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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首届格力专卖店专题研讨会掠影
盛
况
空
前
来自全

国 2500 多

家格力专卖

店的代表齐

聚珠海，使

首届格力专

卖店研讨会

的规模庞

大，盛况空

前，引人瞩

目。

喜出望外
来自全国各地 25家格力专卖店，获得了“格力专卖店开拓贡献

奖”称号。从朱江洪董事长、董明珠总裁手中接过获奖证书和奖金，他

们喜悦万分。

精彩不断
晚宴上，由格力电器员工自编

自演的节目精彩不断，各销售公司

也不甘示弱，公司老总亲自上阵，

专卖店负责人踊跃登台。

会上，朱

江洪董事长、

董明珠总裁

成为“明星”，

格力专卖店

的老板 们则

成为“追星一

族”，他们争

相与“明星”

合影并索取

签名留念。

意
犹
未
尽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

参观了家用空调产能已

经突破 1500 万台套、中

央空调年产值达 50 亿元

的格力空 调生产基 地和

技术、品质、管理都 得到

极大提升的格力 小家电

生产基地，并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厦门销售公司员工

格力电器展厅 研发中心、实验室 分厂企业文化长廊

“格力专卖店，服务你我家”，厦门销售公司的节目，表达了所有格力专卖店的心声。

电饭煲生产线 电风扇生产线 小家电零部件生产车间

四川销售公司傅必立董事长独唱

格力电器员工合唱电视剧《行棋无悔》主题曲

山东格力专卖店代表登台献艺

上图：晚宴结束后，朱

江洪董事长、董明珠总

裁与参加表演的员工

们合影

左图：气氛热烈 的晚宴

现场

追
星
一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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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1日上午，2006年首届格力专卖店专

题研讨会在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隆重召

开。来自全国各地2500多名格力专卖店负责人

齐聚珠海，共商进一步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优质

专业的服务及格力专卖店的发展大计。

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和总裁董明珠分别

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董明珠总裁在讲话中深

入分析了当前空调市场，并就格力电器的发展

现状、注重带动经销商的共同发展、如何做好格

力专卖店等进行了阐述。朱江洪董事长则针对

格力专卖店的现状、专卖店生存的必然性、专卖

店的管理以及专卖店的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刻的

论述。（详见朱董事长讲话摘要及董总讲话摘
要）

通过此次会议, 尤其是聆听了朱江洪董事

长和董明珠总裁的讲话，全国各地格力专卖店

负责人认清了形势、统一了思想，他们对格力电

器的前景和格力专卖店的未来满怀信心，并纷

纷表示将按照格力电器的统一部署，不断做大

做强格力专卖店，为消费者提供更为完善、快

捷、周到而专业的服务，使之成为格力电器紧密

沟通、联系及专业服务广大消费者的畅通渠道。

2006年首届格力专卖店专题研讨会的胜利

召开，充分表明了格力专卖店已经取得了重大

的成功，也显示了格力电器对继续做大做强格

力专卖店的信心和决心。

朱江洪董事长讲话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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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力专卖店的现状
截止目前袁 全国共有格力专卖店

2500多家袁2005年其销售额占格力电
器全年销售额的半壁江山遥 她们以灵
活的经营 尧专一的业务 尧富有特色的
个性袁占据着有利的市场地位 袁活跃
在城市 尧乡村尧社区的大街小巷 袁野星
星之火 冶现已有 野燎原 冶之势袁逐渐形
成了一个以城市为重心 尧以地县为基
础尧 以乡镇为依托的三级营销网络 遥
这是其一遥

其二是专卖店发展势头越来越

好遥 广大专卖店经销 商通过亲身体
会袁 感受到格力品牌有着强大优势袁
在广大消费者中有着良好的口碑袁体
会到选择格力是明智之举袁选择格力
就是选择成功遥
其三是专卖店的发展方向已经越

来越明了袁信心越来越大 遥 专卖店不
仅有良好的生存条件袁而且发展的空
间也非常大遥 只要认真做好工作袁加
强管理袁前途不可限量遥
二、格力专卖店能够生存发展的

原因
渊一冤空调是一种半成品袁它需要

专业的安装才能最终使用遥 专卖店这
种渠道最适合于空调产品遥

渊二冤格力专卖店能够满足专卖店
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院 知名度高袁有
品牌优势曰在消费者中口碑 好曰市场
占有率高袁销量大曰有统一的管理等
等遥

