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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 31日袁超过 1200名
来自全国各地的事业合作伙伴袁 像趋
光运动的蝴蝶一般荟聚南京袁 他们的
交汇点就是位于野国际慢城冶高淳的红
太阳未来产业中心遥 在这里袁他们共同
见证了一个既不同于淘宝尧 又迥异于
京东的以产业为支撑的集传统营销尧
电子商务尧微营销尧直销等模式优势于
一体的野世界村智慧零售冶颠覆性创新
模式鸣笛启航曰在这里袁他们共同缔结
了一个 野携手中国 500强袁 创造世界
500强冶的梦想之约噎噎

在世界村集团尧 红太阳集团董事
长杨寿海的挥斥之间袁成就百万能人尧
健康亿万百姓袁健康中国启动仪式袁定
格为一个以健康为事业依归尧 以创业
为精神驱动的新型产业生态圈的原点
标志遥

全球甄选袁只为满足野美好生
活的向往冶

作为全球农药行业制造八强尧亚
太第一袁中国野十三连冠冶企业袁红太阳
集团在为国家解决了 野既要保证粮食
安全袁又要保证食品安全冶的历史难题
之后袁解决亿万家庭野从田头到舌头冶
的健康饮食问题袁 成为集团董事长杨
寿海进一步布局大健康产业的初衷遥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袁 与发展不均
衡相伴随的是信息的不对称院一方面袁
优质的特色农产品往往偏居一隅袁农
民因为缺乏产业化的扶持尧 市场化的
引导以及畅通的销售渠道袁 始终难以
摆脱低附加值尧丰产不丰收的怪圈曰另
一方面袁 对食品安全和健康养生日益
重视的亿万市民袁 则受困于消费环境
的混沌袁或陷于层出不穷的骗局袁或惮
于进口野贵族产品冶的高价遥 放眼全球袁
这种信息不对称在国与国之间尧 洲与
洲之间尤为严峻袁 优质农产品资源全

球共享的理想依然遥远遥
因为农化行业的特殊性袁 红太阳

集团在国内很早就布局了覆盖全国
野千县万乡十万村冶的销售网络曰在全
世界袁红太阳的产品也畅销五大洲袁业
务覆盖 108个国家遥 这张由国内外无
数野能人冶构成的无形之网袁就像野工业
4.0冶时代的传感器袁随时把一线有价值
的信息回传给决策中枢袁 哪里的土壤
质量好不好袁 哪里的农场用药施肥科
学环保袁 哪里的农产品独具特色噎噎
这份人无我有的 野全球天然健康功能
食品大数据冶袁是红太阳做健康产业的
绝对优势遥
世界村健康产业集团董事长卢玉

刚介绍说袁早在多年以前袁杨寿海董事
长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社会痛点袁
并为世界村确立了野买全球袁卖全球冶
战略大方向遥
多年来袁依托红太阳的产业触角袁

世界村从五大洲甄选获取了近 10 万
种国际健康食品资源袁为红太阳尧世界
村的产业升级换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
作用袁也为亿万中国家庭提供了优质尧
健康的饮食消费品袁成为野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冶的重要渠道遥

产业扶贫袁践行民族企业责任
担当

五年磨一剑袁一剑五出鞘遥从 2012
年启动至今袁依托红太阳 28年所创造
的模式尧团队尧市场尧品牌尧人才等八大
优势袁世界村成功创造了中国唯一尧自
主创新的以国际功能农业尧 国际功能
软饮尧国际健康食品尧智慧零售和智慧
农超等五大行业为主产业的健康产业
链生态圈遥 在杨寿海亲自考察遴选之
下袁 安徽石台等三个健康资源禀赋优
越的贫困地区成为大健康战略的首批
落子之地遥 世界村锁定石台野硒冶的优

