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公布了

2013年度广东省专利奖表彰名单。珠海

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单转子压缩机

的转矩自动补偿系统和转矩自动补偿方

法”专利获广东专利奖金奖，这是珠海市

本届唯一获专利金奖企业。

同时，格力电器的“空气能热水器”以

及“电机转子位置估算方法及电机驱动控

制方法”两项专利获专利优秀奖。

格力压缩机专利获广东专利金奖

本报讯 近日，从国家发改委、财政

部及工信部发布的 2013年第 13号公告

了解到，格力电器全能王空气能热水器顺

利入选了《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节能空

气源热泵热水器 (机) 推广目录 (第四

批)》，这预示着作为国际首款采用双级变

频压缩机的全能王空气能热水器再一次

获得了国家级节能的认可，这将进一步推

动节能科技向经济效益的转化，进而引领

整个空气能行业的发展。

据了解，空气能热水器作为继燃气热

水器、电热水器及太阳能热水器之后的第

四代热水器，凭借着更加节能、安全、舒适

的优势，在激烈的热水器市场中脱颖而

出，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青睐。

此次入选的全能王空气能热水器，作

为一款高端产品，采用了双级变频压缩

机，能效比更高，在此次节能惠民工程中

可享受 500元的补贴。

格力全能王空气能热水器入选节能惠民目录

格力引领大型中央空调走进“直流变频时代”
本报讯 4 月 8 日，“第二十四届

国际制冷、空调、供暖、通风及食品冷冻

加工展览会”（简称中国制冷展）在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隆重开幕。中国中央空

调第一品牌格力，今年携旗下的直流变

频离心机组、GMV5S 全直流变频多联机

和格力全能一体机等众多核心科技产

品，参与这场制冷空调暖通行业最大的

年度盛会。

8日上午，在格力展位举行了一场

隆重的格力直流变频离心机系列化揭幕

仪式。中国工程院院士饶芳权、中国制

冷空调工业协会秘书长张朝晖、中国制

冷学会秘书长金嘉玮、合肥通用机电产

品检测院院长李江等行业权威专家及格

力电器副总裁黄辉、格力电器总裁助理

谭建明出席了活动，共同见证了格力直

流变频离心机系列化的正式面世。

据悉，2011年 12月 17日，格力电

器成功研制出世界首台直流变频离心

机，被权威专家一致鉴定为“国际领先”

水平，并表示该技术有重大应用价值，建

议尽快开展从小容量到大容量产品的系

列开发。

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2013年 4

月 8日，格力电器正式推出了 250冷吨

到 1500冷吨的直流变频离心机系列产

品。该系列产品在技术上有了进一步的

突破，IPLV提升至 11.68，是至今为止最

节能的离心机组，再次改写了大型中央

空调产品的节能标准。

目前，格力直流变频离心机组在市

场上供不应求，自面市以来，已成功中标

清华大学金融学院、烟台高新区大学生

创业园、深圳市中百饰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广州市龙归商业城、东澳岛南沙湾酒

店、佛山智慧新城等 50多个大型项目，

中标工程遍布全国 20多个省份。

在 8日上午的格力直流变频离心机

系列化揭幕仪式上，专家团表示，格力直

流变频离心机的系列化生产，这意味着

中国企业掌控了中央空调的最高技术，

将引发中央空调市场的格局进一步变

革，从技术到市场，大型中央空调市场正

在进入直流变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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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中国机械工业品牌推

