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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家格力“制冷科技体验馆”落户长沙，四款新品亮相

制冷科技，
你想现场体验吗
普通空调换成节能空调，
一年可以节约多少电费？空气能热水器为什
么比传统电热水器要省电75%？真正无氟的R290环保空调，
到底能为降低
温室效应作出多大贡献？要想知道制冷科普知识对节能减排的贡献有多大，
现在就可以到全国首家格力
“制冷科技体验馆”
参观了解。
本报记者胡颖异 李伟 长沙报道
5 月 11 日上午，耗资超千万、面积达
1200 平米的全国首家格力“制冷科技体验
馆”落户长沙，这是格力电器首次对外公开
其全产业链技术密码，也是格力承担的国
家节能环保制冷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
次对外展示全球先进的制冷科研成果。
低调现身的格力掌门人董明珠对本报
表示，格力将迅速在全国推广制冷科技体
验馆模式，开启全新的体验式营销革命。

湖南最新科普基地
位于万家丽中路芙蓉区政府旁的格力
制冷科技体验馆，冰川融化的外墙设计，以
及太空舱式的橱窗，都仿佛要将人带入制
冷科技的梦幻世界。
恒温的展馆内，
格力所研发的顶尖技术
成果让人耳目一新：
国际领先的全球首台高
效直流变频离心机、
全球首台真正的环保空
调、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 1 赫兹变频技术、
改写百年空调历史的双级变频压缩技术
……每一项核心专利技术，都见证一个从
“中国制造”
向
“中国创造”
崛起的密码。
讲解员介绍说：
体验馆内四款国际领先
的制冷产品是首次在湖南亮相——全能王
系列 i 尊空调、
全能王舒尊空气能热水器、
全
能一体机和全球首台高效直流变频离心
机。湖南省科技厅副厅长贺修铭在致辞中
表示，
“格力全球顶级制冷科技馆的建立，
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企业科普的最佳蓝本。
”
格力集团董事长、格力电器董事长兼
总裁董明珠表示，希望这一体验馆成为湖
南儿童和青少年的最新科普基地。
“我们的
愿望是让更多人来了解科技对中国发展的

[相关新闻]

重要性，教育下一代要坚定追求‘中国梦
’。
‘ 中国梦’不是追求个人财富的多少，而
是追求如何对人类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
11 日，湖南大学、中南大学、长沙理工
大学已确定该体验馆为学生见习基地，这
将是湖南最大的暖通教育基地。

苹果式体验营销馆
“专卖渠道模式是未来发展方向，体验
馆则是这一模式的创新和挑战。”格力电器
湖南公司总经理姜北表示。据悉，目前格
力全国专卖店已超过 15000 家，贡献了全年
60%以上的销售额。
体验馆前台显眼的苹果一体式电脑，
是这里唯一的非格力品牌产品，其信号不
言而喻，要像苹果一样开用户体验馆。
“随
着家用空调产品的专业化发展，特别是家
用中央空调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必须提供
更专业化的体验式营销。”格力湖南公司市
场部经理易宏军表示。
根据董明珠的规划，
未来格力将在全国
各个省会级城市建立如此一千平米级别的体
验馆，而在地市级市场，体验馆全部规划在
500-600平米左右。负责营销的格力湖南公
司副总经理张平透露，
今年湖南格力规划开
出 18 家体验馆，
覆盖全省各个市州。
“衡阳和
娄底的体验馆将很快开张。
”
张平透露。
与上述举措相比，格力在电商领域的
布局上并未随大流，甚至可以说是保守。
董明珠解释，电商好比天空，专卖店则是陆
地。
“ 天空和陆地是并存的，我们下一步会
考虑电子商务。”对于空调这一必需售后安
装服务的产品如何网络营销，董明珠的原
则是要以消费者认可的最好方式进行，同
时要保证品质和服务。

格力电器有望在湘建生产基地

来自格力电器内部的可靠消息显示，
格力电器有望在我省建立生产基地。据
悉，格力电器目前在宁乡经开区已建立一
个废旧家电回收再制造基地，该项目占地
100 亩，总投资 2 亿元，年处理废旧家电 120
万台，可实现产值 9 亿元，已竣工投产。
根据投资规划，格力电器第二期将建

设占地 150 亩，总投资 2.5 亿元的格力电器
区域销售中心，涵盖格力电器在湖南及周
边省份的仓储、物流、销售及售后服务，预
计在 2013 年上半年建成投入运营。而根据
投资意向，第三期将建设格力家电生产项
目，据称这将是格力电器在全球的第十个
生产基地。

2236家工业制造湘企
超三成
“订单饥荒”
本报记者王城长 长沙报道
今年 5 月 15 日，欧盟将对中国陶瓷进
口关税作最后的投票表决，最终通过的话
有效期要长达 5 年。湖南泰鑫瓷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泰鑫瓷业”
）已经感受到
了欧盟“反倾销”给其行业带来的寒流。
欧盟占了其出口市场的半壁江山。
4 月 2 日下午，位于醴陵的泰鑫瓷业
车间正在赶意大利瓷杯订单，而整体来自
欧盟的订单已减少。
“ 最可惜的是我们德
国的一家大客商，反倾销后再也没有下订
单了。
”泰鑫瓷业副总经理刘婷很是惋惜。
“经营状况整体欠佳 企业预期仍然
趋紧。”这是湖南省统计局针对湖南本土
2236 家工业制造企业调查后的结果，订单
一项，35.2%的企业选择了“产品需求减
少，
订单不足”。

35.2%企业订单不足，
中型企业居多

11日，
“制冷科技体验馆”
冰川融化的外墙设计，
将人带入制冷科技的梦幻世界。组图/记者蒋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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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明珠：
已有接班人选

