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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第六届中国
!

上海
"

国
际室内供暖系统、热泵及通风设备
展览会于

#$%$

年
&

月
%'

日在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展。海立热泵产

品全线参展，获得市场认可和用户
青睐。

本次展会为历年来国内规模最
大、产品最全、专业化水准最高、社

会影响最广的节能性展览会，堪称
中国建筑节能“第一展”。展会围绕
着“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环保”的
主题，顺应环保、生态、健康、舒适的
行业发展趋势，充分展示了当今节
能技术及前沿科技的强大实力，积
极响应“十二·五”国家能源政策，极
力推动“节能减排”的工作进程。展
会不但吸引了国内外专业的节能生
产、经销企业参展，还吸引了全国各
地众多开发商、政府机构、设计单
位、经销商等其他各行各业的专业
人士前来参观。

海立集团作为本次展会参展
商，特以“节能生活，你能、我能、睿
能！”为展会主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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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能采
暖体验馆”展示睿能空气源热泵采
暖系统和各类不同型号的热泵主
机、热泵专用压缩机，以及最新的
+,

#

压缩机。本次展会面积为
'#-

#，
吸引了诸多参展商的驻留和参观。

在
.

天的展览期间内，海立热泵事
业部工作人员接待了众多前来参
展人员，可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与此同时，海立集团董事长沈建芳
和总经理郭竹萍也分别亲临此次
展会，并且体验了空气源热泵机组
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为展馆增添
精彩氛围。

展会上，海立集团还特地制作
一幢别墅模型为睿能热泵采暖系统
进行实际演示与讲解，让参观的嘉
宾充分了解睿能热泵系统的卓越
性。展览期间，

+,

#

热泵机组充分展
示其高效可靠的制热水能力，使水
温始终保持在

/$!

，让参观者赞不
绝口；同时

0

组不同型号的热水汀
以及地板、地暖的不同采暖形式，使
参观人员充分了解了“低温采暖”是
未来采暖行业的发展趋势，并且其
独特的采暖形式受到客户的青睐。

（海立热泵事业部 董炜辰）

“ 节 能 生 活 ，你 能 、我 能 、睿 能 ”

海立睿能热泵亮相中国（上海）国际展

本报讯 海立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

年
&

月
%/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沈建芳先生主持，全体董事出席
了会议，监事会全体成员、财务总监列席了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通过了《
#$%%

年上半年总经理工作报告》、《
#$%%

年上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的报告》、《
#$%%

年半年度报
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修订案）》、《公司关联人名单》、《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调整的报告》、《内部控制制度—关联方交易（修
订案）》、《内部控制制度—内部审计及内部控制检监督制度（修订案）》
和《南昌海立新建成品仓库及员工餐厅的报告》等议案，并于

&

月
#*

日在《上海证券报》和《大公报》公告披露。 （海立集团 许捷）

海立股份六届二次董事会顺利召开

图为海立股份第六届董事会成员：
第一排从左至右：朱荣恩（独立董事）、沈建方（董事长）、徐潮（副

董事长）、王玉（独立董事）
第二排从左至右：董晓青（董事）、张建伟（董事）、郭竹萍（董事、总

经理）、孙伟（董事）

图为海立股份第六届监事会成员：
前排（左）童丽萍（监事）、（中）袁弥芳（监事长）、（右）励黎（监事）
后排（左）朱浩立（监事）、（右）吕康楚（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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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雷———节能生活，你
能、我能、睿能！

!

谢继烈———节能、高效，
“睿”不可当，睿能热泵！

!

谢继烈———节能、高效，
一切从“芯”开始 ！

!

罗 敏———睿能———空
气源热泵专家！

!

谢子伟———睿 意 进 取
能量先驱！

睿能获奖广告语

8月 16日，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人才工作会
议”上，艾宝俊副市长为海立集团董事长沈建芳颁发
了“2009年上海领军人才”证书。图为颁证场景。

本报讯 近日浦东新
区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第四
届会员代表大会在永达大
厦二楼会议中心召开。

浦东新区副区长刘
正义出席大会并作重要

讲话。新区商务委、社团
管理局领导，以及市外资
协会会长刘锦屏、中国贸
促会浦东分会、浦东国际
商会会长陈炳辉应邀出席
大会。按照会议流程，会上

选举海立集团董事长沈建
芳续任浦东新区外商投资
企业协会副会长。

据悉，浦东新区外商
投 资 企 业 协 会 成 立 于
%//*

年，已拥有
#$$$

多

家会员企业，是浦东经济
投资领域最大的非赢利
性社会经济团体，在上海
浦东国际经济合作中发
挥积极作用。

（上海日立 宋涛）

沈建芳董事长当选浦东新区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探
讨海立下一步的发展途径
及集团的管理方法、模式，
海立集团于

#$%%

年
&

月
#.

日赴贵州召开为期四
天的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研
讨会，海立集团本部部长
以上人员及各子公司主要
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在海立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沈建芳的带领
下，海立集团高管人员一
行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纪念馆、博古旧
居、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
红军山烈士陵园等，对中
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有了

更为深刻的理解。并前往
著名的贵州茅台酒厂，参
观茅台包装车间、国酒文
化城等，学习国酒的包装
工艺及文化历史。

此后，公司围绕战
略，就以下四个议题展开
讨论：

%

、战略：在主业空调
压缩机战略明确的前提
下，集团的多元化道路应
该如何走？

#

、人才：围绕公
司“十二五”与“五三一”战
略规划，海立集团需要何
种综合性人才？如何培养
这类综合性人才？并且如
何激励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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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海立
作为国资背景的上市公

司，面对完全竞争的市场
环境，应当倡导怎样的一
种管理文化？

.

、管控：海立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应有
怎样的一种管控模式？

会上，沈书记表示，遵
义会议的伟大历史功绩和
深远意义永远是党的历史
中光辉的一页，“实事求
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
坚定信念、务求必胜”的遵
义会议精神蕴涵着党的思
想建设、组织建设和政治
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对于
当前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工
作，包括政治建设、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
用。我们在贵州召开了一
次意义非常的研讨会，不
仅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
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同时也结合实际，就海立
自身的“战略、人才、文化
和管控”进行了讨论，会上
气氛热烈，与会人员纷纷
发言。通过此次研讨会，大
家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
思想，明确了公司战略目
标，为公司下一步的发展
夯实了基础。相信通过大
家的共同努力定将迎来海
立集团发展的新纪元。

（海立集团 刘晓莹）

领略遵义会议精神 研讨企业发展路径

海立集团召开 2011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研讨会

图为海立睿能空气源热泵产品在展会上全线亮相，吸引众多客商
参观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