进工作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对珠海格

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多联式空调 (热

泵)机组等主机产品、北京华德液压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液压产品等关键基

础件、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型

商用车用 D系列柴油发动机等核心部件

及安徽影星银幕有限责任公司的反射银

幕等文化办公设备产品进行表彰，授予

2012年度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

此次获得表彰的格力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经过多年的优化，已于 2012

年 1月，重磅推出第五代———GMV5全直

流变频多联机组以及 GMV水源热泵多联

空调机组。该机组具有业内领先的能效

比，并在舒适性、设计自由度方面全新突

破，综合能效比高达 5.8，节能效果显著

提升。

格力多联机获评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

本报讯 4月 26日晚间，格力电

器 2012 年度报告及 2013 年第一季度

报告同时出炉。

报告显示，2012年格力电器实现营

业总收入 1001.10 亿元，同比增长

19.87%；实现净利润 73.80亿元，同比增

长 40.92%；基本每股收益 2.47元 /股，

同比增长 32.80%，继续领跑行业，成为首

家实现千亿的专业化家电企业。

回顾 2012年，格力电器通过科技

创新，在取得亮丽业绩的同时，家用空

调和商用空调“两驾马车”齐头并进，其

市场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行业话语权

不断加强。

在代表空调未来发展方向的变频领

域，其自主研发的 1赫兹变频技术荣获

国家科技进步奖，双级变频压缩技术开

创空调行业“双级变频”时代。据产业在

线，2012年 8月至今，格力家用变频空

调的市场占有率持续超过 50%。

在商用领域，2012年格力中央空调

以 14.3%的市场占有率成为我国中央空

调市场的销售冠军，结束了外资品牌长

达数十年的“一哥”地位。而随着格力直

流变频离心机的系列化量产，这款全球

迄今为止最节能的大型中央空调，将引

发中央空调市场格局的进一步调整，中

央空调市场的“中国时代”正在来临。

在营销策略上，格力电器集中优势

资源加大自主品牌的出口，在巩固南美、

中东、俄罗斯等传统市场的同时，大力开

拓新兴市场。尽管全球经济跌宕起伏，但

格力电器依然实现出口收入 157.90 亿

元，同比增长 8.55%，是仅有的几家海外

业绩增长的空调企业。

格力电器 2013年一季报显示，公司

实现营业总收入 222.93亿元，同比增长

10.98%；实现净利润 13.35亿元，同比增

长 13.77%，增速稳健，高于行业平均水

平。2013年公司将继续通过加大科技研

发力度，加强国内外市场开拓，加快产品

产能扩张，着力打造国际化家电企业。

格力核心技术凸显
广交会成交额达 3亿元

首届“金叶轮奖”暖通空
调设计大赛在上海启动

格力变频空调市场占有率 48.78% 格力全球员工踊跃捐款
支援灾区建设

扫描二维码，登录格力官网

2012年净利增四成，2013年开局稳健

格力电器营收净利持续“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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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第 113届中国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 (简称“广交

会”) 第一期于 4月 19日落下

帷幕，据广交会官方统计，本届

到会客商较去年同期下降

2.2%，其中欧美日等传统市场

均有下降，而非洲等新兴市场

的采购商却有明显的增加。

尽管广交会到会客商数对

比去年同此呈现下降，但家电

企业对出口的信心指数均有所

回升。格力相关负责人透露，

“尽管广交会现场很少会有直

接的订单落实执行，但是今年

的意向性订单比往年同期要

多，我们的订单总额将近 3亿

美金，较上届同比增长约 21%。”