深色豹纹休闲服，红色“豆豆鞋”，干练
的标志短发，不施粉黛……当年近六旬的
董明珠出现在本报记者面前时，难以让人
把她与空调女王、格力铁娘子、中国阿信这
样的头衔联系在一起。
在参观过程中，她的铁娘子风范展现
无遗。在一处零配件展示台前，她停下来
对身边的人说，这个展示方式比总部的陈
列好，回去立即通知照湖南的方式改。在
净水器展台前，她快速地关掉讲解员打开
的水龙头，告诉大家“不要浪费水”。她还
随手揭开水龙头边上的塑料垫子，用手擦
了擦有印记的台面，问是怎么回事。当身
边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样的印记很难擦洗干
净，
她立即建议改用不锈钢材料。
种种细节，完全印证了董明珠对自己、
对员工要求近乎“苛刻”的坊间传言。
“是
的，我从不允许自己犯错。”董明珠对记者
的求证直言不讳。
“ 一个决定上的失误，对
企业来说，
就可能酿成无法补救的后果。
”
家电业对这位
“嫁”
给格力的单身母亲充
满敬畏。董明珠曾明确表示希望自己能超过
她的前任、
也是其
“绝配”
朱江洪。过去22年，
朱董两人默契配合，
成就了一家
“优秀的上市
公司”。她说她最看重的员工品质是“忠
诚”，这也是她挑选接班人的第一标准。她
说现在已有接班人人选，
但不方便透露。
其实，这位以铁血无私著称的中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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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
界传奇女性，并非缺乏柔情。参观过程中，
不断有仰慕者上前拍照、索取签名，尽管周
围有各级政府领导、高校院长需要陪同，但
董明珠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
“别人对我的
尊重，我应该要回报。”签完最后一本《行棋
无悔》，董明珠回头微笑着告诉记者，
“因为
是我的产品给他们带来亲身感受，他们把
对产品的尊重转化到我身上，我成了格力
产品的代言人。”
当记者问到格力电器是否考虑大力进
军美国市场时，董明珠的回答出人意料。
她说，
“ 我们不会刻意进入美国市场，而是
希望首先受到他们的尊重，他们首先了解
认可我的产品，
希望我进入他们的市场。
”
这一董明珠式的回答，女王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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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2 月 16 日，欧委会宣布对中国
出口至欧的陶瓷餐具及厨房用具发起反
倾销调查。湖南 85 家瓷企涉案，醴陵企
业居多。泰鑫瓷业出口部经理肖艳听到
这个消息时，很惶恐，欧盟占了其公司出
口市场的半壁江山。而她最为关心的反
倾销税率，欧盟将于 5 月 15 日进行投票表
决。不过，这股冲击波已影响泰鑫瓷业，
该公司德国的一家大客商，已停止下单。
同样，湖南港鹏实业有限公司去年 10
月订单总额比同期下降了四成左右。
近期，湖南省统计局开展了《一季度
工业企业生产经营及景气状况专项调查》
（以下简称《调查》
）显示，
“订单饥荒”已经
在湖南工业制造业有所体现——一季度，
2236 家被调查的企业中，35.2%的选择了
“产品需求减少，订单不足”
。
被调查的企业整体订货指数为
45.5%——数据越接近100%，
说明订货情况
越好。只有 9.3%的企业反映订货量较上季
度有所“增长”；18.2%的企业订货量“下

降”
。数据显示，
这些订货量下降的企业中，
66.8%为中型企业，
22.6%为小型企业，
大型
企业只占10.6%。
值得注意的是，依赖国外市场的出口
企业，订单更不乐观。
1032 家有产品出口的企业中，仅 4.6%
的企业接到的产品出口订货量“增长”，比
上年同期低 7.1 个百分点；8.5%的企业出
口订单“下降”，仪器仪表制造业，铁路、船
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纺
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
品和制鞋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五个行业
产品出口订货量下降尤为明显。

23.6%的企业
计划二季度减少固定资产投资
随订单饥荒而来的是，产能过剩和库
存
“压顶”。
《调查》结果显示，一季度，被调查的
企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为 73.7%，创下 2011
年以来新低。其中，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印刷和
记录媒介复制业，产能利用率排在末 3
位，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其他制造业和医
药制造业等产能利用率排在前 3 位。
去库存化或成为当下不少工业企业
的第一要务。
《调查》显示，一季度湖南被
调查企业产成品库存指数为 51.2%。越接
近 100%，
表明库存越紧张。
烟草制品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化学
纤维制造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印刷
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等 5 个行业占比高达
100%。另外，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家具制
造业、
汽车制造业以及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
造业和食品制造业等行业占比也比较高。
由于经济回暖之势尚不明显，多数企
业对前景表示担忧。2236 家被调查企业
中，23.6%的企业计划二季度固定资产投
资比一季度减少，仅有 3.6%的企业计划增
加。这也是自 2012 年以来，该项指数首
次下降到个位数。

[相关工业指数]
用 工 指 数 —— 调 查 显 示 ，一 季 度 ，
18.1%的企业“用工短缺”。用工缺口较大
的行业有：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
鞋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纺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纺织服
装、服饰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和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等 9 个行业。
资金指数——一季度，只有 14.9%的
规模工业企业无融资需求，有 4.7%的企业
认为融资容易。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
金属矿采选业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等 17

24 小时热线：96360

零售价：
0.50 元

个行业流动资金紧张企业占比，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
景气指数——一季度，被调查企业
中，34.6%的企业认为综合经营状况良好；
54.4%的企业认为综合经营状况一般；11%
的企业认为综合经营状况不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