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暖通家新闻周报

12.30—1.5
关注微博、微信,随时随地获得最新消息

微博：http://weibo.com/hvacrinfo

微信：订阅号“hvacrinfo”

注：

1、本周报具有书签功能，使用 PDF 阅读器时打开侧方书签，方便快速浏览各个栏目。

2、想要了解摘要所述更详细内容，可直接点击摘要后所属链接。

3、对于本周报有更多更好的意见或建议可直接发邮件给我们，EMAIL：hvac@ixun.info

制作：i 传媒/《暖通空调资讯》编辑部

2020-1-6



地址：江苏常州市天宁区北塘河路 8号常州恒生科技园 2号楼 603 室

电话:0519-85607235 / 85607236 传真：0519-85607603

目录

产经政策.........................................................................................................................3

相关产业.........................................................................................................................4

企业动态.........................................................................................................................5

区域动态...................................................................................................................... 10

中标信息...................................................................................................................... 11

渠道信息...................................................................................................................... 14

i 猎聘优选....................................................................................................................15



地址：江苏常州市天宁区北塘河路 8号常州恒生科技园 2号楼 603 室

电话:0519-85607235 / 85607236 传真：0519-85607603

产经政策

关键词：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的通

知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72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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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业

关键词：净水

2020 年 1 月 6 日-7 日，即将南京召开以“智”造未来，拥抱健康为主题的“新形势下我国净水行业

发展与振兴研讨会”，届时，将邀请国家相关主管部门人员、行业专家优秀企业等就热点、难点问题

进行讨论。

http://www.shushizhineng.cn/news/show.php?itemid=46346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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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动态

关键词：三星

12 月 27 日，第六届中国房地产供需合作发展年会在深圳举行，三星中央空调以先进的技术、优质的

产品、雄厚的品牌实力脱颖而出，荣获 2019 中国房地产工程合作·百合奖“优质材料供应商”称号。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25

12 月 26 日，2019 年度“河南室内设计师 100 强暨河南人喜爱的家居品牌”颁奖盛典如约而至，三

星中央空调凭借其优质的产品、创新的科技及品牌影响力荣获此项殊荣。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27

2019 年 12 月 31 日，天津滨新华通成立 11 周年暨 2020 年三星中央空调开盘会如约而至，三星（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领导，天津市家居商会代表，天津市制冷学会工程专家及各行业大咖群贤毕至，共

叙十一年之情，同享饕餮盛宴。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90

回首 2019 年，三星中央空调披荆斩棘，收获了荣耀和汗水，在家装行业寒冰的大背景下，三星无风

感中央空调凭借三款划时代的产品（单面嵌入式室内机、360 嵌入式室内机、沐风嵌入式室内机）逆

势增长，宁皖赣地区流通事业获得 56%的增长。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93

关键词：开利

2019 年 12 月 25 日，由开利主办的“开利轻型商用全球示范区启动会”在成都华尔道夫酒店顺利举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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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花

2019 年 12 月 24 日，在隆重热烈的气氛中，三花控股集团 2020 年度经营计划大会在三花新昌工业

园会议中心报告厅举行。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28

关键词：LG

2019 年 12 月 25 日，LG 电子与巨力地产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29

关键词：美的

2019 年 12 月 29 日下午，美的中央空调湖南暖通分中心邀请基准方中设计院，考察了位于长沙市的

样板工程，样版工程包括的设备种类较多，主要有多联机、风冷热泵模块机、离心机等。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31

关键词：松下

11 月 13 日，济南高新区 7 万余平大型综合体汉峪金谷 A8 地块 GHP 燃气空调项目正式开机运行，

这标志着松下制冷与济南港华在济南市场的合作取得崭新突破。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32

关键词：三菱重工海尔

日前，三菱重工海尔中央空调举行了以“好空气·菱距离”为主题的 2020 年度开盘会议。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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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三菱重工海尔中央空调凭借强劲的增长势头与有口皆碑的市场声望，在“2019 舒适家居行业