渊三冤渠道的多样性袁为格力专卖
店的生存和发展留下了非常广阔 的

空间遥

渊四冤格力专卖店有独特的优势院
灵活性好 袁应变能力强曰服务好袁跟进
快袁效率高曰专业性强曰没有区域限制袁
遍地开花曰 在工程机和商用空调上优
势明显等遥

三、加强专卖店管理，开创专卖
店新局面

渊一冤为了更好在消费者中树立专
卖店的良好形象袁 提高专卖店的可信
度袁增强专卖店的实力袁专卖店必须要
加强三性即连锁性尧 统一性和关联性
的建设遥

渊二冤 打造优秀的格力专卖店文
化袁 以优秀的文化带动专卖店事业的
发展: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尧行之有效
的尧适应市场发展的规章制度袁要做到
自信尧自强尧自律 ;要做好五个模范的
作用院第一袁要做稳定价格的模范曰第
二袁要做售后服务的模范曰第三袁要做
遵守销售公司所制定的规章制度的模

范曰第四袁要做诚信经营的模范曰第五袁
要做宣传格力品牌的模范遥

渊三冤 做好格力品牌与消费者之间
亲密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要关心
消费者袁想他们所想袁急他们所急袁建
立起密切的联系和亲情关系遥

董明珠总裁讲话摘要

一、关于当前空调市场的分析
空调行业是一个竞争非常

激烈的行业袁 不仅仅是价格竞
争尧服务竞争袁同时还有企业实
力的竞争遥 空调行业的前景无
限袁市场的容量还很大遥

很多专营店毅然决然只做

格力袁甚至有些经销商宁愿亏损
几十万袁 也愿意放弃其他品牌袁
就因为他看到做其他品牌没有

前途遥 格力电器是 讲诚信的企
业袁 经营目标是做百年企业袁要
打造世界名牌袁这就是我们的独
特之处遥
格力电器要以中国品牌的

形象走向世界袁用什么来支撑百
年企业钥 这是格力电器 所思考
的遥怎样让成千上万的经销商都
能因为经营格力而富裕起来呢钥
这也是格力电器所要考虑的遥
二、格力电器的发展现状
格力电器这几年每年都以销

售额增长几十亿元 的速度在发

展壮大遥 凭什么能够这样增长钥
我们的重心 点就是练内功院第
一袁从成本抓起袁实行野一张纸尧
一滴水冶的管理曰第二袁从产品原
材料源头抓起袁用筛选分厂控制
产品原材料的质量袁保证产品品
质曰第三袁技术上袁格力电器已经
拥有日本尧美国空调企业的全部
机型袁甚至在某些机型上达到了
世界领先水平袁已经超过了所有
国外品牌的技术遥
格力电器已经遥遥领先袁但

并不满意袁未来商用空调和家用
空调都必须在全球占领 30豫以
上的份额遥
三、格力电器要带动渠道发

展
我们现在的目 标是要保持

世界领先的地位遥格力电器要成
为百年企业袁就要对所有为格力
作出贡献的人负责任袁让所有经
营格力的经销 商与企业共同发

展遥
格力电器一直主张的是袁所

有的格力经销 商在一个公平的

条件下竞争袁 用服务来感动上
帝袁感动消费者遥 只有建立格力
专卖店 袁做格力品牌袁大家才可
能健康发展遥格力电器要求各销
售公司保护大家的利益袁同时也
要与大家共同发展尧 共同研究尧
共同创业袁从打造百年企业到打
造百年渠道遥
最后我讲三句话院客户的需

求就是我们要生产的袁渠道的利
益就是我们要保护的袁品牌的地
位就是需要大家共同去维护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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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格力就是选择了成功

格力专卖店代表发 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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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首届格力专

卖专题研讨会得到了广

大经销商朋友的热烈响

应。大会收到全国各地

经销商送来的论文共 86

篇，他们从不同角度阐

述了格力专卖店的 成功

经验，提供了搞好格力

专卖点的亲身体会和做

法。

会上，多名经销商

代表畅谈了由经营多品

牌转做格力专卖店的心

得和体会，充分交流了

搞好专卖店的 经验，也

表达了继续做强做大格

力专卖店的决心。他们

纷纷表示，选择格力就

选择了成功。

会上，格力电器 还

表彰了一批忠诚于格力

品牌、一心一意专做格

力的专卖店，授予其“格

力专卖店开拓贡献奖”