据悉，格力电器展出家用

新品“全能王”系列、直流变频

离心式冷水机组、房车空调、新

能源空调、空气能热水器、空气

净化器等系列产品，其绿色节

能、自主创新的特点，在展会上

掀起了技术环保的新浪潮，成

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

此次格力展出的系列产品

均应用了格力自主研发的国际

领先技术，其技术性能和品质

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据格力

相关负责人透露，随着格力自

主品牌在新兴市场的推广和占

领，今年格力海外市场的增幅

有望达到 20%。4月 16日，格力

电器发布一季度业绩快报，快

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

总收入 222.93亿元，同比增长

10.98%;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 13.41 亿元，同比增

长 14.27%; 主要经营指标增速

季节性放缓，但全部仍保持在

10%以上，好于行业平均水平。

尽管全球经济形势仍然不

乐观，但格力电器保持着稳健

的国际化发展态势，“格力”自

主品牌空调产品在国际市场上

的销售网络已遍及全球 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格力坚持“不急

于求成，稳健发展”的原则，通

过领先技术和优质产品占领国

外市场，打动消费者。

“自主品牌是格力电器把

握市场的基本保障。”格力电器

海外销售公司负责人表示。目

前，格力出口的空调产品约 1/3

使用自主品牌，而这个比例也

在逐年增长。行内专家指出：

“随着格力自主品牌在欧美等

传统市场的稳健发展，加强开

拓新兴市场将成为其主要目

标，并将以核心技术产品引导市

场。”其中，格力直流变频离心

机成为广交会的焦点，众多海外

客商，在详细询问了产品性能参

数后，纷纷表达了订购意向。

本报讯 4月 8日下午，首

届“金叶轮奖”暖通空调设计大

赛在第二十四届中国制冷展格

力展位正式启动。中国勘察设

计协会建筑环境与设备分会理

事长罗继杰、副理事长方国昌、

寿炜炜、潘云钢等专家出席了

启动仪式。

据悉，本次“金叶轮奖”暖

通空调设计大赛是由中国勘察

设计协会建筑环境与设备分

会、国家节能环保制冷设备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主办，珠海格

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协办，以

“变频·创新未来”为主题，面向

全国范围开展的一次大型暖通

设计大赛。

据悉，首届“金叶轮奖”暖

通空调设计大赛有着与众不同

的基因。国内现有的设计大赛

主要针对多联机或家庭中央空

调，而本次大赛是行业里唯一针

对大型中央空调的专业暖通大

赛，向全社会征集大型中央空调

系统解决方案，由国内知名暖通

专家进行权威评选。

在启动仪式的现场，中国勘

察设计协会建筑环境与设备分

会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次

大赛的初衷是为了鼓励设计师

在设计阶段针对节能减排进行

创新与实践，旨在引导暖通空调

行业对变频技术在集中空调水

系统设计中的合理应用，同时也

可为“全国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青年设计师大奖赛”提供更多可

供参考的优秀设计作品，促进暖

通空调行业的深入交流以及水

平提升。

首届“金叶轮奖”暖通空调设计大赛
在上海启动

4月 15日上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金早一行视察格

力广交会展位，详细了解了格力新产品和新技术，并对格力的发展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美的空调“一晚一度电”遭质疑 概念炒作误导公众
“一晚只需一度电”这条颇

为吸引人的宣传口号，留给很

多消费者这么一个印象，“美的

空调用一个晚上只需要一度

电”。然而近日，市民杨先生致

电人民网潍坊频道称，自己因

为看到“一晚一度电”的广告，

在去年十一国庆期间购买了一

台 KFR-35GW/BP3DN1Y-KA（2）的

美的空调。然而该空调根本无

法达到宣传的效果。

网友质疑：“一晚一度电”是虚
假宣传

在交电费时，杨先生发现

用了美的空调之后电费多了三

四百块钱，而家中并未添置其

他电器。他由此质疑空调“一晚

一度电”名不副实。杨先生致电

美的客服，客服人员告诉他，原

来所宣传的“一晚一度电”并不

是这款机型，而只限于另一款

产品，而这款空调节能仅限制

冷模式。经过了解，他才知道除

了“制热”不节能外，要达到“一

晚一度电”的效果，还必须在特

定的使用环境里才能实现。“这

些关键点为什么在广告中没用

体现？！这不是误导咱们消费者

吗？这明显是夸大宣传，欺骗消

费者。”杨先生告诉记者。

调查：“一晚一度电”只限特定

产品的特定模式

记者了解到，像杨先生这

种情况，并不是个列。不久前就

曾有网友发帖称购买的“一晚

一度电”的空调“名不副实”。记

者随后就这一情况展开调查。

5月 2日，记者来到了位于

新华路的某大型家电卖场二楼

的空调区，在美的空调销售专

区，挂着很多“一晚一度电”的

宣传海报。

记者翻阅了美的宣传册时

发现，在“全直流一晚一度电一

度电畅享凉爽舒适的夜晚”的

标题下方，列出了“炽弧”、“尚

弧”、“炫弧”、“悦弧”、“蓝丝

月”、“丽弧”、“彩弧”、“晶弧”8

款空调的图片。记者以消费者

身份询问销售人员是否这些型

号都能“一晚上仅需一度电”，

销售人员指着标注着“尚弧”字

样的一款产品对记者说：“只有

这款可以。”记者追问是否真的

能达到整晚只用一度电时，她

解释说：“这款尚弧在使用时必

须在制冷模式下，选择 ECO节

能模式，从晚上 10点钟到次日

早上 6点，这 8小时的耗电量

为一度电。”