零售商峰会”上荣获中央空调“金驰奖”。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38

关键词：扬子

近日，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发布了 2019 年绩效评价优秀的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单，表彰了 2019 年

度绩效评价优秀的 108 家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其中，依托扬子空调建设的“安徽省暖通与空调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榜上有名。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44

2020 年 1 月 2 日上午，滁州市 2019 年度第四季度“三看三比”巡回检查活动在扬子空调智能产业

园隆重举行。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73

关键词：克莱门特

克莱门特螺杆式低温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重磅上市！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45

关键词：约克 VRF

2019 年 12 月初，第九届中国建筑装饰行业高峰论坛在上海雅悦新天地举行。本次高峰论坛由中国装

饰工程联盟、中国家装界精英汇联合主办，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建材家居分会支持，约克 VRF 与甄选全

球供应链联合冠名。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46

关键词：华源泰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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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29－30 日，在北京会议中心隆重召开第十三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会上，中国

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向北京华源泰盟节能设备有限公司颁发了“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企业”证书与奖牌。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56

关键词：西屋康达

11 月 28 日，广东西屋康达公司党支部、联合佛山市律师行业党委与市司法局机关党委第五支部、以

及市律协机关党支部联合举办主题党日活动，交流“两新”党建工作经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57

关键词：天加

12 月 30 日，第七届江苏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在宁召开，

天加董事长蒋立被授予“江苏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58

日前，天加环境苏州分公司传来喜报，在 2019 年设备销售签单达 1.0045 亿元，连续两年签单过亿，

成为苏州市场表现强势的暖通空调品牌之一。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92

关键词：麦克维尔

经 HiH 健康标识评价专家委员会审查，麦克维尔 A+变频户式水机的健康性能符合《健康住宅评价标

准》T/CECS462-2017 的要求，同意入编《全国健康地产创新成果实践案例与健康产品推荐目录》。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88

关键词：东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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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2 日，伴随着全新产品 SMMS-u 的行业首秀，搭载在其身上的东芝空调全球首创的专

利——三转子压缩机也正式“曝光”。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95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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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动态

关键词：2019 第一届淮海经济区制冷、空调及通风设备展览会

12 月 17 日，经过一年精心筹备，由徐州市制冷行业协会主办，《现代制冷》杂志社承办，江苏省制

冷学会、徐州市制冷学会、通风设备商务专刊联合协办的“2019 第一届淮海经济区制冷、空调及通

风设备展览会”在江苏徐州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34

关键词：《吉林省电能清洁取暖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近日，吉林省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吉林省电能清洁取暖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宣布民用建筑、

工业建筑、农业建筑等建筑物（构筑物）采用电能清洁取暖且符合年度支持重点的项目，全部纳入奖

补范围（要求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以上）。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59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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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信息

关键词：天加

近日，在馆陶县 2019 年度重点民生项目——建设分布式供热站中，天加为其提供 100 多台空气源热

泵机组，覆盖采暖面积近 30 万㎡，为各社区居民采暖提供保障。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35

关键词：格力

近日，格力凭借自主研发制造的光伏直驱变频多联机系统、人工智能多联机组，在国内国际众多品牌

中成功突出重围，中标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项目。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36

2019 年 11 月 4 日，格力经销商四川南虹成功中标华润龙湾御府精装房空调工程项目，3177 套多联

机正式进场。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41

近日，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珠海横琴一期项目 1 号供冷站调试运行顺利完成，项目采用格力 4 台

2400RT 冰蓄冷双工况变频离心机机组，运行效果获得了项目方的肯定和赞扬。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70

格力就凭借其自身优质的品质和实力，斩获海底捞（长春宽城万达广场店）多联机项目，为其提供数

台 GMVES 系列格力商用中央空调，并与近日调试完成。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94



