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购造访英国驻广州领事

掀开贸易合作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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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讯 3月 27日世界村全球购供应链
有限公司受邀造访英国驻广州总领事 Karen
Maddocks私人官邸袁并出席招待酒会遥 全球购代
表与总领事 Karen Maddocks尧 副总领事 Andrew
Ould尧 英国驻上海总领馆总领事 James Edwards尧
英国总领馆国际贸易部食品与饮料行业总监
Stuart Dunn尧 苏格兰国际发展局 Pasco Cheng等
进行了友好深入会谈遥

会谈中袁全球购向与会的各位领事官员和企
业代表介绍了红太阳在过去 28年鏖战商海尧披
荆斩棘中创造了一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野民族尊
严冶企业袁以及未来五年创造野二家冶世界名牌和
500强的野民族精神冶企业的战略布局袁尤其是世
界村大汽车产业通过整合英国 CCA尧 英特诺帝

等技术尧资本尧品牌和团队袁进军中国首家自主创
新欧 6和欧 6混动新能源汽车野独角兽冶企业的
战略规划更为今后的中英贸易合作奠定了深厚
的基础遥

此行全球购带去了自主进口并拥有中国区
五年独家经销权的三款来自英国诺丁汉的精酿
啤酒 野日不落淡色艾尔啤酒冶尧野鹰之眼世涛黑
啤冶尧野戈金斯爵士 IPA冶袁英国领事官员们品鉴后
赞不绝口, 在随后的招待酒会上袁 总领事也专门
推介了这三款啤酒遥 关于进口英国的产品袁与会
代表详细介绍了全球购在五大产品主线上的布
局袁 以及产品+平台双轮驱动尧 线上线下双重体
验尧实时配送到家的全球购国际健康食品仓储式
场景体验中心的发展模式遥 此外袁全球购还就正

在推进中的保税口岸市场提出与领事馆合作成
立野中英产品进口保税展示交易中心冶的动议遥总
领事高度赞赏红太阳尧世界村为推动英中贸易所
做出的积极努力袁 并热情高涨地表示会积极推
荐全英国的好产品尧好品牌尧好工厂给全球购袁
不断扩大双方贸易往来遥 在谈及在建的世界村
产教城项目时袁总领事表示英国是教育尧留学和
移民大国袁 将重点推荐英国知名学府与集团对
接袁 通过产教城引进英国高等和中等教育资源袁
形成直通车尧夏令营尧交换生尧定向培养等方式进
行洽谈合作遥

在与广东省进口食品协会綦宜龙会长尧英中
贸易协会首席代表伍婉玲尧广东英国商会执行经
理 Barry Kirkwood尧广东省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杜绪尧广东省餐饮技师协会会长周发
茂尧广州港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睦明的
会谈后袁与会各方均对全球购齐全的食用油产品
线表示惊叹和欣赏袁并对双方在华南地区的合作
达成了初步共识遥

全球购拥有高端尧独家尧独特的进口酒水饮
料产品线袁全部一手进口尧检验检疫证书齐全尧通
关单完备尧独家保护排他遥 在与超五星级奢华酒
店瑰丽酒店的董事总经理Michael Parker尧广州香
格里拉酒店行政总厨 Scott Henderson的会谈后袁
全球购也与瑰丽酒店和香格里拉达成了高端进
口酒水的全面合作协议袁 这将对 GVG的品牌塑
造起到重要作用遥

渊那延平冤

在红太阳奋力前行的 28年里袁 有着
无数拼搏的身影袁 他们扎根基层岗位袁用
自己的青春与汗水共同托起了熠熠生辉
的红太阳遥 24年前袁年轻的王孟坡从家乡
河南来到红太阳袁在这里袁他从一名青涩
的大学生成长为一名部门骨干曰从一位来
自远方的野异客冶成为了一位高淳女婿袁为
红太阳的发展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遥
王孟坡袁河南洛阳人袁南京农业大学

毕业袁1994年 7月 1日进入南京第一农
药厂遥 据他介绍袁毕业那一天袁一共是三
个人袁公司派了一辆车去接的遥到了公司
之后袁杨总在食堂招待了他们三个袁这让
他感到很荣幸袁觉得自此以后袁成了一个

真真正正的红太阳的人遥 尤其
让他感动的是袁 刚到公司来
时袁 那个时候公司里房子少袁
没有宿舍袁公司的销售人员和
办公室人员袁专门腾出了两间
办公室给他们当宿舍遥