记者看到在美的宣传单的

右下角不显眼处注有一行小字

“数据来源国家权威机构检测

结果，以 26KB（1）为例，不同机

型耗电量有差异，其中‘一晚 '

是指 8 小时睡眠时间使用 ECO

节能运行模式。”

“这几款空调不能达到一

晚一度电，为什么还贴着‘一晚

一度电 '的广告标语？”客服人

员给出的解释是，这些都是一

个系列的，都是节能产品，因机

型不同耗电量也不同。

专家：空调节能效果切莫夸大
宣传

“在 ECO模式下‘一晚只需

要一度电 ' 测试条件非常特

殊，而且需要以特定的房间热

负荷为对象。一晚一度电实际

在使用过程中可能性很小，一

般家庭的使用环境根本不可能

满足实验室的要求。”一位从事

家电销售多年的资深人士告诉

记者。“夸大后的宣传容易误导

消费者，一旦消费者意识到没

有宣传的节能效果，反而失去

消费者的信任。企业应该多宣

传消费者实际使用时的耗电

量，切莫过于夸大实际效果，顾

此失彼。”（摘自人民网，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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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变频空调市场占有率 48.78%

红四月鲁、苏格力空调销量劲增

本报讯山东消息 已连续举
办四年的齐鲁空调盛会“格力红

四月”，在活动开始的两日后传

来好消息。据格力内部人士透

露，今年万人空巷抢格力活动开

始当天，格力相关产品销量比往

年增长超过 200%。

（山东销售公司马宏伟）

又据江苏消息 4月 20日，

格力空调江苏淮安楚州专卖店

盛装开幕，以全新的面貌出现。该

专卖店兼具体验，销售和服务功

能为一体，给消费者提供最专业

的服务和最舒适的购物环境。据

了解，专卖店开业当日，狂销 800

多台。 （江苏销售公司周林）

本报讯 在车来车往、人流

量很大的东三环与北三环把角的

地方，暗红色的格力中央空调体

验中心门脸吸引了双方向车道上

的人们。在这么一个广告效应极

佳的黄金地段，醒目、大气的门店

门脸为格力西坝河中央空调智能

体验中心招徕了不少优质客户。

格力西坝河中央空调智能

体验中心（即格力西坝河旗舰店）

也许算得上是格力在北京所有门

店当中最醒目最霸气的了。因为

位于东北三环的这家格力旗舰

店，正好把住了东三环和北三环

的把角之地。加上在终日繁忙的

三环上，东北三环转弯处是个有

名的“堵点”，这使得该门店实现

了更高的“出镜率”。

据了解，格力西坝河旗舰店

于 2012年 11月 8日开业，店面

分为上下两层，面积达到 300平

方米，销售格力家用空调、中央空

调，格力小家电以及晶弘冰箱等

全系列产品。格力西坝河旗舰店

经理聂学安介绍，当时在选中这

个店址的时候，有多家商户争抢，

最后格力高价胜出。而这一紧贴

着三环主路的黄金旺铺确实也为

格力招徕了不少客户，而且多为

优质客户，“许多上门的顾客都说

自己之前经常在三环上看到格力

的门脸，脑子中都留下印象了，要

买空调就直接找过来了”。

虽然既不靠近别墅区也不临

近 CBD，但是得益于优越的店面

位置，格力西坝河旗舰店中央空

调产品卖得特别好，家用中央空

调和大型商用中央空调，一个月

总计能够售出 15套以上。聂学安

说，西坝河旗舰店在一定程度上

充当了北京格力的品牌宣传店。

西坝河旗舰店开业
格力中央空调耀眼北三环

本报讯 据热泵行业权威媒

体《热泵热水机资讯》发布的

《2012 行业发展分析报告》显

示，格力家用空气能热水器市

场占有率达到 19.7%，雄踞家用

机市场中的第一品牌。报告指

出，与 2011 年相比，格力 2012

年度在家用机市场占有率的提

升超过 5个百分点。

众所周知，格力在空调领

域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产销

量连续 8年全球第一，产品品

质及研发实力毋庸置疑。而格

力空气能热水器，传承空调核

心科技，采用热泵原理，相对于

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等传统

热水器更加节能、安全、舒适的

优势，逐渐赢得了越来越多消

费者的青睐。在 2012年，格力

家用空气能热水器以 19.7%的

市场占有率成为第一品牌。

格力作为国内最早研发、

生产、销售空气能热水器的厂

家之一，传承空调核心科技，拥

有深厚的技术积累，拥有超过

140项专利，累计取得 65款产

