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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后历经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后，，今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珠海珠海
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又交出了一张颇为亮眼的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又交出了一张颇为亮眼的
成绩单成绩单：：实现营业收入实现营业收入 972972..9797 亿元亿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66..9595%%；；净利润净利润137137..5050亿元亿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77..3737%%。。

““数字不能代表企业的全部数字不能代表企业的全部””。。珠海格力电器珠海格力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似乎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似乎对““首度跻身首度跻身《《财财
富富》》世界世界500500强排行榜强排行榜，，位列第位列第414414位位””的成绩不太的成绩不太
在意在意。。对她来说对她来说，，另一组成绩的意义更大另一组成绩的意义更大。。去年以去年以
来来，，在在““新国门新国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主航站楼中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主航站楼中，，在在
首都新地标首都新地标““中国尊中国尊””内内，，在飞架伶仃洋的港珠澳大在飞架伶仃洋的港珠澳大
桥畔桥畔，，格力凭借过硬的品质屡获垂青格力凭借过硬的品质屡获垂青，，成为成为““世界超世界超
级工程级工程””空调暖通设备供应的首选品牌空调暖通设备供应的首选品牌。。

为何选择格力为何选择格力？？这些世界超级工程的客户给这些世界超级工程的客户给
出了几乎一致的答案出了几乎一致的答案：：不仅仅因为格力连续不仅仅因为格力连续1515年年
蝉联家用空调产销量全球第一蝉联家用空调产销量全球第一，，更因为格力勇于挑更因为格力勇于挑
战战、、敢于突破敢于突破、、坚持创新坚持创新、、恪守品质恪守品质，，与超级工程的与超级工程的
理念理念““不谋而合不谋而合””，，希望与它携手希望与它携手““共攀高峰共攀高峰””。。

核心技术：

从“跟随”到“引领”

我国中央空调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中央
空调相关核心技术长期被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
垄断。在国内中央空调市场上，国外品牌以技术
成熟、产品性能突出风光一时，不少国家级工程也
曾长期将欧美品牌作为首选。直至以格力电器为
代表的国内空调企业开始在中央空调领域不断探
索，奋起直追，才最终完成了从“跟随”到“引领”的
跨越。

本世纪初，格力电器开始在中央空调领域发
力，并通过自主研发成功于 2002 年推出 GMV 数
码多联空调系列及直流变频多联式空调机组，一
举打破日系品牌对多联机市场的垄断，实现了中
国品牌“零的突破”。此后，格力电器继续深耕中
央空调领域核心技术。2005年，格力自主研发和
制造的大型离心式水冷机组正式面向市场，标志
着我国民族工业正式拥有了离心式冷水机组的自
主知识产权，外资品牌在离心机领域内的技术垄断
就此终结。

对自主研发核心技术的不懈坚持，让格力奋起
直追，大大缩小了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为日后
超越外资品牌埋下了伏笔。

2015年，人民大会堂中央空调招标结果公布，
格力永磁同步变频离心机组凭借强大的综合性能，
尤其是突出的节能水平，在一众中外品牌中脱颖而
出，成功中标。格力电器技术研发人员告诉记者，
格力永磁同步变频离心机最大的优势是“稳定”和

“节能”，综合能效比（IPLV）高达 11.68，被专家组
鉴定为“国际领先”，可保证机组长期服务国宾级会
议场所，是展示国家形象的“最优选择”。此后，格
力永磁同步变频离心机更是频频在“世界级超级工
程”暖通设备项目中中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格力电器加快自主创新步
伐，提出‘研发经费不设上限、按需投入’。仅2018
年，格力研发投入金额就达 72.68 亿元，同比增长
26.04%。目前，格力拥有1.4万名研发人员，已建成
15个研究院，拥有94个研究所、929个实验室、2个
院士工作站，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
心、机器人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各1个。强大的研发
支持为格力在中央空调领域接连创造‘国际领先’

