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功创建了互联网经济的野平
台+技术+品牌冶新模式曰

成功开创了中国 500 强大型民
企野团队接班冶的先河袁成功选拔了由
186 名野中尧青冶年智慧员工组成的
野十大冶经营团队接班曰成功创建和实
施了 野60后主控尧70后主战尧80后主
峰冶的经营野新团队冶格局曰成功创建
了一套野团队创业尧共富共强冶的野身
股+营股+期股冶 人人做老板的尧命
运尧事业共同体的野新机制冶遥让野耕者
有其田尧商者有其股冶得以实现遥
掌声袁为红太阳的梦想而起要要要

圆梦助人袁将今天野笑话冶变成明
天野神话冶遥

红太阳提出袁奋斗八年袁实现野五

大冶核心产业同步进军世界 500强院
分二步创造野五家冶世界 500强企

业袁野二家冶世界名牌院到 2020年袁实现
红太阳野进军世界 500强袁全员幸福红
太阳冶和世界名牌企业的首期目标曰到
2025年袁实现红太阳尧世界村五大核
心产业同步进军世界 500 强和红太
阳尧世界村野双冶世界名牌的目标遥
分二段再上市野五家冶公司的时

间节点院到 2020年袁确保新上市三家
公司袁 力争上市公司总数达到 4家袁
市值超 2000亿遥 到 2025年袁确保新
上市 5家公司袁上市公司总数达到 6
家袁市值超 1万亿遥
掌声袁为红太阳的担当而起要要要

用工匠精神的毅力铸就国之重
器的新模式袁靠积德行善的情怀修成

野健康中国冶的担当企业遥
今天袁红太阳首次公开发布世界

村新零售野成就百万能人尧带富千万
好人尧健康亿万高人尧恩报十万贵人冶
新模式遥 同时提出袁奋斗八年全面实
现野成就百万能人尧带富千万好人尧健
康亿万高人尧恩报十万贵人冶的红太
阳新时代情怀目标遥
振奋人心袁催人奋进遥
一次次发自肺腑的热烈掌声袁长

时间在千人大礼堂响起遥
这掌声代表着众心 尧 凝聚着

民心遥
这掌声浸透着自豪 尧 传递着

自信遥
这掌声随着电波袁回荡在四面八

方袁为过去袁更为未来噎噎
黄贤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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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7年 12月 30日
下午袁 集团董事长杨寿海于大数
据产业中心一楼国际会议厅会见
了前来参加 野成就百万能人 尧健
康亿万百姓冶 健康中国启动大会
的部分事业合作伙伴代表遥

会上袁杨寿海做了野依托红太
阳袁铸就世界村冶的专题报告袁向
与会企业家代表简要介绍了公司
的发展尧野一核五芯冶 产业布局和
世界村智慧零售野健康亿万高人尧
带富千万好人尧成就百万能人尧恩
报十万贵人冶的责任使命袁着重阐
述了红太阳特色企业文化与发展
目标遥

会议现场气氛热烈袁 参会合
作伙伴对红太阳文化表示出了高
度的认同和赞扬袁 同时对世界村
智慧零售平台的前景充满信心遥

世界村健康产业卢玉刚尧陆
长步等人参加了此次会议遥

(范贝加冤

一个企业的乘风破浪袁总会在某个关键节点
被点亮尧唤醒尧催生尧绽放曰一家公司的发展蓝图袁
总会在历史的某个重要时刻显示出重大意义遥

2017年 11月 25日-12月 2日袁集团董事长
兼总裁杨寿海赴红太阳当涂渊生命健康冤未来产
业城密集开展调研工作袁并多次召开总裁现场办
公会袁总揽全局尧运筹帷幄袁规划红太阳当涂产业
发展变化新篇章遥他强调袁过去十年袁我们顶着压

力袁攻坚克难袁砥砺前行袁为红太阳求突破尧上台
阶尧大发展袁实现进军世界 500强打下了坚实基
础遥 未来三年袁我们更需坚定信心袁把握机遇袁打
造全球唯一尧规模最大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
吡啶碱生态圈袁全球首家生物工程农业集团要要要
安徽国星生物工程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袁 凝心聚
力袁开创野生物技术+冶创新转型新思路袁实现野裂
变式冶跨越发展新篇章遥

野只争朝夕尧敢为人先冶袁国星生物工程农业
集团千人共绘野大开发冶野大建设冶发展新蓝图

野夕阳西下袁一抹斜红洒落在塔罐林立的工地
上袁吡啶三期项目施工现场建设正酣袁廊桥飞架尧管
道纵横袁倏忽间焊接弧光四溅袁国星建设者们忙碌
的身影袁如同跳跃的音符奏响遥冶诸如这样热火朝天
的建设场景袁在国星遍地都是遥 年产 2.5万吨吡啶
碱项目尧年产 1万吨维生素烟酰胺项目现场上半年
还是空荡荡一片袁如今袁远望塔罐林立袁近看绿草如
茵袁呈现出现代工业与园林艺术的交融之美遥
去年以来袁杨寿海提出野聚焦当涂袁聚力发展

当涂冶的新发展定位袁国星完善组织领导保障机
制袁落实责任制袁将责任层层压实袁分解到人袁周
密制定好目标任务分解表和实施路径图袁来自五
湖四海的全体国星建设者们袁 为了同一个目标尧
同一个梦想走在了一起袁野人人头上有责任尧个个
肩上能担当冶袁他们践行红太阳野只争朝夕尧敢为
人先冶的新精神袁发扬野白加黑尧五加二冶的光荣传
统袁以独有的野红太阳速度冶参加项目建设野大会
战冶袁千人共绘野大开发冶野大建设冶的发展新蓝图袁
开创当涂投资建设的新局面尧新高度袁创造出又
一次脱胎换骨的野新巨变冶遥