的称号，并颁发了奖金。

全国各地格力专卖店代表畅谈经营体会，25家单位获“格力专卖店开拓贡献奖”称号

河北保定百星格力专卖店

格力电器北京专卖店

黑龙江大庆格力专卖店

山东海阳格力专卖店

江苏徐州格力空调专卖店

上海虹艺格力专卖店

浙江温州银诚经贸格力专卖店

福建福州凉友格力专卖店

江西萍乡环宇格力专卖店

安徽巢湖和县佳和格力旗舰店

安徽淮南泰博格力旗舰店

河南商丘兴利格力专卖店

河南许昌禹州国有格力专卖店

湖北武汉天王格力专卖店

湖南怀化同利格力专卖店

重庆同和格力 4S专卖店

四川成都南虹格力空调社区服务店

陕西西安海菱格力专卖店

广西玉林润建格力专卖店

广州海印格力专卖店

佛山市格力空调专卖店

中山市石岐格力专卖店

深圳梅 林格力空调专卖店

梅州 华胜格力专卖店

东莞君豪 格力专卖店

“格力专卖店开拓贡献奖”
获奖名单邓显超院广州海宇电器海印格

力专卖店总经理 袁2004年 4月袁他
在广州旧家电市场集中地 要要要海
印家电市场 袁开设了第一家格力专
卖店袁截止今年 4 月袁他已经在广
州开设了 6家格力专卖店遥2005年
销售额达 4000万元遥

发言摘要院虽然面临中小型家
电商场和家电连锁大卖场的夹击袁
但格力专卖店生存得很好尧发展潜
力很大遥 连锁卖场不是野狼冶而是
野披着狼皮的羊冶袁 为了自身的发
展袁我们要么做野含在狼嘴里的羔
羊冶袁 要么尽快和果断地建立格力

专卖店 遥 格力专卖店 使厂商更亲
密尧厂商利益发展更清晰 尧商家利
益回报更有充分保障袁是我们中小
型家电经销商的必然选择袁格力专
卖店使我们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老

板袁使我们有了主动权话语权 和经
营权袁还有了完整的人权遥

李志明院山东海阳格力专卖店
总经理 袁 经营格力专卖店已有 8
年袁海阳是一个县级市袁但他已经开
设了 3家格力专卖店 袁格力家用空
调的占有率已达 40%袁格力中央空
调也已开花结果遥2005年的销售额
达 300多万元遥

发言摘要院我是个农民的儿子袁
没念过多少书遥 1998年开始专一做
格力空调到现在袁 我的总店 210平
方是自己买的袁 还买了 170和 150
平方米的店面各一个袁 现在拥有五
部车袁其中三部是格力奖给我的袁另
两部是我自己买的袁 所以说格力空

调就是好遥
格力专卖店应是设计尧销售尧安

装尧维修的专家袁所有员工必须是复
合型人才遥 市场营销不能钻到野钱冶
眼里袁专卖店要有内涵袁要有自己的
企业文化袁 我们将每年利润的三分
之一拿出来做社会公益活动遥

谷红院重庆同和格力专卖店经
理遥 2000年袁开始经营格力空调专
卖店袁现已在重庆市区拥有 2个专
卖店袁2005年的销售额达 1600多
万元袁 其中零售就超过了 1000万
元遥

发言摘要 院在众多的家电品牌
中袁 许多家电厂商都屈服于强者袁
而只有格力全力地保护我们弱者袁
并使我们从弱者迈向市场成为 强

者袁这就是我们格力专卖店的竞争
优势袁这就是我们求生存发展的空

间遥 今天袁我们要把所有的鸡蛋装
进一个篮子里袁并看好这个篮子遥
专卖店的发展空间在于不断地

创新遥 格力的强势保护袁给了我们
力量袁但我们也不能把格力当作保
姆袁而应该主动出击遥

李顺生院湖南怀化同利格力专
卖店总经理袁 他自 1993年来经营
格力空调 至今已有 14 年之久 袁
1999年 5月袁 他创办了格力专卖
店袁至今也已有 8个年 袁他的销售
业绩每年稳步增长袁2005年单店销
售额已达 400万元遥

发言摘要 院随着小品牌不断退
市袁大品牌做形象尧小品牌赚利润
的观点不攻自破遥 不是什么品牌都
能做专卖店袁专卖店也不是灵丹妙
药袁只有质量好尧服务好尧对市场负
责任的品牌袁才能把专卖店开设成
功袁才能得到用户认可袁才能经历

市场考验而长盛不衰袁格力就是这
样的品牌袁事实证明袁格力过硬的
质量尧诚信务实的企业文化 袁使我
们经营格力专卖店大有作为遥 伴随
着格力发展 袁 依托着格力品牌袁今
天我要骄傲地说一句袁做格力专卖
店我做对了遥