地址：江苏常州市天宁区北塘河路 8号常州恒生科技园 2号楼 603 室

电话:0519-85607235 / 85607236 传真：0519-85607603

关键词：扬子

近日，西安宜必思酒店公开招标，特别提出了对于低温模块产品的要求，扬子中央空调在层层竞标过

程中脱引而出，最终成为该项目的设备提供方，提供冷热源相关设备。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40

近日，扬子中央空调服务南阳镇养殖场，为养殖场带来节能、舒适的环境。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48

关键词：EK

近日，西安宝能汽车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产业园一期项目公开招标，其中，EK 空调凭借着良好的产

品性能成功中标，为其提供末端产品。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42

关键词：东芝

近日，杭州滨江龙湖·东潮府部分楼盘摇号开售，滨江龙湖·东潮府楼盘采用东芝空调为其提供中央空

调设备，东芝空调按技术标准严把质量关，逐一安装调试到位。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47

关键词：三星

近日，三星中央空调以先进的技术、雄厚的品牌实力为沈阳市格林观堂别墅项目提供了优质的产品，

此次的项目服务充分展示了三星中央空调的品牌形象及产品实力，同时也体现了用户对三星中央空调

的充分认可。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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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三星中央空调以先进的技术、雄厚的品牌实力为沈阳市碧桂园·名门项目提供了家用无风中央空

调产品，此次的项目服务充分展示了三星中央空调的品牌形象及产品实力，同时也体现了用户对三星

中央空调的充分认可。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51

关键词：志高

近日，志高暖通旗下多联机产品成功服务重庆市北碚区水土医院，为医患带去节能环保、健康舒适的

工作和就医环境。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55

关键词：莱恩

2019 年 12 月 29 日，山西政府采购网发布中标公告，莱恩携手龙烨科技，共益节能成功中标长治市

屯留区 2019 年公建单位“以电代煤”清洁取暖改造项目第五包（张店镇卫生院）、第七包（吾元镇

政府，上莲开发区管委会）。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61

关键词：富士通将军

近日，富士通将军空调在西北市场再传喜讯，在西安万科金域国际项目中成功中标。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96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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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信息

关键词：东芝

2020 年 1 月 2 日，“崭新绽放 技术为王”东芝空调 2020 杭州新品推广会在长安宴酒店举行。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74

关键词：三星

1 月 2 日，三星中央空调 2020 东北地区开盘会在沈阳隆重召开，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央空

调事业部领导、区域内经销商代表以及三星中央空调销售、市场、研发、技术服务等部门代表共同出

席会议。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89

2019 年 12 月 26 日，“同心致远·圆见未来”三星中央空调西北区域答谢会暨新品发布会在古都西安

圆满落幕。

https://www.hvacr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7691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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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猎聘优选
【 渠道销售客户经理】

企业编号：124

外资企业 广州、深圳地区各 1 名

主要工作内容：

1.完成个人的销售目标；

2.负责覆盖区域的项目，直接参与重点项目；

3.根据公司销售策略，在负责区域全面推广 PI（Pressure Independent 压力无关）产品以及公司其他核

心产品；

4.负责管理与协调分销商、项目合作方；

5.作为分销商与公司之间的纽带，与公司内各个相关部门保持紧密合作 ；

6.根据销售策略，完成相关的书面汇报工作；

7.完成公司布置的其它工作。

专业及工作经验要求：

1.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暖通空调、自动化控制相关专业毕业, 同时具有以上两种专业学历者优先；

2.至少 8 年暖通空调控制相关行业经验；

3.具有项目开拓，渠道管理和协调的能力；

4.外资企业相关工作经验；

5.熟练的英语口语及书面沟通技巧；

6.良好的普通话沟通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

7.具有相关的产品知识与技能；

8.熟悉行业与竞争对手；

9.对工作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10.具有开拓精神及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11.诚实、努力并正直。

