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017年 12月 5日袁 江苏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查组莅临南
京世界村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进行食
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遥

核查组专家依照 叶食品生产许可
审查通则曳等技术规范尧标准袁采取实
地勘察尧查阅文件尧记录等方式袁对生
产车间尧设备尧环境尧工艺尧品控尧仓储
等方面进行了严格认真核查遥 经核查
组综合评定袁 南京世界村天然保健品

有限公司申报的固体饮料尧 糖果制品
及代用茶符合 叶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
则曳的要求袁以近满分的优异成绩袁顺
利通过核查遥
此次顺利通过食品生产许可现场

核查袁 标志着南京世界村天然保健品
有限公司成功迈进食品生产领域遥 公
司将继续严把质量关袁 不断开发新产
品袁践行 野健康市民袁创富农民袁恩报社
会冶的使命担当遥 渊丛晓丹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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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7 年 11 月 29 日下
午袁 省国土资源厅李如海副厅长尧
市国土资源局许明局长率省厅和
市局相关处室领导袁在高淳区甘晓
辉副区长尧区国土资源分局许海燕
局长等的陪同下袁对我集团发动机
项目建设现场进行了考察调研遥 集
团副总裁胡容茂在现场热情接待
来访领导并汇报了项目建设情况
和推进概况遥

胡容茂表示袁红太阳集团发动机
项目是省尧 市两级重大工程建设项

目袁在省尧市尧区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
部门的大力协调和帮助下袁目前建设
推进工作顺利有序袁厂房建设基本完
成袁设备进口即将结束袁下一步计划
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袁争取在最短
时间内完成袁 尽快形成生产能力袁为
市场提供优质尧高性能尧低排放的发
动机产品袁 迅速形成市场竞争力袁成
功实现集团转型升级目标遥
李副厅长等领导听取项目建设

汇报后袁对红太阳集团由农化行业转
型至完全陌生的机械电子智能制造

行业的魄力和决心发出了由衷的赞
叹袁对现场体量巨大的现代化厂房和
科学的产业发展规划表示了赞许遥同
时他表示袁在项目建设用地和相关审
批报备上袁 国土资源系统的各级机
构袁将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提高工作
效率袁以最快捷的方式袁全力配合红
太阳发动机项目建设的推进遥 最后袁
他祝愿红太阳发动机项目早日达产
达能袁为改善地方经济结构和提升经
济增量作出新贡献遥

渊吴金火冤

本报讯 2017 年 12 月 12 日上
午袁 市经信委副主任周文彪一行莅临
我集团走访调研遥集团副总裁卢玉刚尧
李健等公司领导参与了接待交流遥
周文彪一行先后参观了红太阳

发动机项目建设现场尧大数据产业中
心等遥
座谈会上袁卢玉刚副总裁代表集

团向周文彪副主任一行的参观指导
表示热烈欢迎及感谢遥 卢玉刚表示袁
红太阳走过 28年风雨路袁 企业在创
新转型以及团队接班等方面取得了
喜人的成果袁 成功构建了集互联网+
大数据产业链生态圈尧生命健康产业
链生态圈尧智能装备产业链生态圈等

新型生态圈为一体的 野一芯两翼冶产
业格局遥这些成果离不开经信部门的
帮助和支持遥
卢玉刚强调袁 未来我集团将以

野进军世界 500强袁 创造全员幸福红
太阳冶的第二个野红太阳梦冶为目标袁
创意谋划尧科学实施尧扎实推进袁积极
突破传统农业的藩篱袁提档升级传统
产业袁大力拓展新兴产业遥预计到野十
四五冶末袁三大产业链将全面进军千
亿级企业之列遥

随后袁李健尧徐强尧朱广宇等人分别
代表集团智能装备尧医药尧云数据等产业
进行汇报袁 并就各自产业在发展中遇到
的困难袁向经信委提出协调帮助请求遥

周文彪高度肯定了我集团野一芯
两翼冶发展战略袁他表示袁此次走访调
研活动袁一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江苏
省尧南京市制造业大会精神袁进一步
推动全市大企业渊集团冤做优做强袁营
造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的良好氛围曰
二是学习红太阳经验袁红太阳作为南
京市制造业领军企业袁在农化行业取
得龙头地位的同时袁还能不断创新优
化发展战略尧 谋多元化发展之路袁这
样的创意思维袁值得作为案板向全市
推广曰三是寻求机制上突破袁未来市
经信委将与红太阳建立一个长期互
动联络机制袁确保能够及时了解企业
发展所需袁为企业排忧解难遥 (吴敏冤

