机技术已在 2016年 9

月被鉴定为“国际领先”，一举

攻破了空调低温制热的技术瓶颈。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由“又快又

好”转向“又好又快”的发展阶

段，环境保护成为经济发展的

重要前提。

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因此，助力生态文明

建设，描绘“美丽中国”画卷

离不开社会各个主体的参

与。格力太阳式空调在 27 座

城市同期发布，向全国展示了

空调的中国造“心脏”并以核心

技术为支撑，从消费市场中的

清洁供暖方向着手，为消费者

送去了健康、安全、高效的供暖

产品，助力打造品质生活，掀起

了一场“暖冬革命”，同时也为

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出了科技

智慧。

10 月 15 日，第

124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在广州琶洲国际会议展览中

心正式开幕。10月 16日上午，

格力电器在其展位举行了格力

新一代节能商用空调 GMV ECO

多联机新品推介会，吸引了众

多海内外参展者的目光。格力

新一代节能商用空调 GMV ECO

多联机为格力智睿 GMV 家庭中

央空调的“海外版”，搭载了格

力自主研发的变频变容技术，

可达到“用电省一半”的效

果，减少能源浪费，为全球节能

环保事业做出属于“中国造”的

贡献。

10 月 16 日，2018

格力 -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

巡回赛在广西北海鸣枪开赛，

18支全球顶级世巡赛车队首次

集结于此。

格力 -环广西公路自行车

世界巡回赛是经国际自行车联

盟授权，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大连万达集团共同主

办，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冠名赞助的世界顶级赛事，

是当前亚洲唯一、规格最高的

公路自行车赛事。作为世巡赛

的收官站，“世巡赛·环广西”已

在中国广西举办至第二届，格

力电器方面表示，将连续五年

冠名赞助该赛事，助力“健康

中国”计划并推广环保健康

理念。

2018格力 -环广西公路自

行车世界巡回赛将途经北海、

钦州、南宁、柳州、桂林五个城

市，包括常规赛和绕圈赛，赛程

911.4公里。比赛从 16日持续

到 21日，最后两天还将同时进

行女子赛。

赛场上的比拼精彩纷呈，

赛场外的活动也有诸多看点。

骑行比赛正式开始前，很多现

场观众在赛道旁的“瞬冻保鲜

实验室”进行了欢乐的互动，这

是由赛事赞助商格力电器搭建

的展台，它通过互动环节的设

置，向现场观众展示了晶弘冰

箱的保鲜“黑科技”。

在“瞬冻保鲜实验室”里，

格力打造了“极限冻龄影像

室”、“青春能量补给站”、“细胞

营养输送袋”三大沉浸式体验

项目，吸引了大批观众前来围

观、参与。通过参与拍摄照片、

制作冰沙、水球大战等丰富的

趣味性活动，观众们从视觉、味

觉和触觉的互动中体验了晶弘

冰箱“瞬冻技术”的超强保鲜能

力，对格力的健康产品有了更

多的认识。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民

生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全人

类共同努力的目标。骑行运动

代表着一种健康、低碳的生活

方式。本次格力赞助的“世巡

赛·环广西”，也开启了一次令

人期待的节能环保之旅，传播

了环保、健康的理念，在创造美

好生活的道路上留下了坚实的

脚印。

2018“世巡赛·环广西”北海鸣枪开赛

格力冠名领跑环保新征程

机器人乐团亮相“海丝论坛”

