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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力西电气举行 2021 年度销售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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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18 日， 德 力

西电气举行2021年度销售大会。

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德力西

电气董事长胡成中，德力西电气

副董事长兼总裁齐毅夫等领导与

销售精英共襄年度盛会，共同回

顾 2020 年光辉业绩，构建 2021

年发展新蓝图。

会上，齐毅夫以慷慨激昂

的致辞拉开大会序幕。他回顾了

2020 年德力西电气销售工作取

得的辉煌成绩，并对 2021 年的

工作计划作了总体部署。

随后，配电及工控事业部首

席运营官楼峰、家居事业部总经

理朱明、工控事业部总经理顾洪

秀、公司人力资源副总裁刘林焰、

产品研发副总裁阮涛、供应链副

总裁张培松等分别进行了主旨发

言，各自对 2020 年进行了总结，

并对 2021 年支持销售工作重点

行动作了分享。

胡成中通过现场网络连线的

方式向大会的举行表示热烈的祝

贺，他表示，2021 年，困难和挑

战不会消失，但德力西决胜未来、

不畏艰难的信心不会动摇。不论

何时何地，德力西电气将心怀登

峰精神，于变中寻机，为行业、

客户、市场持续输送优质高效的

产品与服务，为中国制造业转型

以及中国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为表彰 2020 年表现优异的团

队和个人，公司颁发了团队奖、

个人奖以及产品大师奖等奖项。

站在岁月更替的门口，回望刚刚跨过的 2020 年，每个人都有
一言难尽的感怀。

疫情乍起的惊惶，复工复产的紧张，逆势增长的豪迈，满仓丰
收的酣畅……

烟尘多战鼓，风浪更行舟。这一年，德力西人与全国亿万人民
一起，逆风踏浪，将点滴奋斗涓汇成无穷伟力，书写了人定胜天的
新时代华章。

圆满完成年度经营目标，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各项事业累
累硕果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德力西员工的忙碌身影。他们争分夺秒，
飞奔在驰援临时医院的路上；他们夜以继日，奋战在运转不息的流
水线上；他们精益求精，以“领航者”的速度，再臻“登峰”之境……

这一年，我们与家国同运，为自己喝彩。

近日，德力西电气品牌维护

中心先后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和

济南市协助当地执法机关侦破两

起假冒产品案，极大震慑了制假

售假分子，有效维护了德力西的

品牌形象。

2020 年 12 月 22 日， 内 蒙

古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内蒙古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了一

起由鄂尔多斯市经侦支队办理的

涉案千万元销售假冒德力西产品

的案件。

2019 年初，德力西电气品

牌维护中心接到举报，在鄂尔多

斯市有人销售假冒德力西注册商

标的成套产品。公司品牌维护中

心迅速组织工作人员，经过 3 个

多月的走访调查，确定在鄂尔

2020 年新年伊始春节

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疫情席卷中华大地。自

疫情爆发以来，德力西集

团高度关注，第一时间成

立以胡煜鐄总裁为执行主

任的应急应对委员会，对

集团防疫工作作出总体部

署。一抓员工防护，分布多省的两万员工无一感染。二抓抗疫支援，

驰援全国 8 省 9 市 10 所临时医院建设。三抓复工复产，三月底实现

产能复常，二季度追平原定目标。

2020 年 9 月 27-28 日，由中国企业联

合会、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20 中国

500 强企业高峰论坛”在郑州举行，德力西

集团连续 19 年上榜。

2020 年 11 月 4 日，德力西集团旗下上市

公司广东甘化发布公告，鉴于公司主营业务已

发生重大变化，结合公司发展现状和未来战略

方向，为使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与公司主营业

务更加匹配，故将公司名称由“江门甘蔗化工

2020 年 11 月 18 日，德力西电气登峰峰会暨新品发布会在上海最高地标上海中心盛大举办，德力

西集团董事局主席、德力西电气董事长胡成中，德力西集团总裁胡煜鐄等领导和 200 多位合作伙伴，以

及数十位媒体朋友出席现场活动，同时线下还有近 300 个直播观看分会场。

“登峰”系列的诞生是德力西电气创新进程上的重要一步 , 公司依托高度数字化优势 , 推出全新一

代全应用领域全系列高性价比低压配电和工控产品 , 全面实现性能、体积及智能化的多个“极致”突破。

2020 年 11 月 20 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京举行，隆重表彰第

六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第二届全国文明校园、文明家庭

和新一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典型。德力西集团荣膺全国文明单位。

多年来，全体德力西人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企业发展、国家富强的伟大

进程中来，努力打造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走出了一条强企报国之路。

2020 年 12

月 28 日，浙江省

重大产业项目之

一——德力西湖

2020 年 2 月 26 日下午，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袁家军来到德力西

柳市工业园视察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情况。袁家军充分肯定了德力西抗击疫情和积极复工复

产所做的工作，并鼓励德力西在确保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坚定不移推动复工复产工作。

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副主席胡成国，集团执行副总裁张永，高级副总裁胡成虎陪同接待。

2020 年 3 月 10 日，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调研德力西智能家居电气中部

制造基地，了解企业复工复产、生产经营等情况。他指出，稳企业就是稳经

济、保民生、促发展，要把企业复工达产作为当前工作重点，加大帮扶力度，

优化营商环境，多做雪中送炭的事，真正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2020 年 12 月 28 日， 由 人

