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野外事为民冶精神袁更好地
服务企业野引进来冶和野走出去冶袁进一步提高外事服务
地方经济发展的精准度袁2017年 12月 1日袁 南京市人
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组织召开 APEC商务旅行卡工作暨
服务企业野走出去冶座谈会遥 南京市外办党组成员尧副主
任夏炎同志出席会议遥 红太阳集团作为南京市 野走出
去冶重点大型民营企业袁受邀参加此次座谈会袁并做现
场发言和交流遥

红太阳集团董事会秘书吴敏代表红太阳集团在会上
作了汇报发言遥报告指出袁红太阳集团在杨寿海董事长的
带领下袁积极响应国家野走出去冶号召袁率先搭建服务全球
野三农冶平台袁做野民族尊严企业冶的先行者袁在国际上成功
打破了跨国公司的技术壁垒袁 率先在全球获得了五大洲
100多个国家政府批准的野绿色通行证冶1006件袁传统产
业产品已出口到美国尧澳大利亚尧德国尧比利时尧乌克兰尧
俄罗斯等 100多个重点农业大国袁 并在海外多个国家设
立国际公司袁进行全球战略布局袁积极践行野一带一路冶国
家战略遥
报告强调袁根据集团发展战略袁正不断促进产业转

型升级袁已建立五大战略性新型产业袁并积极寻求国际
并购与合作袁 已在英国考文垂成功收购了具有百年汽
车工程开发经验袁集汽车科研尧创意设计尧制造服务等
为一体的跨国汽车科技公司 CAD CAM 汽车有限公
司袁成功引进了宝马欧 6发动机全部技术尧生产线和产
品袁利用欧洲汽车工业技术尧人才优势袁打造红太阳独
特的汽车产业链曰同时立足于欧洲汽车工业先进技术袁
不断消化尧吸收与创新袁为树立民族汽车工业品牌奠定
基础遥
同时袁红太阳集团积极践行国家野一带一路冶大战略,

在马来西亚谋划汽车产业和健康产业的投资布局院 一方
面整合东南亚国家的汽车零配件并引进到国内市场进行
销售曰另一方面引导健康产业野走出去冶院将世界村富硒生
命源水从安徽省石台县的水源地出口到东盟十国袁 首期
出口以马来西亚为重点海外区域曰在野引进来冶方面院通过
整合马来西亚野名特优新功冶农产品及保健食品等袁在世
界村环球购商城平台上设立东南亚馆袁 让国内市民线上
下单即能享受到马来西亚健康产品等遥
报告表示袁集团医药产业正积极进行海外市场开拓袁

已积极参加欧洲尧美国尧日本尧印度等地的专业展会袁并取
得积极效果遥下一步将推进建立国际医药体验店尧进行医
药产业国际兼并重组尧 筹建红太阳医药外贸综合服务平
台等曰目前也已将东南亚作为主要市场袁一带一路国家将
是医药产业海外业务拓展的战略市场遥
同时袁世界村全球购不断构建尧拓展尧整合尧优化独特

的国际供应链体系袁积极打造全球购的业务亮点袁将海外
上游端和国内分销体系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袁在
海外上游端不断拓展市场网络和知名度遥
在集团未来海外发展战略的问题上袁报告表明袁集团

未来五年将在美国尧南美尧澳洲尧非洲尧东南亚和欧洲兼并
重组 5至 8家生产尧加工尧销售一体化的当地公司袁建成
野百国千商冶的 BTB电子商务营销网络袁真正成为国际化
跨国高科技企业集团遥

在听取各企业发言后袁 夏炎主任表示充分肯定并总
结指出袁红太阳企业发言的质量尧含金量高遥下一步袁政府
将进一步主动作为袁主动上门服务红太阳袁要将服务落到
实处遥 同时袁希望红太阳牢牢把握野一带一路冶发展机遇袁
加强政企合作袁进一步强化政企联动尧务实举措尧精准施
策袁抓住省市区域性发展的机遇尧顺势而为袁点燃企业发
展的新引擎袁适应全球化发展潮流袁不断加快野走出去冶步
伐袁提升野走出去冶发展成效袁增强野走出去冶发展的信心和
决心遥 渊汪莉莉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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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7年 12月 22日袁国内供应链金融
界规模最大的行业盛会之一要要要2017产业供应链
金融创新高峰论坛在南京举行遥红太阳集团副总裁
胡荣茂应邀率队出席峰会袁红太阳金控总裁叶辉作
为产融结合型企业集团的代表袁 对话海尔集团尧三
胞集团等业界巨头金融负责人袁纵论野新产融冶理念
下红太阳集团推进供应链金融的创新思路遥

产业与资本的融合袁 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
需求遥 从国际上看袁产融结合最初是以摩根为代表
的金融巨头向产业延伸而开启序幕袁 后来随着对
野大萧条冶的监管反思袁这种金融业主导的产融结
合开始受到限制袁以 GE为代表的产业向金融延伸
的模式开始涌现遥 中国的政策监管体系很早就汲
取了野摩根模式冶金融风险传导危及实体产业的教
训袁设置了银行投资实业的限制袁因而中国的产融
结合主要是走 GE的道路袁 由国企和大型民企主
导袁通过控股或参股多家金融或类金融机构袁形成
形式各异的产融集团袁 同时经营产业资本和金融
资本遥