‘国际首创’的纪录奠定了良好基础。”格力电器研
发人员表示。

在大型中央空调设备发展史上，磁悬浮压缩机
技术因需要集成多项核心技术，一直是业界公认
的难题。从全球范围来看，丹麦公司丹佛斯是全
球首家掌握磁悬浮技术的企业，我国大多数空调
厂商至今仍只能通过购买外资品牌的磁悬浮压缩
机完成磁悬浮离心机的组装生产。格力于 2014
年成功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磁悬浮变频
离心式制冷压缩机及水冷机组，填补了国内空白，

且机组单机冷量达到 1000 冷吨，为全球最大，增
强了我国中央空调设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019 年，格力电器再次打破自己创下的纪录，将
世界磁悬浮离心机的单机冷量纪录提高至 1300
冷吨。

从“追赶”到“超越”殊为不易，从“0”到“1”的原
始创新更显珍贵。2013 年，格力成功下线全球首
台光伏直驱变频离心机，将空调用电和光伏发电结
合起来，实现空调运行“零电费”，真正实现了“中国
创造”。如今，格力光伏空调正在服务全球24个国
家和地区。

董明珠一直坚信，谁掌握了核心科技，谁就掌
握了发展的主动权。截至目前，格力已经掌握了
24项国际领先技术，其中17项与中央空调有关，展
示出“中国造”的强大实力和创造力。

“双智”驱动：

引领行业变革

当今时代正面临多重产业重构与行业变革。
董明珠认为，不断进行生产方式、产品技术等领域
的智能化创新，战略性地发展智能装备和智能家居
两大领域，是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比如在智能家居领域，舒适、健康、绿色的生
活方式是当下用户的新需求。我们不断创新，创造
出不惧低温的‘太阳式空调’、冷暖风分送的‘恒温
空调’，并且以空调为入口，打造出‘零碳健康家’智
能家居系统，为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好
产品。”董明珠说。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如今的“云”技术
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这不仅改变了产品本身，还
为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注入了新动能。2013 年，格
力进军智能装备领域，逐步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精密模具等装备，并在
其工厂的自动化、信息化改造中提升了生产效率，
实现了降本增效。董明珠透露，目前格力正在积极
开拓“工业互联”智能制造模式，通过建设“黑灯工
厂”“柔性生产线”，助力制造业从价值链中低端迈
向中高端。

在格力电器模具工厂展区，包括防爆球技术、
切削刀具制造技术、电机模具技术、数控机床技术

等在内的多层次、多梯度、多元化的高精尖技术储
备展示令不少专业参观者大开眼界。“在技术研发
上，格力通过搭建平台、提供资源，为员工提供创
新的‘充分条件’，营造全公司的创新氛围。”董明
珠说。

据统计，截至2019年9月20日，格力电器累计
申请专利 57205 项，其中发明专利 27381 项。在

“2018 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 10 企业（不
含港澳台）”榜单上，格力电器位居第6位。在全球
企业排名中，格力电器智能家居专利数量位居第2
位。随着技术实力的提升、业务板块的延展以及格
力“双智”战略布局的推进，格力自身的定位也实现
了由“国际化家电集团”到“全产业链家电集团”再
到“多元化、科技型的全球工业集团”的升级。

“刀刃向内”：

严格质量管理

近年来，随着消费升级趋势日趋明显，空调行
业也迎来新一轮快速发展期。为了抓住这一轮上
涨周期的红利，一些企业选择追求速度，重营销、轻
产品。此时，格力仍然坚持“质量为先”，不断强化
对产品质量的严格管控。

格力对质量管理的追求由来已久。1995 年，
格力电器就成立了国内第一家筛选分厂，对空调零
部件进行“海关式”检测，不合格不允许上生产线。
此后，格力不断结合生产、研发实际精进质量管理
模式，创造了T9全面质量管控体系、“CTFP质量
创新驱动环”“质量预防五步法”等一系列质量管理
方法与体系。

