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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
事长、总裁董明珠建议

本报讯 日前，一条由万达集团董

事长王健林和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共

同出演的广告刚一亮相央视，就引起热

议。广告主推产品正是格力中央空调新

品———光伏直驱变频离心机，其最大特

点是将大型中央空调机组与“取之不竭”

的太阳能结合，实现“中央空调不用电

费”的承诺。

据消息透露，王健林此次出镜，完全

出于鼎力支持格力，未收取任何费用。

2013年底，在“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颁奖典礼上，董明珠与雷军的“10亿赌

约”引发了人们对两种商业模式的思考。

作为颁奖嘉宾，马云在现场选择了支持

董明珠，王健林选择了雷军。但时间刚刚

过去 3个月，王健林却在格力的广告中

与董明珠共同出演，此举无疑暗示了王

健林对于格力的看好与支持。

一个是地产业翘楚，一个是空调业

霸主，万达和格力，在各自领域均取得旁

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原本花开两朵，如今

共结一枝，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含的意

图？这则广告为两者在商业上的联盟与

合作增加了可猜想的无限空间。

猜想一：万达、格力强强联合？

万达、格力将在产业结构、商业模

式、资本运作等方面实现强强联手？

万达旗下四大产业，分别为商业地

产、高级酒店、文化旅游、连锁百货。格力

主业专一，除了空调还是空调。从表面

看，两家企业合作的基础无非是：万达采

购格力的空调，装备到自己开发的地产、

酒店、商店、影院里。这很好理解，万达要

降低成本，格力的太阳能空调能够帮其

实现节能降耗的目标。两者一拍即合。

如果往深处想，万达牵手格力的背

后恐怕还有更大一盘棋。

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各项改革

措施矛头所向：振兴实业。那么，一向在

资本市场中长袖善舞的万达，是不是看

中了格力在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意欲

与之合作布局制造业？

又或者，董明珠在格力跻身千亿企

业俱乐部后，意欲借助万达的资本实力

为格力再上一层楼添砖加瓦？

猜想二：为“实业兴国”而联手？

过去一年，互联网思维颠覆了很多

行业。但互联网思维不是万能钥匙，不可

能包治百病。

王健林曾在接受访问时表示：万达

内部一直提倡“老实做人，精明做事”。这

一点上，格力的态度是同样鲜明。近年

来，市场竞争的不断激烈，不少家电企业

纷纷试水其他领域，希望借助“多元化”

弥补短期利润下滑。然而格力却从未随

波逐流，坚持在研发领域的庞大投入，以

中国商界稀缺的“实干精神”坚守信念。

多年来，万达始终专注房地产领域。

王健林认为：要把万达做成“百年企业”，

不能选择短视行为。董明珠的观点与其

再次不谋而合。“格力制定了‘百年老店’

的目标，并为之脚踏实地的积累着。“百

年老店不是昙花一现的成功，需要很强

的技术沉淀。”她曾这样表示。

董明珠能让很多被互联网大潮冲晕

了头脑的人清醒过来，自然也能让王健

林相信：电子商务只是一种手段，做好内

容才能走得更远。

猜想三：英雄间彼此认同？

董明珠的个人魅力让王健林产生

“英雄相惜”之感，进而充任格力的“形象

大使”？

原广州市公安局人事处处长陈伟才

在仕途前景一片大好的情况下，被董明

珠折服，甘愿辞官入格力。

王健林看到格力电器蒸蒸日上的业

绩和前景，加上在某些场合与董明珠几

番接触下来，会不会产生为格力做点事

的念头不得而知，但他肯定是对格力有

积极的预期，才会出现在格力的广告中。

其实，回顾过去十年，已有越来越多

企业家成为广告片主角。这往往是一场

双赢模式：一方面企业家做代言人，是其

自身成长的需要，借助广告传播个人的

价值理念；另一方面也体现代言者对品

牌的信任和支持，激发更多合作可能。

此次，王健林选择与董明珠共谱“棋

局”，不得不说，在诸多企业家代言中，这

是双方实力均很强大的一次联手，势必

吸引更多眼球。未来二者如何完成全局，

我们仍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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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磁悬浮变频中央空调在格力问世
磁悬浮空调技术不再依赖进口