本报讯 2017年底袁野2017年度国家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冶名单公示袁国星生化榜上有名袁且综合评分以绝对
的优势位列安徽省野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冶的第一位遥

野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冶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办袁
旨在培育一批知识产权数量和质量较高尧知识产权保护
和运用能力较强尧知识产权市场竞争优势初步形成的优
势企业袁在区域内部形成带动效应袁促进周围企业知识
产权有效提升遥 其评选条件十分严格袁涉及知识产权创
造尧运用尧管理与保护等各方面袁该荣誉的获批也是对企
业实力和影响力的肯定遥

九层之台袁起于垒土遥近年来袁国星生化投入了大量
的人力与物力袁用于知识产权的开发尧管理与运用等遥如
今袁多年的耕耘终于取得了明显的收获院2015年获得第
四届安徽省专利奖金奖尧2016年通过安徽省贯彻叶企业
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曳验收尧2016年成为野安徽省知识产
权示范企业冶尧2017年获得国家专利优秀奖尧 第五届安
徽省专利奖金奖尧野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冶袁 并于今年
获得一项 PCT专利授权遥截止目前袁国星生化共拥有授
权专利 69项袁累计申请国内专利 200余项袁专利实施率
达 80%以上遥

下一阶段公司将积极创建野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企
业冶袁加快知识产权向无形资产转化袁促进科技研发成果
向经济效益转化袁为实现野国星发展新蓝图冶破风袁为野红
太阳进军世界 500强冶护航遥 渊吴德清冤

本报讯 2017年袁安徽国星生物化
学有限公司与合肥工业大学共同合作
的 2,2爷-联吡啶研发项目核心技术成
果 野采用负载型双金属纳米催化剂的
2,2爷-联吡啶的合成方法冶 获得了比利
时发明专利授权遥这是国星生化首件获
得国际授权的发明专利遥

2,2爷-联吡啶作为联吡啶的异构体
之一袁 是有机化工生产中的重要中间
体袁既可以作为配体尧光敏剂尧检测金属
离子的指示剂等袁也可以作为高效低毒
除草剂敌草快合成的关键中间体袁市场
前景广阔遥 目前袁市场上多通过氯代吡
啶进行 Uullman 偶联反应生产制备
2,2爷-联吡啶袁但是产生三废较多袁污染
大袁不符合现代绿色化工理念袁制约了
吡啶碱产业的发展遥 因此袁设计和研发
高收率尧低成本尧安全性好的 2,2爷-联
吡啶绿色合成技术成为国内外一直攻
克的项目难题遥

为拓展吡啶碱产业链尧 实现大规模
工业化合成 2,2爷-联吡啶袁公司结合企业

的发展战略规划袁 与合工大共同合作
2,2爷-联吡啶研发项目袁并于 2016年 5月
开始筹备将自主研究成果 野采用负载型
双金属纳米催化剂的 2,2爷-联吡啶的合
成方法冶 作为核心技术成果提出国际专
利申请遥2016年 6月 20日正式向中国国
家知识产权局提出 PCT国际申请袁2017
年 8月 9日进入比利时国家审核阶段曰
2017年 7月 27日获得比利时授权遥
知识产权作为企业创新的重要载

体袁落实知识产权工作势在必行遥 国星
生化作为创新型企业袁充分发挥 耶防范
于未然爷的精神袁从未放松对知识产权
积累和管理的重视遥 今后袁国星生化将
进一步把实现产业化作为创新活动的
出发点和着力点袁探索更多知识产权产
业化途径袁实现主要产业向价值链高端
跨越遥 不积跬步袁无以至千里曰不积小
流,无以成江海遥 在知识产权竞争愈演
愈烈的时代袁 国星生化将稳扎稳打尧步
步为营袁终将筑起知识产权防护之盾遥

渊吴德清冤导读院2015 年 7 月袁野中国十大
领袖企业冶尧 中国制造企业 500强红
太阳集团正式进军中国高端水市场袁
推出世界村生命源水系列产品遥生命
源水一经出世袁 便以其低廉的价格尧
显著的功效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与推
崇遥富硒尧健康尧长寿噎噎这些名词使
得无数人对这款功能饮水的水源地
以及生产它的集团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袁 亲自前往红太阳集团本部以及
仙寓山功能软饮产业园一探究竟遥