势袁全面嫁接集团资源袁斥巨资在石台
建设一座集产业集聚尧健康养生尧旅游
度假尧 文化体验和生活样板于一体的
产业新城遥

世界村功能饮品有限公司是集团
在石台产业化发展的第一步袁 一期投
资 1.68亿元袁已建成年产能 30万吨的
富硒生命源水生产线遥 2016年石台全
县的 GDP还不到 24亿元袁 世界村的
到来不但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生力
军袁还为当地创造了上百个工作岗位袁
周边产业生态更惠及数以千计的家
庭遥 后续年产 50万吨富硒弱碱高氧小
分子豆奶饮尧 花生奶饮尧 富硒营养早
餐尧 果饮和茶饮等项目也将陆续开工
建设袁全部建成后袁有望实现产销野双
超冶20亿元袁 创利和利税 野双超冶3亿
元遥 届时袁不仅将成为中国富硒功能软
饮首家上市公司袁 而且有望成为国家
产业扶贫的示范工程遥

创业发展二十多年来袁 在以科技
进步尧 产业发展践行实业报国的社会
责任同时袁 红太阳集团积极担当履行
国家倡导的野对口支援尧产业扶贫冶袁产
业扶贫一区二县 渊重庆万州区尧 云阳
县袁安徽石台县冤袁精准扶贫千村万户遥

智慧零售袁打造野健康中国冶主
流消费场景

世界村推动健康产业垂直整合袁
从源头上确保使用环保农药和生态肥
料袁 种植环节引入 野良好农业规范认
证冶渊GAP冤袁生产环节参照野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冶渊GMP冤袁物流和零售也
参照医药流通的 野产品供应规范 冶
渊GSP冤, 确保整个流程全程可追溯袁建
立了一个农民与市民野舌尖上的健康冶
互信互动的线上+线下平台遥

卢玉刚表示袁 传统电商不过是把
租赁的柜台从线下搬到了线上袁 产品

不是淘宝的也不是京东的袁 世界村做
的是野产业电商冶生态圈袁背后依靠的
是 20多年积淀的对整个产业链的渗
透度尧整合资源和把控力遥

农业部在 叶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曳中指出袁要进
一步增加绿色优质安全和特色农产品
供给袁也要培育市场信誉度高尧影响力
大的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遥 目前袁世界
村的健康产业链生态圈中已经接入了
来自全球的数万家上中下游中小企
业袁 它们有的得到授权使用世界村的
品牌袁 有的使用自有品牌提供符合世
界村标准的健康产品袁 与世界村的自
主产品一道袁 通过线上和线下的便捷
渠道联接亿万家庭遥

2015年袁 出于对世界村模式的高
度认可袁农业部将野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目录冶 产品的唯一推广平台指定给
世界村袁线上电销+线下体验空间的消
费模式袁 让以往天各一方的千百种名
特优新农产品聚集呈现袁 成为 野看得
见尧摸得着冶的切实体验遥

此次野成就百万能人尧健康亿万百
姓袁健康中国启动仪式冶袁标志着世界
村野智慧零售冶的焕新升级袁整个平台
将以更大的包容度尧 更具颠覆性的共
享激励模式袁整合吸纳更多资源袁提供
更多的赋能服务袁创建更为宽广尧丰富
的生态圈遥 杨寿海董事长在启动仪式
上宣布袁 世界村智慧零售将依托中国
500强红太阳集团的健康产业优势袁整
合五洲百国十万健康食品袁 未来 5年
追加百亿投资整合袁 创建中国领先的
国际健康食品体系遥

世界村成功独创野国际 335621健
康食品冶 新零售模式要要要即 野3个核
心冶院全球产品尧智能物流尧智慧创意
渊新理念尧新零售尧新金融尧新业态尧新
模式冤曰野3大平台冶院产品平台尧经营平
台尧市场平台曰野5大类产品平台冶院唯一
性产品尧 差异化产品尧 特色功能性产
品尧名优新产品尧常规产品曰野6位一体
经营平台冶院整合国际 ERP尧云数据尧物
联网尧电子商务尧智能物流尧供应链金
融为一个集线上线下尧 连接全产业链
的公共平台曰野2个网络 1张网的市场
服务平台冶院1渊省冤+N渊市冤+X县渊区冤+
C镇渊街冤的四级智能物流联网袁线上
线下体验连销店+健康大师微营销的
三级零售网袁 以及通过互联网+云数
据尧电商+微商尧线上+线下尧物流+服
务等 4+4模式把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
全程全网连成一张消费者放心网遥