近年来袁野产融失衡冶的严峻问题让 GE等国际
产融巨头开始反思袁 并采取了回归主业的战略调
整袁国内一些产融集团脱实向虚尧金融空转的投机
行为袁也引起了高层的警觉袁野防范金融风险尧服务
实体经济尧维护金融安全冶被摆到了突出位置遥 叶
辉认为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袁企业集团实施产融结
合的重心袁也应随之由先前的追逐金融高利润尧获
取便捷的资金支持以及多元化经营袁 转移到服务
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本协同尧 以金融为纽带的
产业链生态圈构建上来遥

叶辉表示袁红太阳集团野新产融冶理念有以下
几点基本判断院 一是企业集团适不适合搞产融结

合袁不在于绝对规模的大小袁而在于是否拥有若干
产业链的领袖地位曰二是野全牌照冶不再是产融结
合的盲目追求袁按需而置尧步步为营尧有机延伸袁是
严监管形势下的稳健之道曰 三是产业集团金融板
块的首要任务是以金融工具支撑实体产业的发
展袁推升集团整体的资本化尧证券化水平袁降低整
个产业链生态圈的负债率尧风险度和融资成本袁而
不是奢望金融业务本身的高利润曰 四是产融结合
必须融合野互联网+冶尧区块链等创新技术的底层驱
动袁对传统金融在空间上尧效率上尧模式上构成迭
代遥

结合红太阳集团真实的业务场景袁 叶辉进一
步介绍了红太阳金控的供应链金融业务在服务实
体经济尧 服务中小微企业以及风险控制等方面的
模式和经验遥 他强调袁产融结合必须依托雄厚的产
业实力袁以构建产业链生态圈为主导力遥 红太阳集
团作为全球农化行业的领军企业袁 在国内拥有十
多条世界唯一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链袁仅以
红太阳股份为例袁上游供应商约有 2200多家袁销售
网络覆盖 17000多家中小企业袁 国际贸易伙伴有
6300多家遥 此外集团旗下还有汽车尧环保尧大数据
等产业集群袁产业链生态极为丰富袁这也是红太阳
金控选择以供应链金融作为先导的原因遥

供应链金融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精
神袁是企业降负债尧去杠杆尧减成本的利器袁有助于
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尧融资贵的问题袁能够推
动产业链生态圈的构建袁同时还能提升产业链整
体的风控严密性遥 据估计袁未来供应链金融市场
的规模有望达到 20万亿袁是金融创新实践和企业
竞逐的重要蓝海袁 也是红太阳集团由产入融的重
要锚点遥 渊张林峰冤

跨境电商野10亿冶大单签约

红太阳成功举办中国乙醇及下游产业论坛
本报讯 2017 年 12 月 16 日 袁

野2017中国乙醇及下游产业论坛冶在
红太阳集团胜利召开遥 论坛现场袁红
太阳集团与浮来春集团签署乙醇采
购 10亿大单袁和徐州常青签署 50万
吨木薯进口战略合作协议遥这两大协
议的签订袁将助推我集团实现野奋斗
三年袁进军世界 500强袁创造全员幸
福红太阳冶 的梦想增添新的动力源
泉浴

红太阳集团副总裁兼云数据产
业集团董事长胡容茂代表红太阳集
团致欢迎辞袁向参加中国乙醇及下游
产业论坛的 40余家企业代表介绍了
红太阳企业文化和红太阳集团成功
的发展历程袁表达了和业界人士深度
合作的美好愿望遥 他强调袁面对环保
风暴尧行业新政等一系列热点频出的
2017乙醇产业不平凡之年袁 乘着国
家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
用车用乙醇汽油的政策东风袁新的需

求增长点必将刺激新工艺快速兴起袁
红太阳拥有足够的信心尧实力和乙醇
行业及下游产业企业精诚合作尧互惠
共赢袁牢牢抓住时代机遇袁共同为乙
醇行业转型升级贡献力量遥
跨境电商公司总经理阮雪峰代

表中国乙醇产业论坛承办单位发言
介绍袁红太阳跨境电商有限公司是集
团重点打造的红太阳制造业供应链
服务平台和大宗商品产业链垂直贸
易平台袁涉及医药尧生物工程尧大农
业尧大健康尧新材料尧新能源等诸多行
业领域遥

阮雪峰重点介绍木薯乙醇产业
链的成功构建袁在泰国建立海外仓为
酒精厂提供木薯供应链服务袁目前年
进口木薯约 80万吨袁 酒精不仅应用
于红太阳农化产业自有产品的生产
制造上袁也将为乙醇产业链的其他下
游客户提供稳固的贸易支撑遥
结合论坛主题袁 他也对 2015-

2017年发酵乙醇的市场走势作了分
析报告袁近几年乙醇市场行情波动比
较大袁背后的推动原因除了宏观大环
境的影响袁但核心因素还是现货基本
面供需矛盾的推动遥 2016.3.16野两会冶
之后袁引发玉米去库存袁乙醇价格遭
遇断崖式暴跌曰2016年冬季市场需求
小高峰袁迎来 7%的小涨曰2017年上半
年袁东三省下达粮补政策 1吨玉米补
贴金额 100-300元袁 乙醇跌幅 13%曰
2017年下半年由于环保风暴和高温
影响袁 乙醇工厂开工率下降 28%袁乙
醇价格迎来一路大幅上涨行情袁涨幅
高达 42.85%浴
来自全国各地的乙醇界专家和

企业家们个个激情高昂袁积极主动提
出合作请求袁期待借助红太阳集团平
台尧资源尧品牌的优势袁共同建立战略
性新型产业生态圈袁缔结价值尧事业尧
命运的共同体袁携手红太阳推动全球
产业链共赢发展遥 渊本报通讯员冤

野新产融冶视角看供应链金融

红太阳金控总裁叶辉对话业界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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