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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寿海会见高盛中国投行部总裁朱寒松时提出院

共同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实业缔造新的传奇

圆园18年 5月 1日A2版

红太阳讯 4月 25日下午袁高盛中国投行部
总裁兼联席主管尧董事总经理朱寒松一行到访红
太阳集团总部遥集团董事长杨寿海热情接待并与
其座谈袁双方就产融资源对接尧国际并购整合尧金
融业务合作等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袁
达成诸多共识袁为双方作为各自领域内全球领军
者的共赢合作开启了序章遥

高盛是全球著名的国际投资银行袁 创立于
1869年袁业务涵盖公司融资尧收购兼并顾问尧资产
管理等金融服务袁 近 20年来稳居全球股票发行
市场份额前三袁 近 15 年来蝉联全球并购市场
份额第一遥
会见时袁董事长杨寿海对朱寒松一行的到访

表示热烈欢迎遥 他从创业之初的筚路蓝缕谈起袁
全面介绍了红太阳集团的发展历程和企业文化袁
并就未来六大战略新型产业链生态圈 渊大农业尧
大健康尧大数据尧大汽车尧大产融尧大材料冤如何排
兵布阵尧各自的产业优势和拳头产品尧目前的发
展阶段和未来的行动计划等等进行了既简明扼
要尧又生动幽默的介绍遥
杨寿海指出袁通过全球性的资本运作袁实现

产业链的整合和规模的快速壮大袁是红太阳从中
国名企迈向世界强企跨越的重要途径曰高盛具有
全球战略网络尧 资深专业团队和巨大金融资源袁
我们相信院产业龙头+投行龙头的强强合作袁必定
能发挥出产融结合的巨大能量袁共同为中国制造
和中国实业缔造新的传奇遥
朱寒松对红太阳集团在杨董事长的带领下

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祝贺遥他简要介绍了高盛
的全球布局和业务板块袁特别是高盛进入中国以
后所开展的金融服务和经典案例遥 他表示袁自上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袁高盛在中国逐步建立起了强
大的国际投行业务网络袁重点向中国占据行业领
导地位的大型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袁希望
高盛能在红太阳下一步的跨越式发展过程中提
供金融助力遥
高盛中国投行部董事总经理金雷尧 吴佳宏袁

执行董事陈希曰红太阳股份总经理夏曙袁副总经
理兼国际贸易董事长张爱娟袁红太阳金控集团副
董事长赵晓华尧总裁叶辉尧助理副总裁倪建峰等
双方领导参加会谈遥

渊张林烽冤

红太阳讯 4 月 21 日袁 董事长杨
寿海在红太阳商学院会见来访的东至
县委书记李明月一行时提出袁 红太阳
愿成为谱写东至野强富美高冶的野四手冶
企业遥

杨寿海在会见中首先对集团基本
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等方面作了介绍遥
他表示袁 红太阳在东至的发展离不开县
委政府的大力支持袁五年来虽一波三折袁
但展望未来依然充满信心袁特别是 2018
年的战略部署和形势任务更需要当地

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政策推进遥 红太阳
渊东至冤生命健康产业园将重点围绕作物
科学尧动物科学尧材料科学尧环保产业尧跨
境电商野五大产业冶21个项目野七大冶唯
一性产业链投资建设袁打造池州工业 5.0
版的首家科技产业基地曰未来五年袁愿成
为东至工业强县的野助手冶尧致富百姓的
野帮手冶尧环境优美的野推手冶尧产业带动力
高的野拉手冶遥

李明月称赞杨寿海具有 野实业报国
之气节袁凤凰涅磐之气势袁匠心治企之气

质袁头雁领航之气魄冶袁这种企业家精神
和格局是红太阳一路走来袁步步坚实袁从
负 5000元到 500亿尧从单一产业发展为
野一芯二翼六大冶 战略新型产业的根本袁
深感震憾曰 东至县将与红太阳一道砥砺
前行尧不忘初心袁携手共建东至经开区靓
丽新名片遥

集团副总裁王金桂尧 红太阳股份总
经理夏曙尧红太阳金控副董事长赵晓华尧
东至产业园总经理杨晓生等参加会见遥

渊吕福平冤

红太阳讯 4月 12日袁 高淳区委副书记尧
区长吴勇强率对口支援万州区代表团来到红
太阳万州生命健康产业园调研遥 董事长杨寿
海热情接待了吴勇强一行遥

杨寿海代表万州红太阳千名员工对家乡
吴区长一行亲临现场考察表示欢迎遥 杨寿海
介绍袁红太阳万州十年袁坚持野成就能人尧诚
信务实尧恩报贵人冶的投资万州理念不动摇袁
坚持对野高淳尧万州二地领导负责冶的情怀信
念不动摇袁坚持野情系万州尧产业扶贫尧对口
支援冶投资万州的投资初衷不动摇袁成功实现
了红太阳野十年磨一剑袁二剑同出鞘冶的伟大
目标遥

杨寿海强调袁投资万州尧精准扶贫袁这是
红太阳贡献社会的胸怀袁 是红太阳造福万民
的情怀袁更是万州政府兄弟般情谊的关怀遥 红
太阳在第二故乡万州成功实现投资回报社
会袁为万州人民谋幸福尧谋发展袁是高淳人的
责任心在万州代代相传袁 更是是红太阳人的
信心尧决心和能力遥