野巨变已变袁未来已来冶袁野生物技术+冶新思路
引领野裂变式冶新发展袁全力打造全球首家生物工
程农业集团
为全力助推红太阳当涂渊生命健康冤未来产业

城跨越发展袁杨寿海强调院在红太阳野成就能人尧幸
福员工尧恩报贵人冶的新经营理念下袁将依托红太
阳野一核四芯冶五大战略性新型产业的产业链尧资
本等野八大冶优势和在原当涂产业根基的良好基础
上袁利用云数据+互联网和高新技术为核心袁实施

对当涂新一轮大创新尧大转型尧大投资袁基于野生物
技术+冶野农药减量增效冶等新理念尧新思路袁围绕
生物植保科技尧生物科技尧生物农业科技尧生物环
保尧 生态肥料五大产业重点建设七大战略性新型
产业链项目袁一是建成年产 4万吨野替代耶双高爷路
线尧节能减排尧升级换代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冶的氧
化环保路线毒死蜱产业链项目袁真正达到野世界唯
一尧节能环保尧自主知识产权冶曰二是按最新工艺投
资建设年产 2.5万吨生物吡啶碱项目袁 实现吡啶
碱 10万吨年产能袁成为全球吡啶碱野寡头冶曰三是
建成年产 3万吨世界唯一尧规模最大袁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节能零排敌草快产业链项目曰 四是建成
年产 20万吨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水基新剂
型除草剂智能加工分装中心项目袁 成为中国第一
家符合中国制造 2025要求的智能加工分装中心曰
五是建成年产 2万吨世界唯一尧规模最大袁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国际重大野减量增效尧节能环保冶生
物 L-草铵膦项目曰六是建成年产 2万吨咪鲜胺产
业链项目曰七是建成年产 3万吨世界唯一尧规模最
大袁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 VB3产业链项目遥
力争到 2020年末袁建成全球唯一尧规模最大尧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全吡啶碱生态圈袁 打造全球首家
生物工程农业集团袁保证实现 100亿元销售收入袁
力争 200亿元销售收入袁实现野裂变式冶新发展遥

挑战不可回避袁机遇不可多得曰蓝图已经绘
就袁关键在于作为遥 杨总裁的规划部署点亮了国
星的梦想尧凝聚信心尧催发全体国星人扬帆奋进浴
未来袁国星生物工程农业集团全体人员将以时不
我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袁以极大的坚韧性袁用红
太阳野成就能人尧幸福员工尧恩报贵人冶的新理念
创造出红太阳又一个野新神话冶遥 周浩

杨寿海在红太阳当涂渊生命健康冤未来产业城调研时肯定

国星开创“生物技术 +”创新转型新思路 实现“裂变式”跨越发展新篇章

2017 年 12 月 10 日晚上到 12 日下午袁
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杨寿海在红太阳万州生
命科学产业园进行实地视察遥 一次次的会
议尧一个个的观点尧一个个的创意袁让与会者
大呼过瘾遥

以产业链王霸吡啶碱

杨寿海强调袁 化工企业在现今环保要求
这么严格的情况下袁靠的就是技术进步袁在陈
志忠这样的技术能手的带领下袁 万州团队不
断涌现出芮正军尧 何小强这样的技术攻关能
手袁他们野白加黑尧五加二冶不懈努力袁有的放
矢袁对万州布局的产业链摸透尧吃透袁挖掘新
工艺袁成功打造了野毒死蜱产业链冶和野吡啶氯
化产业链项目冶袁为整个红太阳野吡啶碱全产
业链冶蓝图上写下了浓重一笔袁整个吡啶碱全
产业链实现了颠覆性变革袁 在全球吡啶碱产
业取得真正话语权遥

用好点子创意新时代

野互联网+经济冶袁 发展靠什么袁野跨界融
合冶尧野产融结合冶等等遥会谈上袁参会人员对总
裁的野天马行空冶的概念和数据感到特别的新
奇和兴奋袁恍如野天书冶遥 杨寿海哈哈大笑袁这
就是你们不学习才听不懂的新世界浴 大数据
时代袁红太阳需要的正是创意尧创新和创造袁
我们只有整合资源袁创意发展袁与强人共舞袁
才创造了一个个 耶大健康产业链 野尧野智能物
流冶尧野智慧零售冶尧野大汽车产业冶尧野大数据中
心冶等如数家珍的行业遥 三年前纸上谈兵袁三
年后成为现实袁正是杨总裁一个个的点子袁带
着李健尧胡容茂这样的闯将尧能将袁开创了红
太阳一个个新的局面遥

让老八路走向新长征

创业 28年来袁 红太阳发展总是这样辉
煌袁正是因为有杨寿海这样伟大的舵手袁也离
不开一群和舵手一直前行的野老八路冶遥野忠诚
度比能力更重要冶袁杨寿海说袁正是因为这么
一群可爱的野老八路冶袁带着对红太阳无限的
感恩和热爱袁孜孜不倦袁不计奉献袁谨谨慎慎
将红太阳的路开拓的如此顺畅遥 起点决定终
点袁平台决定未来袁杨寿海不会忘记王红明这
帮老八路袁 红太阳感恩任何帮助过红太阳的
人袁老八路也是红太阳新长征的开拓者袁老同
志也会发出耀眼的光芒遥

智能时代袁未来已来袁真是因为杨寿海孜
孜不倦的布局尧野天马行空冶的点子尧对全体红
太阳人的热情和包容袁红太阳这艘巨型航母袁
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道路上袁昂首前行浴 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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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寿海会见智慧零售事业合作伙伴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