苗卡佳院湖北天王格力专卖店
总经理袁 她曾经营 14个品牌的空
调袁2003年她毅然放弃其他所有品
牌袁 开设了第一家格力电器专卖
店袁随后相继开设了 4家格力专卖
店袁2005年袁旗下的 5 家格力专卖
店销售额超过 2000万元遥

发言摘要 : 对我们经销商来
说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 袁是对自己
负责袁 也是对消费者和社会负责遥
选择了格力袁就是选择了成功遥 专
卖店曾风靡全国袁但至今能够让其
有滋有味生存的袁 唯有格力专卖
店袁这是因为背后依托的是格力这

一强势品牌遥 格力电器十五载如一
日袁走专业化发展的道路袁生产出品
质最好的产品袁最讲诚信袁才成就了
格力电器的今天袁同时也成就了我
们这些格力专卖店遥 格力与我们休
憩与共尧唇齿相依袁是我们专卖店生
存的前提和保障遥

朱江洪董事长、董明珠总裁与获得“格力专卖店开拓贡献奖”的格力专卖店负责人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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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1日晚上，首届格力

专卖店专 题研讨会晚宴 在珠

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隆重

举行。“一杯红酒喜相逢，多少

空调事，尽在酒杯中！”在朱江

洪董事长的 提议下，与会的

2500多名格力专卖店负责人，

举杯同庆格力电器的专卖店

事业蓬勃发展。

珠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

顺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冼文，副市长陈洪辉，市政府

秘书长唐颖专程出席了晚宴。

王顺生市长、冼文常务副市长

先后在晚宴上致辞。王顺生市

长在致辞中，首先对 2006 年

首届格力专卖店专 题研讨会

的召开表示祝贺，他说，这对

格力电器的 发展乃至对珠海

经济的发展来说，都是一次非

常重要的大会，格力电器经受

住市场的考验，并在市场的摸

爬滚打中探索出适合中国国

情的独特专卖店营销模式，为

格力电器的 发展壮大做出了

贡献，对于格力专卖店等经销

商朋友一直以来支持、发展并

壮大格力电器所做的努力，王

顺生代表珠海 市委市政府表

示衷心的感谢。王顺生指出，

格力电器依靠诚信，不断创新

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不仅已成

为中国的名牌，也是世界一流

的品牌，他希望全国各地专卖

店的经销商能同格力电器 一

起打造格力空调品牌。王顺生

表示，格力电器当前面临非常

重要的发展机遇，无论是从技

术、市场、管理等方面都拥有

优势，珠海市委市政府将一如

既往全力支持格力电器 做大

做强。冼文常务副市长在致辞

中表示，相信在全体员工干部

的努力下，在全国各地经销商

朋友的支持下，格力电器今后

的发展会更快、更好，他衷心

希望格力电器明天更加辉煌。

朱江洪董事长、董明珠总

裁也先后在晚宴上致辞。朱江

洪董事长说，2006年首届格力

专卖店专 题研讨会得 到了全

国 2500多家格力专卖店的大

力支持和热情参与。通过此次

会议，各格力专卖店负责人代

表深刻地认识到格力专卖店

在新时期销售渠道中的重要

地位，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深刻

地认识到格力专卖店 生存发

展的必然规律，同时也深刻地

理解到专卖店要更好地发展，

必须要齐心协力，统一管理。

朱董事长 相信，通过这次会

议，格力电器的专卖事业将会

迎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格

力电器将会与格力专卖店 一

道，携手走向新的辉煌。董明

珠总裁在致辞中表示，格力电

器的发展，就是格力专卖店的

发展，有格力电器的明天，就

有格力专卖店的明天，希望大

家共同努力，为了格力电器和

格力专卖店的明天不懈奋斗。

在欢歌笑语中，与会代表

兴致勃勃地观赏了由格力电

器员工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

山东、四川、广州、厦门等销售

公司的领导及员工以及安徽、

山东、粤东等格力专卖店负责

人也即兴上台表演了节目，受

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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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顺生等市领导专程出席 2006年首届格力专卖店专题研讨会
晚宴并致辞，祝贺格力电器2005年取得的良好业绩，对格力专卖店经销商为格力电器所做
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并表示珠海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格力电器做大做强

开拓创新结硕果相聚庆 功齐欢歌

王顺生市长（上左）、冼文常务副市长（上右）、朱江洪董事长、董明珠总裁分别致辞

山东销售公司段秀峰董事长即兴表演

安徽格力专卖店负责人夫妻同上阵 格力电器员工引吭高歌

广州销售公司员工表演《感恩的心》 格力电器员工进行武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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