在紧跟红太阳快速发展
的过程中袁王孟坡积极拓宽视
野袁不断充实着自己的岗位职
责遥 结合对电脑信息技术的兴
趣与热爱袁他从最初的一名学
植保专业的大学生袁成长为在

财务审核尧 软件信息等方面都颇有建树
的野一职多专冶型人才遥

王孟坡告诉记者袁 在红太阳的第一
份工作袁记得是 1995年的三月份到了郑
州办事处工作袁六个月的时间里袁他是从
一个对会计尧 对计算机一窍不通的学植
保的门外汉真真正正懂得了什么叫会
计袁也学了不少知识遥特别是会计部门的
同事袁对会计方面的指导很多袁特别是已
经退休的几个老会计袁他们特别照顾我袁
还有杨春华副董事长袁 她当时是财务科
长袁很多东西都手把手教遥所有的与会计
有关的尧与工作有关的袁都是在生活中尧
在工作中袁同事和领导手把手教来的遥说

起这么多年来袁 他觉得财务工作既是本
职工作袁 而且为了这个职业奋斗也觉得
很荣幸很荣耀遥

谈及自己的工作与生活袁 王孟坡以
野平淡冶二字来形容袁但勤勤恳恳尧兢兢业
业的他袁 却用自己从容的生活方式与人
生态度袁 将这份平淡活出了幸福的斑斓
色彩遥

在同事眼里袁 王孟坡是一个认真负
责有责任心的人袁且原则性很强袁做事思
路清晰尧条理清楚袁工作兢兢业业遥 最佩
服他的是一股钻劲袁 感觉没有他解决不
了的事情袁虽然言语不多袁但却是一个乐
于助人的人袁工作中好多的难题难事袁他
都乐于帮助大家解决遥 在同事们的工作
生活当中是良师亦是益友遥

王孟坡为人厚道尧待人朴实袁工作上
也勤勤恳恳袁是同事们的标杆和榜样袁也
是大家努力的方向袁 他平时大家关系处
得非常好袁同事们一直把他作为老大哥遥

王孟坡待人谦虚尧工作勤奋尧为人厚
道遥二十四年里袁王孟坡始终将红太阳企
业文化中这野三大宝冶作为自己的人生准
则袁 在红太阳尧 更在高淳深深地扎下根
来袁 收获了自己那一份朴素却很美好的
幸福生活遥 孔未冉

野三百六十行袁行行出状元冶袁在红太阳这个万
人大家庭里袁藏龙卧虎袁每个产业领域都不乏野顶
尖高手冶袁他们大多数人都默默无闻尧尽职尽责袁
以勤奋的劳动实现着个人的价值袁以娴熟的技能
闪耀着职业的荣光袁为红太阳事业增辉添彩遥 身
为一名厨师袁孔祥华师傅深耕集团后厨岗位十余
年袁以巧手之功袁在厨房的方寸之间袁用他的敬业
与勤勉袁烹出了红红火火的幸福生活之味遥
孔祥华是红太阳的一名厨师袁平时都是早上

六点多钟就要到公司准备餐食原材料袁立足岗位
的十余年间袁孔师傅不仅见证了红太阳的发展腾
飞袁更在这个平台上得到了磨炼与积累袁在自我
学习进步的同时袁不断精进技能袁积极创新突破遥
现在主要以世界村的富硒产品和粗粮为主袁做好
做优袁满足每个客户的需求遥 做健康的菜袁做健康
的食品袁保证客户都吃的开开心心遥
孔祥华告诉记者袁现在的工作环境跟以前相

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袁以前厨房都是用
柴油炉子烧菜袁不仅烟灰多而且很不好用袁现在
用的都是管道气炉袁既方便使用又很安全曰而且
以前烧菜都是用普通的菜籽油袁现在都用富硒油
富硒水尧吃的富硒米袁我们感到非常幸福遥杨总对
我们都非常关心袁也经常来看我们袁关切地问我
们吃的好不好尧住的开不开心遥

野像家人一样冶袁 是大家对孔师傅最多的评
价遥工作认真负责的他袁既是同事们的好伙伴尧后
辈们的好师长袁更是红太阳的一位好员工遥
和孔祥华一起共事的同事赵靓如是说院孔师

