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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举办第三期新员工培训

红太阳讯 五一前夕袁江苏省委省政府表
彰了全省涌现出的一批五一劳动奖状尧 五一
劳动奖章和省级工人先锋号获得者遥 我集团
荣膺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状遥

过去五年袁尤其是 2017年袁红太阳专注创
新转型尧团队接班尧模式换挡袁创造了在野创新
中变尧变化中痛尧阵痛中治尧治理中立冶的新成
果袁成功构筑了以野大农业尧大健康尧大材料尧
大汽车尧大产融尧大数据冶为支撑的野一芯两翼
六大冶战略新型产业链生态圈新业态遥 重点围
绕拥有自主创新尧循环经济尧绿色发展尧引领
行业的 16个项目聚焦投资袁共完成投资 45.07
亿元袁 实现了用常人和常规企业十分之一不
到的时间和投资完成 16个项目的创举曰尤其
是云数据尧新动能汽车尧健康护理尧生物工程
农业尧新金融尧新零售尧新能源与新材料等产
业仅用一年就实现了常人和常规企业 50 年
的目标任务袁推动了野五大冶新型实业引领行
业就地生根结果遥

智能制造全力推进袁 新型工业向高端挺
进袁中国农化行业最大企业级数据中心尧华东
地区规模第一服务器集群的成功投入运行曰
在成功打造智慧零售尧跨境智商尧全球购等服
务野五大冶实业的国际公共营销平台基础上袁
又成功构筑了国际野农业尧医药尧汽车尧新材料
和产教养冶等多维度专业营销平台遥 全集团主
要经济指标逆势高速增长袁 全集团实现主营
收入 306.82亿元袁同比增长 35.7%曰实现利润
13.85亿元袁同比增长 31.6%曰上交税收 4.98亿
元袁同比增长 56.2%曰自营进出口总额 5.89亿
美元袁同比增长 44.3%遥 渊黄贤柏冤

红太阳讯 4月 27日下午袁南京举行庆祝
野五一冶 国际劳动节暨市劳动模范命名大会袁
南京 446名新劳模被授予奖章和证书遥 红太
阳股份总经理夏曙被授予南京市劳动模范
称号遥

夏曙同志政治立场坚定袁企业管理与产
融工作经历丰富尧成绩卓著袁凭借对冶三农冶
事业的热爱和永不服输的创新精神袁在企业
经营上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尧协调尧绿
色尧开放尧共享的发展理念袁深入践行党的方
针政策并将其与企业发展紧密结合袁着重在
野创新发展尧产融结合冶上下功夫袁取得了优异
成绩遥

在集团董事长杨寿海的领导下袁夏曙致力
于实现红太阳野多赢冶的格局袁将凭借红太阳自
身科研力量袁整合国内外技术资源袁研发并工
业化大生产填补国内空白尧 替代高毒农药尧替
代进口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尧符合全球 21世纪
环保农药产业发展的世界唯一的杂环类农药
吡啶碱产业链和具有国内领先工艺技术的氢
氰酸产业链优质资产注入红太阳股份袁整合红
太阳的品牌尧技术尧渠道尧人才资源及现有的环
保农药产业链袁 实现红太阳农化产业整体上

市袁形成了红太阳野自主规模冶的发展优势遥
在红太阳战略重构布局中袁夏曙积极构建

生化农业产业链生态圈袁利用生物技术+大数
据等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袁通过实施创新转
型和结构优化袁红太阳在中国农药行业率先达
到了中国制造 2025智能制造标准袁 成为工信
部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企业遥 在杨总的领导
下袁他和红太阳股份团队努力奋斗袁成功推动
了红太阳荣膺世界农化行业 野奥斯卡金奖冶
要要要野最佳供应商冶和野新兴地区最佳企业冶称
号袁 跃居 野世界规模前十五强冶尧野制造八强冶尧
野中国第一冶遥

在农业部尧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的关心指导
下袁 红太阳组织倡导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药
企业社会责任关怀组织要要要中国百草枯产品
管理与社会责任关怀工作组袁确定以野践行社
会责任关怀冶为宗旨袁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关怀
意识袁 以使百草枯产业能够更好的服务于中
国农业的发展遥 而且率先在中国农药行业践
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袁 收购山东科信开启国
内百草枯行业整合大幕袁 从而推动了国内除
草剂行业健康有序发展遥

渊黄贤柏冤

红太阳讯 今年一季度袁 集团公司
得益于大农业尧大健康尧大材料尧大汽
车尧大数据尧大产融的上扬态势袁主要经
济指标实现高位增长袁营业收入达 50.86
亿元袁同比增长 20.9%袁实现利润 3.93亿
元袁 同比增长 18.5%袁 顺利实现 野开门
红冶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伴随着野走出去冶战
略的深入实施袁公司一季度实现自营出
口 8900万美元袁同比增长 79.6%袁企业
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遥

面对经济新常态袁红太阳为何还能
实现营收稳健攀升钥 新的增长极在哪
里钥 新产品研发的突飞猛进尧先进制造
产业的稳步上升以及功能饮品产业的
逆势上扬袁持续给集团注入发展动力遥