看到红太阳万州生命健康产业园两家公
司野二剑同出鞘冶的规模和气势袁吴勇强表示
了震撼遥 吴勇强说袁每次见到杨董事长袁都是
永远饱满的精神状态尧昂扬的斗志和充满激
情遥 而正是这份激情袁让红太阳从 5000元起
家袁 成功实现了红太阳如今有民族血性尊
严尧万人瞩目的成绩曰正是这份激情袁让红太
阳万州的两家企业克服了种种市场竞争环
境下的困难袁成为支持库区尧坚守野使命担
当冶首位度高的企业曰正是这份激情袁让红太
阳创新发展尧创新驱动袁把握科技脉搏袁实现
了真正技术上的全球领先遥

有成绩更不忘爱心袁吴勇强强调袁红太阳
只有做大做强做精做优袁 才能更好地增加自
己的影响度曰红太阳只有做大做好袁才能更好
的实现自己的效益度曰 才能更好的实现对社
会的贡献度遥

万州区副区长赵光平尧 高淳区副区长宋
卫星等陪同参加调研遥 渊虞文冤

红太阳讯 4月 20日袁山东临邑县委书记林春元携副县长李多江尧
临邑邢侗党委书记刘超尧临盘党委书记孟宪峰尧林子党委书记常波来
南京生化调研考察袁南京生化兼山东科信董事长陈新春热情接待了林
春元一行并举行座谈遥

林春元一行先后参观了南京生化的百草枯车间尧吡啶车间尧氨氯
代车间后袁陈新春向林春元详细介绍红太阳创新发展历程袁南京生化尧
山东科信概况以及红太阳野十三五冶发展规划遥

通过实地调研考察袁林春元对红太阳的先进文化理念和智能制造
技术尧安全绿色环保意识表示高度认可和评价遥 他表示袁临邑政府对科
信的发展充满了信心袁希望与红太阳进一步加强政企合作袁助红太阳
把科信打造成红太阳北方制剂生产中心袁树立北方化工企业典范遥

山东科信执行董事长孔令敏尧总经理李永新陪同接待遥 渊杨金凤冤

临邑县委书记林春元来南京生化考察

杨寿海会见东至县委书记李明月时提出院

愿成为谱写强富美高东至的“四手”企业

红太阳讯 4月 26日袁 南京市关工
委常务副主任胡序建尧 汪正生一行到访
红太阳进行工作调研袁 先后参观考察红
太阳未来产业园尧云数据产业中心尧医药
健康产业园和世界村新动能总成产业
园遥董事长杨寿海热情接待并座谈交流遥
集团关工委主任张晓春陪同接待遥
杨寿海对各位领导多年来对于红太

阳发展的关心表示感谢袁并就 28年创业
历程与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作了简单汇
报遥他表示袁红太阳第一个野创业梦冶的实
现袁离不开市尧区每一届政府和领导的无

私帮助和指导袁鉴此袁红太阳化感恩之心
为发展动力袁坚守实业报国之路袁不断为
创造一家有野社会担当冶的民族尊严企业
而努力遥 他强调袁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袁
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袁 红太阳集团
将认真听党话尧跟党走袁为促进青少年健
康成长贡献力量袁 为推动关心下一代事
业发展发挥企业应有的作用遥

胡序建指出袁 红太阳是新时代里有
责任担当尧有奋斗精神的企业龙头袁在为
地方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袁 更为社
会公益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遥同时袁汪

正生在听取报告后也对红太阳企业文化
予以高度评价袁 赞扬红太阳在产业创新
转型上的胆识与魄力袁 肯定了集团各产
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遥

过去五年袁 红太阳总共向社会捐赠
2.68亿元遥 其中袁捐资 5000万元新建红
太阳桠溪中学袁认领高淳区全部孤儿袁帮
助全区实现电子阅览室实现村村通工
程袁 这是红太阳支持和帮助青少年成长
成才庄严承诺遥 新时代尧新征程袁红太阳
将继续践行野不忘初心尧情系国家尧恩报
社会冶的使命担当遥 渊孔未冉冤

南京市关工委领导来红太阳调研

红太阳讯 4月 24日袁 安徽省发改
委副主任尧 省能源局局长刘健莅临国星
生化调研公司发展情况及用能情况袁国
星生化总经理刘善和接待了刘健一行遥
省发改委皖江处处长张小忠袁 马鞍山市
政协副主席尧市发改委主任李传舜袁当涂
县委常委尧常务副县长滕青等陪同调研遥

刘善和介绍了国星公司近期发展情

况及用能情况遥 他表示袁近年来袁国星生
化践行安全尧环保尧节能减排的承诺袁投
资数千万元引进国内外高精尖设备尧智
能系统袁 大幅提高了智能工厂的能源利
用率遥公司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工厂尧国
家节能标准化示范项目尧 安徽省节能示
范单位等多个节能环保类省部级以上荣
誉成果遥

刘健充分肯定了国星在节能降耗
方面取得的成绩遥 他指出袁国星生化作
为一家民营企业袁 在环保高压的形势
下袁主动作为袁开拓创新袁创造了具有国
星特色的节能管理工作经验袁走在了行
业前列遥 希望国星生化能够再接再厉袁
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袁不断推进公司
能源建设工作遥 渊苏蔓琪冤

安徽发改委刘健调研国星节能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