【 区域应用顾问】

企业编号：124

外资企业 深圳、北京地区各 1 名

主要工作内容：

1.与设计院及顾问公司建立起良好且持久的合作关系，并维护这种合作关系。

2.在顾问公司内，推动产品在具体项目上的品牌入围工作。

3.协助销售工程师解决设计院、顾问公司的配合问题。如：

a)对设计院、顾问公司的相关设计单位，进行产品及解决方案的推广。

b)对区域内重要工程、重要项目的信息进行主动收集分析。并在新产品的项目实际应用层面提供支持，包

括为公司撰写、编译文档。

工作能力要求：

1.熟悉中央空调工程的主要设备。熟悉其设计参数、运行参数、运行状况。

2.熟悉设计院的工作流程，了解国家相关设计规范和标准；

3.较强的图纸阅读能力，熟悉设备选型及了解专业安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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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熟练使用 AutoCAD、天正等绘图软件和 PowerPoint；

5.有良好的、规范的文字表述能力；良好的普通话表达能力；

6.可以阅读及理解暖通类、阀门类的普通英文技术资料；

7.能适应频繁的出差。

专业及工作经验要求：

1.暖通专业，全日制统招四年制（或五年）本科或以上学历；

2.在国内大型设计院从事暖通设计工作或房地产行业同岗位从业经历；中级以上职称；

3.对专业业务知识有较强的钻研精神。

4.5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中央空调技术支持工程师】

企业编号：123

浙江 中央空调制造企业

任职要求：

1.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2.要求建筑环境、制冷、暖通或机电相关专业，会 CAD 制图；

3.有责任心、思维活跃；

4.有相同岗位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

【中央空调电气工程师/技术员】

企业编号：123

浙江 中央空调制造企业

任职要求：

1.要求本科以上学历，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或相关专业毕业；

2.熟练掌握 AUTOCAD 制图，熟悉 PLC 编程语言和原理；

3.有从事中央空调，暖通楼宇电气自动控制设计开发工作经历的优先。

【中央空调设计研发工程师】

企业编号：123

浙江 中央空调制造企业

任职要求：

1.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2.要求建筑环境、制冷、暖通或机电相关专业；

3.具有制冷、热泵系统（工业、商用）独立设计工作经验；

【工业冷冻销售工程师】

企业编号：122

外资品牌 陕北、陕南、新疆

岗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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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极了解客户诉求，发掘潜在业务机会，完成销售业绩；