“完美质量管理模式”贯穿于格力电器的研发
设计、供应链管理、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多个环
节。凭借此，格力在受到市场认可的同时，也接连
收获了中国质量奖、全国质量奖等殊荣。

董明珠认为，质量管理直接关乎消费者体验，
这是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能有丝毫松懈。
企业必须要有“刀刃向内”的质量管理精神才能赢
得市场尊重。唯有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造”才能
有“出海”的底气。

“格力将一直沿着这个方向，不忘初心，努力
打造优质可靠的民族品牌。从珠海市属国有企业
到全国知名家电企业，再到跻身《财富》‘世界500
强’，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造’品牌，对于质量的
坚守，是格力品牌历经风雨不会改变的底色。”董
明珠说。

格力电器格力电器：：

与与““超级工程超级工程””共攀高峰共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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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今年以来，，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在高端市场拓展和科技攻关领域进展司在高端市场拓展和科技攻关领域进展
突出突出，，并首次上榜并首次上榜《《财富财富》》““世界世界 500500 强强””。。
展望未来展望未来，，格力将如何更好应对行业形势格力将如何更好应对行业形势
的变化的变化？？如何深入推动如何深入推动““双智双智””（（智能家居智能家居
和智能装备和智能装备））战略战略？？日前日前，，本报记者采访本报记者采访
了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了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
明珠明珠。。

记者记者：：有一种声音是有一种声音是白色家电行业正白色家电行业正
在逐步告别高增长阶段在逐步告别高增长阶段，，尤其是企业的营尤其是企业的营
收和净利润已经呈现出放缓趋势收和净利润已经呈现出放缓趋势。。格力认格力认
同这一判断吗同这一判断吗？？

董明珠董明珠：：我不完全认同我不完全认同““告别高增长告别高增长””
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因为随着技术升级因为随着技术升级，，电器消费电器消费
产品会越来越多产品会越来越多，，市场需求也会不断被创市场需求也会不断被创
造出来造出来。。增长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坚持增长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坚持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否给消费者带来生活品质的是否给消费者带来生活品质的
提高提高。。

举两个例子吧举两个例子吧。。其一是电饭煲其一是电饭煲。。过过
去去，，我们经常到日本买电饭煲我们经常到日本买电饭煲，，现在不仅不现在不仅不
用去日本买用去日本买，，反过来很多日本人用我们的反过来很多日本人用我们的
电饭煲电饭煲；；其二是油烟机其二是油烟机。。我原来用的也是我原来用的也是
进口油烟机进口油烟机，，但只要做煎炸类食物但只要做煎炸类食物，，就必须就必须
打开厨房窗户打开厨房窗户、、关上厨房和客厅的门关上厨房和客厅的门，，否则否则
客厅里的油烟味会让人无法忍受客厅里的油烟味会让人无法忍受。。现在现在，，
我们做的油烟机不仅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做的油烟机不仅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而
且可以做到内腔且可以做到内腔66年免清洗年免清洗，，大大提升了大大提升了
我们的生活品质我们的生活品质。。这两个例子证明这两个例子证明，，市场市场
是永远存在的是永远存在的，，重要的是企业能通过市场重要的是企业能通过市场
为消费者提供怎样的产品和服务为消费者提供怎样的产品和服务。。

仅就空调产品来看仅就空调产品来看，，十几年前的空调十几年前的空调
产品在节能性产品在节能性、、舒适感等方舒适感等方面完全不能和面完全不能和
今天的空调相比今天的空调相比。。尤其是尤其是如今的格力空如今的格力空
调已经真正做到了无声调已经真正做到了无声。。同时同时，，由于我们由于我们
通过技术创新改变了空调结构通过技术创新改变了空调结构，，能够做到能够做到
在改变温度的同时不对人直吹在改变温度的同时不对人直吹，，让消费者让消费者
在使用时既得到在使用时既得到““风的帮助风的帮助””，，又避免了又避免了