“强强联手”将谱写怎样的棋局？
董明珠、王健林“联袂出镜”格力全新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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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电器自主研发的“磁悬浮变频离心式制冷压缩机及冷水机组”在鉴定会现场被认定为“国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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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电器闪耀
家博会

两会特讯

尽快建立家电产品安全使用年限
强制性标准；
强化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修改《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情
形；
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工作

北京格力一经销商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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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司法解释将出售购买信用卡
行为纳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完善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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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合2

本报讯 3月 7日，经专家

组鉴定，由格力电器自主研发

的“磁悬浮变频离心式制冷压

缩机及冷水机组”再获“国际领

先”认定。这是在离心式冷水机

组项目上，继温湿度独立控制

高效离心机组、永磁同步变频

离心机组、光伏直驱变频离心

机组之后，格力电器获得的又

一项“国际领先”科技成果。

据介绍，磁悬浮变频离心

式冷水机组的核心是磁悬浮离

心压缩机，它克服了传统机械

轴承式离心机能效受限、噪音

大、启动电流大、维护费用高等

一系列弊端，是一种更为节能、

高效的中央空调产品。由于磁

悬浮空调技术的核心一直以来

被国外企业所垄断，因而磁悬

浮变频离心机组的技术更新和

市场化发展步伐都相对缓慢。

早在 2010 年 3月，格力电

器就组建项目组，经过 4年的

潜心研究，终于攻克关键技术，

推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磁悬

浮变频离心机产品，填补国内

自主开发磁悬浮离心压缩技术

的空白。

与此同时，格力电器通过

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一举研

发成功使用单台压缩机制冷量

达 1000 冷吨（3516kW）的磁悬

浮变频离心机组，解决了一直

以来困扰磁悬浮离心机发展的

技术瓶颈。

据了解，目前我国大型公

共建筑中空调主机能耗占空调

系统的总能耗的 25%-40%，空调

能耗在建筑能耗中占比达 50%。

根据预测，至 2020 年我国还要

建设大约 100 亿平方米的公共

建筑。假定平均每年建设 6亿

-7亿平方米，其中 20%采用磁

悬浮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那

么与现在的建筑能耗相比，每

年可节省的电能总计为 18 亿

度，综合经济效益可节约资金

16亿元，新增产值 83亿元。

本报讯 今年 3 月，格力

酝酿已久的生活家电战略正式

启动，早已注册多年的“TOSOT”

（大松）品牌全系列生活家电正

式上市并在央视亮相。

TOSOT 品牌全系生活家电

不仅包括电风扇、电暖器、净水

机、空气净化器、加湿器、除湿

机、干衣机等健康环境电器，还

有电饭煲、电压力锅、电磁炉等

厨房电器。TOSOT新品无论在设

计理念还是在品牌定位均与以

往的“格力牌小家电”有着较大

的差异，是“两个时代的产品”。

业界专家分析称，TOSOT产

品与以往的格力小家电相比，

明显富有时尚感和科技感，产

品覆盖多个消费层，产品的工

艺和品质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TOSOT 品牌的入市酝酿已

久，直到 2013 年 4 月，格力电

器才在珠海投资 3000 万元成

立“珠海大松生活电器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开始运作

TOSOT品牌生活家电业务。

在谈及为何迟迟没有启用

TOSOT品牌的问题时，董明珠曾

反复强调“要等到整个产品线

符合格力电器的品质要求。”

业界专家表示，将生活家

电业务赋予全新的品牌，是格

力电器将全力推动生活家电业

务发展的信号。

TOSOT入市：
格力生活家电战略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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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磁悬浮变频中央空调在格力问世

本报讯 2014年，智能家

居成为发展热潮。格力电器副

总裁、总工程师黄辉 3月 7日

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与其他企业不同，环境管理和

能源管理才是格力电器智能家

居的发展方向。

“格力电器的智能家居以

能源管理和环境管理为中心。”