2.及时了解客户满意度变化，及时将信息反馈给服务人员或上级领导；

3.为客户提供可行性业务方案，负责后续跟进、签约、收款等工作；

4.具有自身提升的意愿，具备较强的自学潜力，工作抗压承受能力强。

任职要求：

3.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制冷或暧通空调专业尤佳；

4.相关行业工作经验两年以上，熟悉工业冷冻产品、中央空调机房系统、水系统、末端空调系统、控制系

统的基本构成特点；

3.良好的空调冷冻产品或相关行业合作销售经验，大型企业销售经验更佳；

4.良好的沟通、商务洽谈、口头书面表达能力，善于交往并快速建立信任关系。

【工业冷冻销售主管】

企业编号：122

外资品牌 陕北、陕南、新疆

岗位职责：

1.积极了解客户诉求和预算编定时间或投资计划，发掘潜在业务机会；

2.及时了解客户满意度变化，及时将信息反馈给服务人员或上级领导；

3.为客户提供可行性业务方案，负责后续跟进、签约、收款等工作；

4.及时向公司反馈市场信息及竞争对手动态，并扩大业务信息来源。

5.协调处理好客户、支持团队的业务关系，保障销售业绩的完成。

任职要求：

1.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制冷或暧通空调专业尤佳；

2.相关行业工作经验三年以上，熟悉工业冷冻、中央空调、水系统、末端空调、控制系统；

3.良好的空调冷冻产品或相关行业合作销售经验，大型企业销售经验更佳；

4.良好的沟通、商务洽谈、口头书面表达能力。

【中央空调销售工程师】

企业编号：122

外资品牌 陕北、陕南、新疆

岗位职责：

1.积极开拓更多潜在顾客，及时推广公司产品及服务信息；

2.挖掘项目信息，完成个人销售目标；

3.为顾客提供各种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如咨询、商务谈判、交货等；

4.对负责项目进行及时跟踪，实时了解工程进展及各方面信息；

5.定期汇报销售情况，并进行市场调查及市场情报搜集；

6.与经销商、设计院、客户和工程公司等保持密切联系，建立业务关系网络；

7.及时追踪、全额回收货款。

任职要求：

1.机械、制冷、暖通及相关专业，专科以上学历；

2.具有 2 年以上销售经验，熟悉当地市场；

3.工作积极主动，抗压能力强，良好的沟通、团队合作及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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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售后】

企业编号：121

外资企业 上海、杭州

岗位职责：

1、 定期对经销商进行技术培训

2、 协助经销商做好售前方案设计

3、 现场安装, 设备维修, 及调试指导

4、 区域内技术推广及交流

任职要求：

1、大专以上学历，年龄 25-35 岁，两年以上本行业工作经验

2、 暖通、空调制冷、建筑设备等相近专业

3、 熟悉水系统家用中央空调维修及采暖系统施工、调试

4、 熟悉家用中央空调的维修和保养

5、 熟练使用 Autocad 及 powerpiont 办公软件

6、 能适应短时间出差

【售后服务经理】

企业编号：121

外资企业 上海 10000-15000 元/月

岗位要求：

1、售后政策/流程制定，管理 400 电话和 CRM 系统

2、服务商签约和培训

3、管理/培训售后团队

4、拥有中央空调/水系统售后管理经验

5、男性， 年龄在 30-45 之间

【市场管理】

企业编号：120

日系品牌 无锡事务所

岗位职责：

负责区域内中央空调销售工作，渠道开发及维护，建立有效的经销商网络。

进行品牌推广及维护，参加招投标并给予经销商技术支持，为客户提供完善的空调系统解决方案。

岗位要求：

（1）2 年及以上中央空调销售、推广经验，有销售市场管理或者渠道开发经验者优先。

（2）具备一定的销售技巧及商务谈判能力，具备独立开拓市场的能力、具备良好的表达沟通能力，有较强

的责任心。

【中央空调销售主管、中央空调销售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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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编号：119

合资品牌 湖南办事处 五险一金 绩效奖金 通讯补贴 专业培训 免费旅游

岗位要求：

1、制冷或暖通等相关专业，大专或以上学历；具有 2 年以上销售经验；

2、负责湖南地区中央空调的销售，能为客户提供技术服务和进行商务洽谈；开发新的销售渠道等。

【空气能销售部长】

企业编号：118

常州 中央空调制造企业 8000 元/月 招 1 人 南北大区

岗位职责:

1、负责产品在所辖区域的销售与推广；

2、负责所辖区域内客户的开发、维护、管理；

3、开拓市场，完成公司制定的各项指标；

4、收集、分析辖区内竞争对手、市场信息并及时向公司反馈；

5、负责协助经销商网络开拓及技术支持类的指导工作

【中央空调、空气能售后】

企业编号：118

常州 中央空调制造企业 6000 元/月 招 2 人

岗位职责:

1、对公司产品进行调试、安装、维修、保养；

2、负责客户的沟通，跟踪项目设备的运行情况，负责对客户的技术培训工作，发展维护良好客户关系；

3、吃苦耐劳，适应出差。

以上信息仅作为传播，不收取任何费用，对于有关企业和个人信息，承诺绝对保密，不向第三方提供。

有意可咨询：0519-85607235/85607236 周女士邮箱：zy@ixun.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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