体现在产品端袁野智慧零售冶 将紧
随红太阳集团的国际化发展步伐袁依
托其遍布全球的购销网络袁 为中国百
姓加大引进优质健康大宗商品的力
度袁如智利的上等红酒尧阿根廷的优质
葵花籽油等曰 红太阳集团的汽车产业
也将为野智慧零售冶提供丰富的环保汽
车产品线遥

体现在合作机制方面袁 杨寿海董
事长寄予了野健康亿万百姓尧带富千万
创客尧成就百万精英冶的使命定位袁野智
慧零售冶 将开放更多的接口给广大中
小微企业和创客人群袁野为百万能人搭
建平台冶袁整合红太阳集团产业尧科研尧
管理尧金融尧空间等各类资源袁为其提

供赋能服务袁 帮助那些澎湃着创业激
情尧 闪耀着创新智慧的经营体做大做
强袁与红太阳共享发展成果遥

体现在消费端袁野智慧零售冶未来 5
年的线上精准粉丝将达 2000万袁线下
连锁体验空间将达 6000所袁成为健康
中国的主流消费场景遥

共生共荣袁占领野共享经济冶的
制高点

近年来袁共享经济蔚然成风袁商业
模式迭代换新袁企业存亡此起彼伏袁浪
潮冲刷之下得以幸存的无非是几家重
资本支撑着熬死了对手的寡头遥 人们
不禁反思袁野共享经济冶 是否已经背离
了野共享冶的初衷钥 为什么共享的是大
家的资源袁 最终得利的却是几家高估
值巨头钥

世界村健康智慧零售控股有限公
司执行总裁陆长步认为袁 共享经济以
往的模式只共享工具尧共享平台袁唯独
不共享最后的收获成果袁 这样的生态
是失衡的袁 因而也是难以持续的袁野智
慧零售冶创设了野共享企业冶的新模式袁
就是希望打破这一死结袁 让所有的生
态建设参与者根据贡献比例分享最终
的收获遥

基于这一模式袁野智慧零售冶 鼓励
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尧 创客将自己
的研发尧生产尧品牌尧销售尧供应商尧客
户群等等需求和资源接入平台袁 红太
阳集团系统内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发明
专利尧研发团队尧食品药品生产线尧供
应链管理体系尧 红太阳金控的投融资
服务尧 世界村的品牌文化传播等等各
类成熟的功能模块都可以为其所用袁
通过品牌入股尧资本孵化尧创业扶持尧
转型升级扶助等各种方式形成共生关
系遥 导入的客户群在平台产生的二次
消费利润袁导入者可以分得一半以上袁
未来野智慧零售冶进入资本市场后袁还
将拿出 30%以上的股权袁 按照对平台
的利润贡献袁 分配给这些生态圈合作
伙伴袁真正实现共生共享遥

秉承世界村 野成就能人尧 健康高
人尧 恩报贵人冶 的经营理念袁野智慧零
售冶就是要为千万家事业合作伙伴袁提
供一个信得过尧靠得住尧用得上的创业
平台袁合众而致远袁共同为中国健康产
业的规模化规范化转型升级袁 为企业
营商环境和创业发展环境的改善袁为
亿万中国家庭的健康幸福而奋斗遥

启动仪式现场袁5位为野智慧零售冶
的市场开拓立下卓著功勋的合作伙伴
获得了 2辆宝马 X5尧3辆宝马 3的重
奖袁 此时距他们与世界村建立合作关
系才刚刚过去了两个多月遥 重诺笃行
的红太阳人袁通过这一小小的细节袁向
所有人宣示了全力推进野智慧零售冶产
业尧 与合作伙伴携手共荣的决心和诚
意遥

野为成功者升级袁 为创业者铺路袁
为合作者争先遥 冶卢玉刚信心百倍地表
示袁随着世界村野智慧零售冶产业链生
态圈的建立和颠覆性模式的深化应
用袁将会给传统零售赋能千倍尧万倍的
放大效应袁到 2020 年袁一个千亿级的
消费型创业平台将随着红太阳跻身世
界 500强而同步诞生遥 张林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