黄辉表示，因为空调是耗能的

产品，必须考虑使用过程如何

节能，不只是简单使用物联网

技术。同时，要考虑怎么给用户

好的环境，如何帮用户进行环

境监控。

黄辉透露，格力电器将发

展“家庭式能源中心”。他预测，

随着太阳能技术发展，玻璃、贴

膜也可能变成太阳能电池。

作为全球最大的家用空调

生产商，格力电器不断创新节

能技术，智能化方面却声音较

小。黄辉澄清说，格力电器十几

年前已有智能化的空调，当然

那时的技术没那么好。现在，格

力电器对大型中央空调可以远

程诊断，很多带智能功能的产

品已在市场上销售。

当天，格力电器研发出的

国内第一台磁悬浮离心式制冷

压缩机及冷水机组被专家组现

场鉴定为“国际领先”水平。黄

辉透露，格力电器今后还将在

热泵等方向寻求技术突破，并

将磁悬浮、热泵、光伏等技术相

结合，以提升中央空调的能效

水平。

格力电器近年发展相关多

元化产品，推出“TOSOT”（大松）

品牌全系列生活家电。相关多

元化会否有利于其智能家居业

务的发展呢？黄辉说，有促进作

用。“智能家居不只涉及格力的

产品，希望与其他产品之间，在

一个平台上都能联起来。”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有删节）

格力副总裁黄辉谈智能家居：

以能源和环境管理为中心

格力电器副总裁、总工程师黄辉在磁悬浮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现场鉴定会上发言。

【相关链接】

TOSOT，世界的选择。

TOSOT是格力电器全新打造的全球化高端时尚生活电器品牌。

TOSOT 意指“Technology 科技”、“Original 原创”、“Style 风

格”、“"Outstanding卓越”、“Trust信任”，代表对一种品牌态度

和一种理念价值的向往，致力于让独特的品位成为生活必不可少

的源质，让卓越的科技成为品质生活的必备元素，让全球用户共

同分享时尚科技带来的愉悦体验。

一、尽快建立家电产品安全使
用年限强制性标准

我国家用电器强制性报废

标准和相关立法滞后，市场上

存在大量老龄化、超期服役的

家用电器，存在巨大的安全隐

患，建议尽快建立家用电器安

全使用年限强制性国家标准：

1、关于家电使用年限方面的标

准要以强制性标准或法律法规

的形式出台，提高执行效果；

2、明确每类家电产品，特别是

能较长时间使用的家电产品的

安全使用年限；

3、厂家要在产品上明显的位

置，告知消费者安全使用年限

的具体截止时间；

4、消费者需要在安全使用年限

到期后主动报废或更换老产

品，未按时间要求处理而发生

事故的，不应由厂家承担责任；

5、建立废旧家电回收体系，规

范废旧家电交易，严禁超期服

役的废旧家电进入二手市场和

农村市场。

二、强化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专利法》、《商标法》等法

律法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非常

明确，但在执行过程中却面临

专利案件审理期限过长、确定

专利权人损害赔偿额的证据难

以收集、专利侵权案件执行力

度不够、专利权刑法保护的门

槛很高的困境，因此建议：

1、重视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

设，简化程序；

2、对于赔偿金额的认定，应该

赋予法院的取证责任和能力；

3、强化侵权人的刑事责任。

三、修改《工伤保险条例》工伤
认定情形

《工伤保险条例》的颁行，

对及时救治和补偿受伤劳动

者、保障工伤劳动者合法权益、

分散用人单位工伤风险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条例中明确

规定七种可以认定为工伤以及

三种视同工伤的情形，其中有

两条规定存在不尽合理的地

方，修改建议如下：

1、增加可视同工伤情形：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上，突发疾病超过 48 小时，但

一直处于医院连续抢救过程至

死亡、突发疾病超过 48 小时但

确认是因工作强度超常或连续

工作时间超长为直接原因导致

突发疾病致死亡、突发疾病导

致伤害较大致残等三种情形可

视同工伤；

2、将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

主要责任的其他意外事故伤害

的，也纳入认定为工伤的范围。

四、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
缴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等

法律、条例初步形成残疾人就

业权利的法律保障体系，但法

规的确立和执行上还存在一些

不足，建议：

1、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兼顾

企业性质、人员规模、行业特点

等因素，防止征缴政策一刀切；

2、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确定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征缴标准；