品的节能认证证书，“超高效节

能空气源热泵热水器”等项目

列入了“国家火炬计划”。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目前已

拥有爱沐壁挂式、御系列、恋系

列以及海洋之韵整体式、善水

方别墅专用、全能王舒尊等多

个系列热水机产品，在 2012

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及工信

部联合开展的“节能产品惠民

工程”中，格力空气能热水器全

系列共计 126 个型号顺利入

围。其中全能王 - 舒尊空气能

热水器以高达 5.4 的能效比成

为行业的标杆。

格力全能王 - 舒尊空气能

热水器所采用的双级变频压缩

机，经过以中国工程院院士王

浚、天津大学教授马一太、合肥

通用机械研究院副院长田旭东

等为代表的专家团队的鉴定，

获得了“国际领先”认定。格力

全能王热水器综合应用了双级

变频压缩机技术、全直流变频

技术、压缩机频率多参数控制

技术和增焓控制技术，能效比

进入“超 5”时代，节能模式下高

达 5.4，省电超过 80%，制热性

能比普通空气能热水器提升

60%；同时突破了传统热水器的

使用局限，可在 -25℃至 45℃

环境下正常运行，最高出水温

度可达到 75℃。

专家表示，近年来我国的

空气能热水器有了爆发式的增

长。这一方面源于国家对新能

源发展的重视，另一方面我国

的热泵行业处于导入期，产品

在节能、安全、舒适方面的优势

逐渐得到消费者的认可。而格

力凭借掌握的核心科技以及产

品卓越品质的不断追求，让节

能科技逐渐走进了千家万户。

格力家用空气能热水器
问鼎行业销量冠军

本报讯 4 月 13-14 日，东

莞格力开展第二届“万人空巷抢

格力”大型促销活动，格力家用

空调、空气能热水器、净水机，格

力小家电、晶弘冰箱等产品全线

参与本次“万人空巷抢格力”活

动。东莞格力方面称，短短两日，

格力空调全东莞的抢购量达

20000台套。

据了解，近段时间东莞多

雨，但经策划以及经销商的配

合，在天气、经济环境没有明显

好转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不俗的

成绩。活动前期准备阶段，公司、

经销商、导购员发送点对点短

信、修改 QQ头像及签名、转发微

博等。各经销商进行终端布置，

用拱门、彩旗、气球等装饰，烘托

活动气氛。

东莞格力经销商透露，去年

的活动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

增强了格力经销商对品牌的信

心，在今年 3月份时就开始盼望

格力公司再开展“万人空巷抢格

力”活动。在格力专卖店购买了

格力最新空调“全能王”U尊的顾

小姐说：“去年格力搞活动的时

候买了三台空调，很优惠，今年

发现还有这个活动，所以赶紧过

来购买。”（东莞销售公司林银银）

本报讯 日前，第三方权

威调查机构产业在线公布家用

变频空调及其压缩机供给月度

报告，报告显示：

2013年 2月，变频空调销

售总量为 192.61万台，同比下

降 5.1%。2月变频占家用空调

总销售量 27.1%，同比增长 1.6

个百分点，制冷行业寡头格力

电器则在 2013 年 2 月进一步

扩大了家用变频空调市场上的

领先优势。

具体到品牌，格力电器仍

然毫无悬念地继续排名第一。

据月报数据显示：2013年 2月，

格力获得 38.94%的市场占有

率，位列中国家用变频空调市

场第一，同时，2013 冷年至 2

月，格力获得 48.78%的市场占

有率，远高于位列第二的品牌

21.09%。这意味着，在变频空调

领域，格力电器与竞争对手的

差距进一步拉大。

据此前发布的 1 月数据：

2013年 1月，变频空调销售总

量为 228.84 万台，同比增长

79.7%。1月变频空调销量同比

增长明显，从数据上看主要是

格力这一龙头企业大幅增长，

格力同比增长 218.2%，龙头企

业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加大。

从数据可看到 2013 年前

两月市场的风云变幻，1月销量

暴涨与 2 月下滑形成鲜明对

比：1月，变频空调销售总量同

比增长 79.7%，呈现高速增长态

势；2月则不增反降，同比下降

5.1%。在这一剧烈的市场变化

中，作为行业龙头老大的格力

空调，销量始终保持增长态势。

足可见其市场核心竞争力与逆

市恒强的不凡实力。

湘财证券行业分析师介

绍，在竞争对手战略调整的时