格力展示粤企“智造”力量
近日，格力凭借过

硬的产品质量，优质的技术和

完善的服务获得了世界上最大

单体炼油厂的认可，其超过

10000 套的制冷设备中标了非

洲尼日利亚 D 集团炼油厂项

目，以品质“中国造”，再次助力

非洲建设，造福非洲人民。

据了解，尼日利亚联邦共

和国处于西非东南部，是非洲

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世界第六

大石油出口国，也是石油输出

国组织 OPEC成员国之一，目前

探明的石油储量达到 370 亿

桶，是非洲第二大石油储量，但

是其 80％以上的石油产品需求

仍然是依靠进口满足。D集团炼

油厂项目位于尼日利亚拉各斯

州莱基自贸区，占地 2200 公

顷，是一个综合的炼油厂和石

化厂，该项目建设分为三个阶

段完成，建成后将是世界上最

大的单体炼油厂，计划 2022年

投产。D集团炼油厂项目投产

后，每天将生产 65万桶精炼石

油产品，有望结束尼日利亚进

口精炼石油产品的历史。

“中标该项目，是格力品牌

在非洲地区备受认可的又一次

‘爆发式’体现，背后的意义较

为深远，同时，这为缓解尼日利

亚进口精炼石油进口压力甚至

整个非洲经济发展和基础建设

都提供了动力。”格力该项目负

责人表示。

据了解，格力于 2015年正

式进入尼日利亚市场，凭借先

进的核心技术和专业的产品服

务，格力品牌一经入驻便迅速

获当地得了市场的青睐，其销

售额以平均每年 40%的速度增

长；记者进一步了解得知，自

2003年入驻非洲市场后，格力

凭借过硬的质量以及专业的空

调解决方案，还相继服务于非

洲当地机场、火车站、政府、学

校、商场等机构，频频中标当地

重大标杆项目。2018冷年，格力

以非洲团队为班底，组建了国

际工程项目服务中心，以推动

和服务该地区的重大工程项

目，积极响应“中国支持非洲国

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号召，

主动扛起了中国企业促进中非

友好的大旗。

格力非洲区域负责人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格力得以服

务非洲，表明非洲人民对‘中国

造’的认可。格力也一直致力于

用自主创新的核心科技，为非

洲创造更加智能、节能、舒适的

美好生活，让格力‘中国造’造

福非洲，让中非人民的友谊源

远流长。”

10月 25日，由广

东省贸促会主办的“2018 广东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

博览会”在东莞拉开帷幕。作为

粤企代表，格力电器展出了空

调、厨房电器、洗衣机、净水器

等各品类生活家电，将其创新

科技融入到了生活家电中，

向消费者展示了高品质的生

活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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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2日，格力