3、国家机关及社会团体、事业

单位应率先垂范，严格落实按

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规定；

4、实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管理

使用信息公开，阳光操作，并加

强监督；

5、完善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

扩大用人单位选择范围。

两会特讯

一、通过司法解释将出售购买
信用卡行为纳入妨害信用卡管
理罪

随着信用卡的普及，与信

用卡相关的犯罪活动日益增

多。买卖信用卡行为妨害对信

用卡管理，极易滋生诈骗、洗

钱、贿赂、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

行为。为遏制高发的电信诈骗

等犯罪行为，有必要将出售、购

买信用卡，数量较大的，纳入刑

法调整范畴。

在刑法未作修改的情况

下，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通过司法解释将出

售、购买信用卡行为纳入视为

出售、购买伪造信用卡行为，按

照刑法第 177 条之一第 1款第

4项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处罚。

二、完善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

为解决目前我国公务员薪

酬标准制定存在主观性、随意

性，薪酬标准调整存在滞后性，

薪酬信息不够公开透明，薪酬

分配平均主义倾向突出等问

题，建议完善我国公务员薪酬

制度：

1、加快建立和完善公务员薪酬

制度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

2、设立公务员薪酬专门调查机

构，并实行定期调查机制；

3、按照社会平衡、责权利统一

等原则，以职务、责任、绩效等

为依据科学制定公务员薪酬。

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副总裁

陈伟才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
总裁董明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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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安装于澳

门会展中心（Macau Conven-

tion Centre）的格力中央空调

顺利通过业主和相关机构的验

收，正式启用。

澳门会展中心面积约 2500

平米，毗邻澳门国际机场。由于

该中心经常举办各种国际会议

和大型展销会，对于空调的质

量和各项性能要求非常高。

据悉，澳门市场大型中央

空调基本被以特灵、开利、约

克、麦克维尔为代表的“四大家

族”所掌控，轻商则是大金为代

表的日系品牌占据主流。该业

主在澳门的诸多物业都是用的

“四大家族”的产品，此项目最

初也只考虑使用外资品牌。澳

门格力通过多种途径多方周

旋，充分的展示格力空调的技

术实力和质量优势，最终顺利

从“四大家族”手中夺取该项

目，使格力中央空调最终在该

会展中心绽放。（出口部聂中明）

格力电器闪耀家博会

http://www.gree.com.cn 2014年 4月 5日 市场动态 3

本报讯 日前，重庆格力

电器和重庆青基会共同发起了

“格力净水机，点滴关爱行”助

学公益活动，将格力商用净水

机和一些生活必需品带到了永

川区双石镇石梁河小学和梁平

县格力电器希望小学。

活动当天，由重庆青基会、

重庆各大媒体代表、重庆格力

经销商与员工代表 80 多人组

成的爱心志愿团，分成两路前

往永川和梁平为两所学校装上

了格力净水机。重庆格力相关

负责人表示，3月 22日是“世界

水日”，对于孩子们来说，干净

健康的饮水更是关乎到他们的

健康成长。通过此次活动，希望

解决学校水质过硬、容易患结

石等“矿物质”病问题。据悉，从

2008年起，重庆格力就展开了

10 年 1000 万的希望小学捐助

计划。本项基金是重庆格力与

重庆格力经销商以“每卖一台

空调捐一块钱”的形式构思的

专项助学基金，截至目前已经

陆续在重庆各贫困地区捐赠了

7所格力希望小学（含在建）。

格力助学公益活动走进永川梁平

澳门会展中心正式启用

本报讯 3月 12日，格力

电器在俄罗斯 Climate World

展召开新品发布会，来自俄罗

斯全国各地一百多位经销商参

与了此次峰会。

格力电器海外销售公司副

总经理陈致安在讲话中提到，

今 年 不 仅 是 格 力 代 理

Euroclimat公司成立 20周年，

也是 Euroclimat 与格力合作

的第 12个年头。相信双方未来

的合作将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发布会还邀请了俄罗斯暖

通 行 业 权 威 人 士 Mr.