““风的伤害风的伤害””。。此外此外，，我们也希望国家能够我们也希望国家能够
从使用成本从使用成本、、安全性等角度出台电器使用安全性等角度出台电器使用
年限等相关规定年限等相关规定，，在保护消费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者权益的同
时时，，为企业带来增长空间为企业带来增长空间。。

关于企业营收和净利润放缓问题，我
的理解是，企业规模和体量扩大后，计算增长率的基数变大了，因此
不能简单地以增长率等数据来看企业的发展。消费者与企业乃至社
会之间的关系，更多要看“幸福感”。如果没有给消费者带来幸福感，
增长的价值也就不大了。

记者：新形势下，如何看待自主创新的意义？
董明珠：制造业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之路。一家真正伟

大的企业一定是创造者、引领者，要有能力引领一个行业的发展。
过去我们经受住了很多外部诱惑，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和

自主培养人才之路。当时就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比如“国际化时
代格力闭门造车”等。我一直认为，合作是要有的，但是怎么合作
很重要。如果只是拿别人的东西，那不是合作，而是依赖。真正的
合作是我们拿出像样的技术和产品，去和别人合作，与别人一起
发展。

记者：格力为何提出“双智”战略？将如何推动这一战略？
董明珠：制造业是一个一个螺钉“打”出来的。格力电器从单一

的电器消费品开始，发展到冰箱、洗衣机等生活电器全覆盖，符合我
们当下互联网时代的新思维，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也倒逼格
力的产品变得更加智能化、舒适化。

比如，当年加工空调需要某个零部件，必须达到一根头发丝
几十分之一的精度，这对数控机床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
国内没有达到格力要求的设备，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进
口。2013 年，我们决定不再依赖他人，自己去做智能装备，为全
球服务。

有人说格力现金流很充裕，不能直接买技术、买设备，甚至花一
两百亿元去收购企业吗？可以。但买来的企业，人才团队在哪里？
我们希望能够打造一支创新队伍，培养出一支具有很强自主研发能
力的人才队伍，这才是企业对国家的贡献和价值所在。

6年来，格力从智能装备上的“一无所有”发展到拥有百余种规
格的装备产品。这些产品不仅用于我们自己的生产线，也可以为全
世界提供服务。

“双智”的核心是消费智能化、工业生产智能化。格力推动“双
智”战略，最大的收获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研发团队，做到了工业机
器人自主研发、关键核心零部件伺服电机及驱动器自主研发。

记者：格力研发投入多，也申请了大量专利，如何更好使用和保护
这些专利？

董明珠：申请专利是企业对自主研发成果的一种呵护。同时，格
力的专利正在输出给全世界的企业，这体现了企业价值。

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已经大幅提升，不过还有继续加强
的空间。目前，企业之间恶意侵权、恶意挖人的现象不少，阻碍了真
正想走自主创新道路的企业发展。我们认为，对专利和企业人才环
境的保护，应当通过立法加强，也应当通过企业自我约束和社会约束
相结合来实现。

记者：格力正在推动以“董明珠的店”为代表的分销商城发展模
式，如何看待这一营销模式？

董明珠：我为什么为格力代言？因为我是格力法定代表人。我
可以站出来说，格力要有质量问题，你可以找我。这是一种自信。“董
明珠的店”是给消费者的承诺，我也倡议9万名格力员工每人都开一
家自己的微店，希望通过员工与消费者的直接接触，让消费者快速了
解并真正享受到好产品，也希望这几万家格力专卖店、微店与企业的
产品、服务能够真正形成一个良性运转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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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格力电器模格力电器模

具工厂具工厂。。

图图②② 格力工业机格力工业机

器人器人SCARA-SCARA-401401。。

图图③③ 格力电器空格力电器空

四分厂技术人员在检查四分厂技术人员在检查

产线运行数据产线运行数据。。

图图④④ 格力自动化格力自动化

包装线包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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