2017年 10月 28日袁由 120位传
统养生文化爱好者尧公众代表以及经
销商组成的生命源水考察团队袁走进
红太阳集团袁 感受红太阳企业文化袁
重温生命源水的诞生历程袁感悟杨寿
海先生野上善若水袁积耶硒爷行德冶的大
爱之心遥

红太阳集团副总裁卢玉刚热情
接待了考察团并在大数据中心会议
室做了振奋人心的活动致辞院野生活
不止是眼前的苟且袁更有远方的诗与
歌袁 还有远方的世界村和生命源水浴
让我们携手红太阳袁共行天下第一大
善事浴 冶伴随着卢玉刚副总裁热情洋
溢的致辞袁野红太阳第二期 500强企
业溯源之旅冶活动正式启航浴

考察团一行先后参观了世界村
集团总部尧 红太阳集团未来产业中
心尧世界村新能与汽车发动机项目建
设现场尧世界村财智健康广场尧红太
阳医药产业集团总部和安徽 渊当涂冤
生命科学产业园遥考察团的方女士在
参观途中袁由衷地发出赞叹院野作为一
家 500强企业袁红太阳不仅有着庞大
的产业规模和宏大的战略规划袁更有
着为国为民的责任担当和造福子孙
的美好愿景袁 跟这样的企业合作袁我
们对于未来充满信心袁对于接下来的
生命源水溯源之旅充满了期待浴 冶最

终袁 带着对红太阳集团的深深震撼袁
方女士先生与记者一起踏上了溯源
之旅遥

清晨的仙寓山袁风光迤逦袁群峰
逶迤袁峡谷幽深袁古道纵横噎噎入山
的路上袁云雾缭绕着天和地袁近处的
花草树木袁远方的山峦房屋袁在云雾
中时隐时现袁 如一幅轻盈的帷幕袁飘
悬空中遥 打开车窗袁呼吸一口充盈着
负氧离子的天地灵气袁野我的乖乖袁真
的要升仙了袁也就只有这样的灵韵之
地方能产出生命源水浴 冶带着这样的
赞叹袁记者与考察团走入了这处人间
仙境要要要世界村功能软饮产业园遥

抵达功能软饮产业园第一站是
参观生产车间遥 据讲解员介绍袁这里
所有的水都是通过不锈钢管从仙寓
山野考坑冶泉中引流至此袁这样既能保
证这经亿万年地壳岩层循环尧溶滤后
自然涌出的生命源水的水质袁又能对
水源地的生态资源进行妥善保护袁工
厂内更是全自动流水线作业袁可以说
每一瓶世界村生命源水都是对健康
品质生活的完美诠释遥

世界村生源源水好在哪里袁考察
团一行带着疑问询问了专家遥 同行的
营养学专家张老师告诉我们袁仙寓山
的山泉水矿物质含量特别丰富袁除了
含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硒以外袁还
富含锶尧钙尧镁尧钠尧钾等稀有元素袁尤
其是 7.2到 8.2之间的适中 PH值袁与
人体的需求十分吻合遥 常年饮用袁可
以达到抗癌祛疾尧强身健体的功效遥

本次考察团中有一位徐先生吸
引了记者的注意遥 他在路途中袁主动
宣传生命源水的好处袁不时拿出自己
家人饮用前后的照片举例说明袁行程
还未结束袁便与他的团队拿下了福建
省多个城市的市级水代理权遥问及缘
由袁徐先生回答的非常感性袁野我做这

个不为了别的袁只是为了还愿遥 我女
儿一岁时身上放多处过敏袁皮肤都被
抓烂了袁为此我遍寻名医而无法遥 机
缘巧合之下袁 朋友向我推荐了这瓶
水袁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几箱袁
女儿喝了几个月袁皮肤竟然奇迹般的
好了袁而且更加白皙光泽遥当下袁我便
立下宏愿望袁我要将这水推广至全国
各地遥 冶

后记院2017年 10月 29 日袁生命
源水考察团踏上返宁的旅程遥 至此袁
历时 2天尧行程 600余公里的野红太
阳第二期 500 强企业溯源之旅冶圆
满落下帷幕遥 记者与考察团亲身体
会了一瓶水背后的故事袁 被红太阳
集团野健康市民尧创富农民尧恩报社
会冶的企业文化深深感染袁为杨寿海
先生野上善若水尧积硒行德冶的大爱
之心点赞浴 李运

江苏国土资源厅李如海调研发动机项目

南京市经信委来集团开展领军企业走访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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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保健品通过食品生产许可核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