Litvinchuk出席，就关于俄罗

斯进出口大环境做了重要的报

告。格力强大的综合实力和注重

科技创新的技术理念，格力品牌

近年来的强势发展给双方合作

带来了足够的信心。

作为发布会主题，格力新产

品全能王和光伏离心机压轴本

次发布会。通过 PPT与视频展

示，传达格力追求完美极致技

术、工艺设计的理念和“将不遗

余力挑战自我，不断创造‘让生

活更美好’的产品”的愿景。同

时，与会客户还表示对展示出的

GMV5、Versati等商用产品印象

深刻。 （出口部吕冬梅）

俄罗斯 CLIMATE WORLD展会

格力新品强势发布
本报讯 3月 18 日，中国

家电博览会(Appliance World

Expo，简称 AWE)在上海新国际

博览中心隆重开幕。本届展会

秉承“关爱环境 享受生活”的

主题，向消费市场展现最具时

尚感、科技含量最高的家电消

费潮流。

格力电器今年延续了其创

新、节能、环保的发展理念，展

出多款绿色智能产品，让人们

在惊艳科技改变生活的同时，

深刻领悟保护环境、关爱地球

的社会责任。

继去年格力全能王空调在

家博会上引起节能风暴后，今

年格力携带全面升级的“全能

王”空调，以更加出色的节能效

果和智能操控，再次成为家博

会上的明星产品。

全新升级的“全能王”空调

内置 WIFI智能模块，用户手机

只要下载格力专用的 APP，就可

以随意操控空调，实现智能手

机和空调的跨界整合，随时随

地感受科技带来的便利。

同时，3月份刚登陆央视及

各大卫视黄金时段的“不用插

电的电风扇”、“苹果电饭煲”、

“专为中国水质原创开发的净

水机”等 TOSOT 生活电器也悉

数亮相，成为本届家博会的一

道靓丽风景。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格力

电器旗下的生活电器品牌，

TOSOT 产品也将纳入格力的智

能手机无线控制平台。

“现在，消费者只需下载一

个 APP，就能在办公室远程遥控

家中的格力空调。未来，消费者

通过这一智能平台，还可以轻

松掌控餐厅的晶弘冰箱、厨房

的 TOSOT 电饭 煲 和 房间 的

TOSOT空气净化器。”格力电器

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本届 AWE 展示面

积达到 6万平方米，参展企业

突破 500家。参展品类包括传

统白电、消费电子、厨卫电器、

太阳能、小家电、商用电器、家

电零配件及配套服务、家电回

收处理等，是历年来参展企业

最多、参展品类最丰富的一届。

绿色 +智能

格力中央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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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电器“三八”妇女节女职工才艺展