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以

“燃梦青春，多 young未来”为

主题，为新入职的 2018届员工

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演讲。演

讲中，董明珠通过一个个生动

的故事，回望了格力的发展历

程，她鼓励每一位新入职的大

学生在成长中要不断学习、勤

奋思考、坚守初心，希望大学生

们在格力的舞台上尽情挥洒青

春，实现自我价值。

“同学们好，员工们好，孩

子们好！”面对刚刚离开学校象

牙塔、迎来职场新角色的 2018

届毕业生们，董明珠充满温情

的问候里饱含希冀。现场，她讲

述了自己对于“成功”的看法：

“我们不能只想着为自身争取

多少利益，我们要去想能为社

会贡献多少价值”。

董明珠讲述了自己初入格

力时做销售员的经历。初入格

力时，她以吃苦的精神和钻研

市场的冲劲逐步打开了市场，

面对诱惑，她坚持了自己的选

择，也成就了现在的自己。

董明珠的分享获得了现场

新员工的阵阵掌声。她告诉新

员工们，“青年人在成长道路

上，要琢磨研究，而非依赖”。

重温格力管理制度的建设

历程，董明珠从质量控制、成本

管理、队伍建设和企业文化等

各个方面讲述了她对格力发展

的理解。她讲到，格力通过设立

筛选分厂，对所有外协外购零

部件进行“海关式”筛选检验，

全面提升了产品质量；为强化

成本控制，格力设立了成本管

理办公室、经济检查办公室，通

过聚焦于细节管理制度建设，

“从一张纸一滴水抓起”，向管

理要效率、要质量，逐步培养形

成了以“严、实、新”为核心的格

力质量文化。

“虽然我们没有穿军装，但

是依旧可以打胜仗”。董明珠不

断强调，格力坚持施行公开透

明的管理制度，以严明的纪律、

严谨的态度去研发生产产品，为

消费者着想，对消费者负责。

自主创新能力决定企业的

生命线，而人才又是创新的主

体。因此，格力坚持自主培养人

才，积极构建“全员培训”和“全

员创新”体系。董明珠坚信，中

国有巨大的人才库，关键在于

企业如何培养，格力已通过搭

建各类平台，培养了一大批核

心技术研发的中坚力量。

董明珠讲到，格力光伏空

调是目前空调领域最先进的产

品，但它的研发团队平均年龄

只有 28岁。“作为科研人员，不

能墨守成规，要把自己当作消

费者，不断思考用技术为人类

创造美好生活”。正是在这种管

理理念下，格力对员工的研发

投入不设上限，不断促进专利

转化，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最大

的支持和最优的研发环境。

通过建设格力学院、成立

院士工作站、开展“产学研”合

作、为一线员工提供“机械师成

长路线”等“育人工程”，格力自

主培养出了 12000多名科研人

员，将近 3万名一线生产工人

培养成为了技术工人，积极打

造人才新高地，为企业的长远

发展夯实了基础。

在这堂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的“入职课程”中，董明珠引人

入胜的演讲频频引发掌声雷

动，她以亲历所见、亲口讲述了

企业历史，寄语“格力未来”，把

舵格力前行方向。

董明珠寄语年轻人：
成长道路上要多琢磨，少依赖

厉兵秣马，奋战不休
———记两器管路分厂黄江

在这个金秋送爽、丹桂飘

香的季节里，公司一年一度的

技能竞赛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中，9月 30日，非专业机械人调

试技能竞赛在三车间拉开序幕。

在这场比赛中有一道身影

格外引人注目，他，便是黄江。

黄江，为人言语不多，性格

沉稳谦逊，善于钻研，凡是设备

问题他都爱刨根问底。

2018年，初出茅庐的黄江

来到了珠海格力电器，成为了

两器分厂二车间的长 U 操作

工。第一次面对工厂内大型自

动化设备，黄江感到十分新奇，

看到车间里维修师傅能够驾轻

就熟地操作和调试设备，年轻

的黄江内心充满好奇和仰慕，

当时他的心里就种下了一颗种

子，有朝一日也要像维修师傅

一样，精通设备自动化，凭一技

之长在分厂立足。

从那时起，有了目标的黄

江会主动在下班后留下来参与

配合设备调试工作，并向维修

师傅借阅专业书籍。班组的同

事惊奇地发现，黄江借来的一

些又厚又枯燥的设备资料，他

读起来竟然像看小说一样津津

有味。平日里寡言少语的他，在

维修师傅面前总有问不完的问

题。当他得知分厂要组织一次

非专业机械人调试技能竞赛

时，他第一个报了名。

他说：“有梦想就得往前

冲，这也是对自己平时工作学

习的一次检验。”面对众多竞争

对手，他调整好心态，聚精会

神，熟练地操作显示器上的每

个按键。每个步骤、每个动作、

每个细节都发挥淋漓尽致。最

终，黄江获得了本次比赛第二名。

无数个日夜的实操备战，

才有本次竞赛的精彩。在比赛

现场，机器人的生龙活虎形成

了一道靓丽的风景，更是展现

了参赛选手良好的精神风貌

和综合素质。希望更多像黄

江这样的有志青年能够凭借

精湛的技能让人生出彩！为分

厂的智能自动化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董明珠董事长与现场大学生亲切互动

送走了漫长而又酷热的夏，

终于盼来了清爽怡人的秋。一

年四季中能够在我心中停留的

恐怕只有秋天了，就像海明威

《老人与海》中的主人翁，在他心

里只有小木屋和大海。

秋天是如此的美妙，如此的

深邃，在四季变换中不能缺少的

唯有秋，就如余秋雨大师所说，

“没有一个像样的秋天，整个一

年都遗憾”。在秋天，能看到的

只是那种经历了夏花般绚烂后

的沉静，它收敛了春之媚、夏之

骄，更像一个成熟而完美的女

子，内敛的气质，使她不再需要

任何美丽色彩来点缀。

小时候的秋天是无忧无虑

的，因为那个时候亲人都在自己

的身边，大了才发现秋天里有太

多的惆怅和思念，因为这个时候

在异乡。好久都不知道家乡的

秋是什么味道了。知道的只有

家乡的秋天比这里来得更早一

些，更像样一些。秋天的空气，

比及春天要透明，比及夏天要清

爽。穿上一件单薄的外套足可

以避免酷暑残留下来的温热，抵

御随时来袭的寒冬的清冷。

看着一片还未黄透的叶子

飘落在我脚下，瞬时感觉孤单，

它好像还没来得及跟大树告别

就不得以匆匆离去. 大地霜降，

河水骤冷，已经是深秋了。这时

的风，柔和中略带些萧瑟。树叶

不再是夏天的那种嫩绿，“成熟

稳重”可以作为它们此时的修饰

词。在秋风中，它们还在摇曳着

与大树依惜作别。春雨绵绵，秋

雨瑟瑟。淅沥沥的秋雨，编织成

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

世界。

这个时候突然想起，屋前的

桔子应该熟了，曾经有幸在家尝

过，至今都记得那个味道 ---甘

甜可口，当然还记得和同学一起

分享那个还未熟的青桔，酸酸

的,涩涩的。现在、以后，恐怕都

没这个机会能赶得上家里水果

成熟的季节。以后面对的都是城

市里的钢筋混凝土、红灯和绿

酒,还有偶尔的几片绿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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