民网主办的第十七届人民之选匠

心奖颁奖盛典举行。德力西电气

AFDD 电弧故障保护断路器作为

国内电弧故障保护断路器的先行

者，凭借创新技术、硬核实力、

良好口碑荣获“2020 年度人民

之选匠心技术奖”。

作为业内最具影响力的评选

活动之一，人民之选匠心奖评选

活动已连续举办 17 届。本届评选

旨在表彰能够代表各行业高质量

发展的优质产品、服务技术与解

决方案，高标准、全方位、全媒

体展现质量标杆，弘扬工匠精神。

德力西电气始终以创新为源

动力，依托国际先进研发技术平

台、实力雄厚的专家团队和完善

的研发管理制度，不遗余力地推

动行业技术创新，先后推出领航

者系列、新 6 系列、新纪元系列、

登峰系列等行业精品。德力西电

近日，德力西多位优秀员工

获得各级政府部门嘉奖，有力展

现德力西人风采，获得社会各界

的好评。

2020 年 12 月 1 日 , 由 新 疆

自治区公安厅交警总队、新疆法

制报社联合举办的“新疆好司机”

评选活动落下帷幕，今年在新疆

抗疫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德力西新

疆交通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德新交运）驾驶员依斯砍旦·肉

孜荣膺 2020 年度“新疆好司机”

荣誉称号。

 2020 年春节期间，一场突

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人们的正常

生活。乌鲁木齐各个小区实行封

闭隔离管理，依斯砍旦·肉孜得

知公司驾驶员紧缺的消息后，主

动要求参加运输保障任务。他白

天穿着厚重闷热的防护服忙前忙

后，带头处理特情车辆、测体

温以及车辆消毒等工作 , 晚上根

两起假冒德力西产品案成功告破 德力西一产品荣获
“2020年度人民之选匠心技术奖“

德力西多位优秀员工获嘉奖

  德力西电气品牌维护中心 
郑天恒

  德力西电气品牌部 杨杨

  德力西电气品牌部 杨杨

  德新交运 费昌军 
集团党群办 刘冰洁

战疫不误发展

德力西电气登峰系列耀目上市

集团荣膺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

德力西湖头工业园
正式投入使用

广东甘化更名为甘化科工

袁家军视察德力西

王国生调研德力西

挥别 成如容易却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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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2 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

堂开幕。全国人大代表、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在京履职参

政议政，所作审议发言、建议受到最高人民法院、交通部等有关部

委积极回应。自 2003 年首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以来，这已经是胡

成中第 13 次参加全国“两会”，总计 48 份提案、建议，见证了他

十多年来代言产业、心系民生、关注经济的拳拳之心。

胡成中参加全国“两会”履职建言5
2020 年 3 月 16 日，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杭州召开。

这 也 是 时 隔 17 年， 浙 江 再 次 专

门召开高规格大会，推进制造业

发展。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

成中作为浙江首批“雄鹰企业”

负责人之一再领殊荣。

德力西再获高质量发展殊荣4

头工业园正式投入使用，为德力西集团大力打造的电气智

能制造阵营再添虎翼。它的竣工投产，不但标志着德力西

集团综合产能与制造工艺的进一步提升，也将为当地社会

经济和带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厂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广东甘化科

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由“广东甘化”

变更为“甘化科工”。公司证券代码不变，仍

为“000576”。至此，甘化科工正式实现了向

军工产业的转型，而由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的

原厂名，也浓缩为“甘化”二字得以传承。

气领先市场推出的 AFDD 电弧故

障保护断路器，是国内首个推出

电弧故障保护断路器的知名品牌。

德力西电气 AFDD 电弧故障保护

断路器不仅具备电弧故障保护功

能，还可以实现过载、短路保护，

集三重安全保障于一体，突破国

内技术瓶颈，为市场带来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技术创新产品。

此次获奖，更是行业与消费

者给予的高度肯定，也展现德力

西电气在技术创新和高品质方面

的强大实力。

据管控要求就睡在简陋的办公

室里，前后执行任务 94 天、200

多车次，为疫情期间公司运输保

障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2020 年 12 月 2 日，2020 年上

海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上

海市模范集体表彰会在沪举行。上

海德力西集团电线制造公司党支部

书记、成品车间副主任周振波荣获

“上海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在工作上，周振波亲力亲为

抓落实，时时处处做榜样。在生活

上，他经常对员工嘘寒问暖，尽自

己最大的可能为大家提供帮助。任

职全国人大代表履职期间，他聚焦

农民工子女教育等众多民生现实问

题，先后提交 20 多份具可操作性

的建议，为推动问题解决和群众境

遇改善贡献了积极力量。 

2020 年 12 月 15 日， 温 州

市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总结大

会在市人民大会堂举行。浙江

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伟

俊，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姚

高员出席会议并讲话。德力西

集团党委书记陈建春荣获“2020

年度最美温州人·最美拥军人

物”荣誉称号。

2020 年 5 月， 在 乐 清 市、

柳市镇及集团领导的大力支持

下，陈建春牵头成立德力西集团

退役军人服务站并兼任站长。服

务站围绕“工作有人干、活动有

场所、诉求有渠道、解困有平台”

的总目标，开展德力西退役军人

信息管理、就业扶持、走访慰问

等管理服务工作。

多斯市有大量假冒德力西成套产

品。工作人员当即向鄂尔多斯市

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并积极配

合该局经侦支队进行调查取证和

全面排查工作。经过证据固定和

技术鉴定，确定这些单位使用的

都是假冒德力西产品。鄂尔多斯

市公安局立即展开收网行动，

在当地小区等 12 个单位查获假

冒德力西变压器等产品共计 559

台， 涉 案 金 额 598.80 万 元。 随

后又在宁夏、甘肃等多个省市查

扣假冒德力西配电箱等产品共计

475 台，涉案金额 500 余万元。

另悉，2020 年 12 月初，山

东世纪恒泰有限公司及法定代表

人张某某销售假冒德力西产品的

案件由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决，该

公司被处罚金 10 万元，张某某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 1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