本报讯 为弘扬企业文化、

展现员工精神、风貌丰富员工

业余文化生活、塑造员工凝聚

力和向心力，为员工提供才艺、

技能展示的平台，3月 11日，芜

湖格力电器总经办组织召开了

芜湖格力大社团组织创建动员

暨授聘会议，芜湖格力各单位

部门领导及综合科负责人出席

并参加。

会议围绕 2013 年芜湖格

力社团活动问题总结、2014 年

大社团工作的改进、社团组织

成员受聘仪式三个方面展开。

2013年，芜湖格力公司级

活动组织开展 20余次，活动类

型涉及文化体育、员工才艺展

示等各个方面，然而在活动开

展过程中遇到了有方案无实

施、有活动无参与、有组织无成

效等问题。

为建立和完善芜湖格力文

化体育活动机制，真正将活动

开展深入基层员工，特成立“芜

湖格力大社团”组织，统一管理

开展活动的计划、内容、费用

等，提高活动组织开展的参与

度和影响力。力求让活动更深

入员工、让员工更喜欢活动。为

确保社团活动组织开展的正常

进行，设立组织成员绩效考评

制度，从活动开展的次数、活动

开展的效果、员工满意程度等

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评。

进入 2014 年，芜湖格力大

社团还将从体育、文学、艺术、

音乐、技能等各方面继续开展

员工文体活动，加强标杆员工

人物的塑造，开展契合公司核

心工作的相关活动。

另外，2014 度大社团将继

续开展“员工家属走进格力”、

“慰问演出”等员工关怀、走基

层活动。

渊芜湖格力 沈天保）

董君者，字明珠，江南金陵人氏也。其魄大、其功伟、

其志洁、其行廉，世人皆奇之，冠以贸之女皇。至宰辅而

布衣，咸服其功；至庙堂而江湖，咸赞其能。间有不明内

里之乡民，以天女而冠君，君听之笑而不纳。

初从他业，慕岭南格力名而趋之。君性坚毅，待人以

善，遂以淮地而付之。时淮人常以赊名行窃事，有司视之

以平常，致淮地糜烂如斯。君布衣入淮，淮人多轻之。察

淮事，以为平账断无可能，遂定计追讨前货。货至，言老

死不相往来，淮商惭。君以淮地商贾良莠不齐，逐一查

之，择其善者而往来。君感前规之陋，更以先款后货，众

商感其德允之。数年，淮事平矣。时格力八分天下，而淮

地独占其一。辛未年春，君以淮地之功而左迁江宁府。

越明年，诸同僚谋他号厚币而纷辞，格力是以犯险

地。君受命于危难之间，返岭南总号以掌事。君尝观他

号，事少而人冗，终日以美酒美食充事，糜烂军费，深恨

之。施以精兵之政，廿三人掌举国分号事，以差旅之省而

肥相与也。君又念相与苦，以淡季返利、年终返利两策谢

之。相与观之损亿兆以相肥，惊而继之喜，俱感其恩，皆

出死力以酬之。由是凡两年，格力越众侪而问鼎，霸业终

成矣。

君以不世出之才行商事，建不世之功，期间凡历业

务、经理、部长、总裁诸职。前年，先掌事者朱公江洪致

仕，君以深孚众望之德才功接事。执事未及两年，贸易额

竟逾千亿。世皆大哗，独君不以为意。另谋大计，年增两

成而五年倍之。有岭南操番邦奇技淫巧者雷公，大言炎

炎，曰五年必逾格力，约之以 10亿。君坦然受之，尝谓众

人云，吾败绩鲜矣。君之伟绩，大抵如此。

百战之余，君常以文字自娱。其作棋行天下、行棋无

悔，阅者甚众，为货殖者必览。概世人视之以砥柱，皆言

格力事多赖君，期其秘籍也。君亦喜传道授业，多奔走于

京师大学堂、清华学堂众一书院，尝言一人得道，余不虚

此行也，以是桃李如云。

是年春，君赴京以商国事，作文以记之。

董君明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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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庆祝 2014 年

“三八”国际妇女节，丰富女职

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格力电器

工会于“三八”节期间举办了庆

“三八”女职工才艺展活动。

本次活动共收集 102份作

品，所有作品创意新颖，独具魅

力，充分挖掘了民族、民间文化

精髓，特别是广大女职工对美

好中国梦的憧憬追求。

组委会于 3 月 15 日邀请

书法协会各资深顾问及代表进

行评选，最终共评选出 30名优

秀作者的 41幅优秀作品，作品

包括书画、摄影、剪纸、刺绣、编

织、环保手工艺品等富有特色

的作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民

俗文化，体现出我司女职工的

心灵手巧，展现出女职工的创

造之美、表现之美、和谐之美。

渊工会 李丽萍冤

本报讯 2月 28日下午 4

点半，格力电器三月文学社发

出一封内部邮件，引起广大格

力人的高度关注。

邮件主题为《寻找 A型血

的爱心天使》，系三月文学社转

发格力闫姓同事发出的求助邮

件。闫同事的亲戚是一名年仅

15岁的女孩，患有地中海贫血，

准备到广州进行骨髓移植手

术，需患者自行寻找血源。闫同

事尝试在公司内部发起求助。

据邮件介绍，闫同事的亲

戚在骨髓移植手术中需要用到

A型血者捐献的血小板，需要寻

找 15-20 位自愿献出爱心的 A

型血天使们前往广州献血。

三月文学社转发邮件并号

召“小伙伴们扩散这个消息”，

短短不到 30分钟，就收到许多

来自格力人的爱心邮件。尽管

手术时间还未确定可能需要在

工作日请假前往广州，依旧有

不少 A型血的同事表示愿意献

血，还有不少同事积极献策，提

供便行方案。

闫同事表示，热心同事纷

纷伸出援助之手的行动让他深

受感动，邮件的爱心传递更让

他感受到格力人的脉脉温情。

邮件传爱心 格力涌温情
寻找A型血的爱心天使

作者系北京格力经销商

① 十字绣《锦绣河山》
空七分厂王家英

淤

盂

于

舆

榆 虞 愚

② 针织摆件系列
客服中心高梓萍

③ 十字绣《马到成功》
成品库谢伟华

④ 创意面点《玫瑰馒头》
客服中心钟绮婷

⑤ 卷纸画《金童玉女》
工艺部杨柳

⑥ 环保婚纱《天鹅之恋》

客服中心薛淑馨

⑦ 纸花《玫瑰的芬芳》
控制器分厂马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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