期，格力电器凭借强大的品牌

影响力及渠道下沉，抢占了更

多的市场份额，寡头优势日渐

显现。

制冷行业专家则表示，龙

头企业在规模、核心科技上拥

有先天优势，在技术研发上用

功足，转型快，绝大部分情况下

扮演市场领导者的角色，很容

易抢占市场先机，扩大市场领

先优势。

东莞格力空调两天销售 2万台套

山东“格力红四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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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人为雅安地震灾区人民祈福凝聚大爱雅安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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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全球生产基地员工“万人献爱心”活动现场回放

1. 合肥格力基地员工为灾区献爱心曰
2.武汉格力基地员工举行"我为雅安祈福"捐款仪式曰
3.重庆凯邦员工在捐款前为灾民默哀尧祈福曰
4.珠海格力电器总部启动浩大的野情系雅安袁万人爱心捐款冶仪式曰
5.郑州格力基地员工为灾区献爱心曰
6.石家庄格力基地员工为灾区献爱心曰
7.重庆格力基地举行野我们都是雅安人冶现场捐款仪式曰
8.格力新元员工为灾区献爱心遥

本报讯 天灾无情，人间有
爱。雅安地震发生后，灾情牵动着

全球格力人的心。格力电器珠海

总部及重庆、合肥等所有子分公

司、全国各销售公司连日来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献爱心活动。

4月 20日，格力电器四川销

售公司第一时间宣布四川地区所

有位于平层一楼的格力专卖店 24

小时开放，为当地高层住户提供

避难及休息场所，并无限量供应

茶水，无偿提供手机充电服务。

4月 21日，格力电器四川销

售公司雅安分公司组织了两车必

需物质送到灾民手中。

4月 23日，格力电器重庆、石

家庄生产基地员工自发为灾区募

集善款。

4月 24日上午 11:30，格力

电器珠海总部及合肥、武汉、郑州、

芜湖等生产地基员工同步自发组

织“万人爱心捐款”活动。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表

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企业义不

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据了解，万人爱心捐款活动

在格力电器已经不是第一次发

生，512汶川地震、西南干旱等灾

害面前，格力电器员工都自发为

灾区捐款。

家电产业知名观察家刘步尘

表示，热心公益、关爱社会已经内

化为格力企业文化的灵魂，溶入

了格力人的血脉中。

在捐款现场，格力电器绵阳

籍员工袁文君告诉大家：“2008年

汶川地震时，家里的房子被夷为

平地，最后能找回的钱物不足 200

元，庆幸的是家人都平安。公司领

导在获悉我的情况后，通过公司的

阳光基金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今

天，我也要将格力的爱心传递给雅

安同胞，希望能与他们共度难关。”

雅安籍员工杨超则表示：“我特

别感激公司对家乡人民的关心和

帮助。”

多年来，格力电器在自身稳

健发展的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投身社会公益，践行企业公民

应尽的责任。据不完全统计，格力

电器已累计捐款捐物超过 1亿元。

格力全球员工踊跃捐款支援灾区建设
2013年 4月 20日北京

时间 8时 02分袁四川雅安
发生 7.0级强烈地震袁这一
突如其来的灾难给灾区同
胞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
产损失遥 截至 23日 12点袁
地震造成 193 人遇难 袁
11470人受伤 渊其中重伤
968人冤袁灾情牵涉 17个市
州 114个县的 1992894人
受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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