傅跟我们相处就像家人一样袁有时候我们忙没时
间吃饭袁他会留着饭菜等我们一起吃袁让我们觉
得十分温暖袁他工作勤勤恳恳袁有时候接待多袁他
会从早上五点忙到晚上十一点多遥 在后厨袁他会
本着健康养生的原则袁能做的都自己做袁不买现
成的袁并且认真钻研创新菜式袁为到访的贵宾提
供卫生又丰富的菜品遥
甘建香跟孔师傅共事又已经三年了袁 她说袁

孔师傅平时对我们都很好袁但对工作也是严格要
求袁每天的厨房卫生起码要打扫三尧四次遥
食堂老员工许红用野三个非常冶评价孔祥华袁

他对工作非常细致尧非常认真袁非常敬业遥
业精于勤袁行成于思遥在平凡的岗位上袁孔祥

华在不断创造着美好的生活袁而时常挂在面庞上
的那一抹笑容便是他对身在红太阳的幸福感的
最佳注脚遥 孔未冉

近年来袁安徽国星生化不断研发创
新技术袁并大力引进尧培养各类科研技
术人才袁为这个大家庭注入源源不断的
发展动力遥 行走在产业园区里袁扑面而
来的袁是热火朝天的智能化生产线和一
张张热情洋溢的青春面庞遥 作为其中的
年轻一员袁25 岁的李勇在国星的两年
里袁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袁从百草枯车
间检验员成为了质监部的一名班长袁更
在这里收获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袁开启
了人生奋斗的新篇章遥
李勇袁安徽合肥人袁大四的时候学

校组织到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来参观实习袁据他介绍袁走进国星的第
一印象就是袁公司厂区很大袁在行业内
是领先袁在参观了机器化工产品检测中

心的感觉就是袁这种实验室在
国内很少见遥 当时袁他就下定
决心毕业以后要到这边来工
作遥 2016年 7月安徽工业大学
毕业后袁他如愿以偿入职国星
质量监督部遥 质量监督部主要
负责全公司原材料的检验尧一
些车间中间控制的检测袁包括
所有成品的发货袁质监部是一
个很重要的位置遥 我到部门以
后袁第一个岗位是我们这边的
原料班袁之后我就来到了百草

枯成品的一个班组遥 部门的工作要求专
业尧严谨细致有耐心遥 他到班组以后袁认
真钻研方法袁 学习设备与体系流程袁不
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遥 领导和同事们
也手把手教学袁包括仪器的原理尧分析
结果是否异常袁都会仔细分析袁让他很
快的融入到这个大家庭遥 李勇说袁公司
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袁经
常组织自主培训袁部门每个月也会组织
一个理论考核袁培训的过程中自己也学
到了很多知识遥

平台决定未来袁得益于务实的技术
人才培养政策尧 良好的学术科研创新氛
围袁 国星这个大平台让这位年轻的班长
在岗位上迅速地成长袁以专注的精神尧专
业的实力诠释着红太阳的企业精神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袁李勇很感激地
说袁在国星这个大家庭里袁我收获到了
更多的同事尧领导对我的关心曰我的自
身能力尧理论知识尧自己的实践也得到
了很大提升袁在国星我最重要的收获是
有了我自己的小家庭袁老婆也是国星的
同事遥 这使我身上背负了一份责任袁让
我工作也更有动力更有目标袁努力把自
己的事情做得更好遥 对于领导的帮助尧
同事们的关心袁他亦很感恩遥
同时事也很喜欢这个年轻人袁 他们

认为袁李勇有魄力尧有担当尧有责任心袁并
且有很强的执行力袁 与他共事总是让人
省心尧放心尧舒心遥 李勇平时工作中小事
不马虎尧关注细节袁大事不慌张能把握到
要点袁相处也很融洽袁是我们的好同事好
搭档袁生活中也是我们的好朋友遥李勇这
个小伙子虽然是 93年出生袁来我们安徽
国兴只有两年不到袁他做人也比较低调袁
是一名年轻有为尧阳光尧朝气的大男孩遥
历史只会眷顾奋进者尧搏击者遥 新

时代里袁红太阳人的使命更为高远袁
像李勇一般的年轻一代们袁 正发挥
着新红太阳人青春的热情袁 主动思
考尧主动学习袁奋勇担起新时代赋予
红太阳人的历史使命与责任袁 在奋
斗中实践着理想尧充盈着人生袁迎向
更加灿烂美好的未来浴 孔未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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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我的未来不是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