记者了解到袁一季度袁桠溪生态农业
产业中心生产原药 1646.7吨袁同比增长
65.6%袁 生产产值 2.36亿元袁 上缴税收
379.56万元袁同比上年同期增长 33.3%曰
南生化产业园营收突破 2.2亿元袁 同比
增长37.8%曰 重庆万州产业园实现营收
1.85 亿元袁同比增长 16%曰当涂生命健
康产业园实现营业收入 4.65亿元袁上交

税金 3279.57万元袁 同比增长 50.26%曰
中邦制药产业园营收同比增长 31.1%曰
功能饮品产业园实现逆势上扬袁销售同
比增长 10.6倍遥各大园区运用我集团独
有的野生态链尧产品链和循环经济链冶模
式袁成功诠释了野什么是红太阳速度冶遥
其中袁桠溪生态农业产业中心作为野年
岁最长冶的园区袁表现不逊于野新人冶袁这
得益于杨总裁予以其 野现代农业产业
园冶的新战略定位袁野苏拉小镇尧国际农
耕文化博览园冶 等一批项目的上马袁帮
助其野老树开新花冶袁并带动了园区周边
的乡村建设遥 未来袁桠溪中心将大力发
展智慧农业尧生态农业尧智能农业尧文旅
农业尧创意农业袁力争创成国家智能农
业示范基地遥

今年是我集团实施大刀阔斧改革的
野项目布局冶之年袁各产业紧扣野一芯两翼
六大冶发展战略袁坚持野产业平台化尧平台
实业化尧实业品牌化尧品牌国际化冶的发
展模式袁一边推进重大基建项目袁一边积
极发开科技前沿产品遥

据了解袁一季度袁集团相继上马了投

资 5 亿元的安徽石台富硒小镇尧 占地
3000余亩的桠溪苏拉小镇尧 合同价值
60 亿英镑的伦敦出租车制造等项目袁
可谓是野大项目顶天立地袁小项目铺天
盖地冶遥 其中袁石台特色小镇项目被列
入石台县 1 号文件袁 得到石台县委县
政府的全力支持袁 项目建设即将全面
启动遥

除了在传统产业取得开门红以外袁
集团与浙商产融合作搭建百亿级产业基
金尧 与平安银行签约 3亿元供应链金融
合作业务等重大项目均取得突破袁 为集
团优势产业的加速发展袁 为产业生态圈
中的中小合作伙伴解决 野融资难尧 融资
贵冶顽疾袁初步彰显了野产融结合冶的威
力遥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袁集团充分依托
线上尧线下的资源优势袁搭建了世界村全
球购线上平台尧线下体验中心尧世界村健
康商城等一批新型零售平台袁 对集团在
国内建设集货物展示尧在线交易尧资金结
算尧仓储物流尧供应链于一体的产业价值
链综合服务模式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
意义遥 渊李运冤

红太阳讯 4 月初袁Josh?Bobley 先生
受红太阳桠溪中学的邀请袁由上海交大教
育集团安排袁来红太阳桠溪中学给九年级
学生进行口语培训袁学子们与洋先生来了
一场美式英语的互动之旅遥

Josh Bobley先生袁 美国纽约人袁1981
年就来过中国袁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袁上
课幽默风趣遥

课堂上袁 一张张精美的图片在 PPT
上展示出来袁 很显然这位 Josh Bobley先
生为了这节课做了充分地准备遥 从旧金
山金门大桥到纽约帝国大厦袁再到中央公
园曰从美国历史上的内战到美国现代的教
育遥 当一副副图片展示的时候袁孩子们用
标准的英语齐声说出名字遥

Josh Bobley先生表示这是他没有想
到的袁 他惊叹于乡镇学子学习英语的热
情袁惊叹于乡镇学子的英语水平遥

课上袁Josh Bobley 先生还介绍了自
己所见所闻的中国发展和中国发展带给
世界的惊喜与震撼遥 在与学生互动交流
时袁 他说到院野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
家袁没有之一袁好好珍惜这样的环境吧袁
孩子浴 冶

从二战期间的中美并肩作战到尼克
松及之后的列任总统访华袁Josh Bobley先
生对源远流长的中美友谊如数家珍遥

最后袁Josh Bobley先生和孩子们交流
了 野why to study ?English冶和 野Study Tips
冶袁野Four?Elements to Language Learning冶袁
耐心和恒心的不可或缺袁注意中美文化的
差异尧英语书面语与口语的差异等等英语
学习心得遥

孩子们对这样新颖的课堂充满兴趣袁
对洋先生的课更是听得聚精会神遥 课时
虽然短暂袁但是孩子们获益良多遥

红太阳讯 为使新入职员工对云数据产
业集团有全面认知袁 更好地适应工作环境尧感
悟红太阳文化尧融入发展氛围遥 4月 26日-27
日袁 云数据开展了为期两天的新员工入职培
训遥 红太阳集团副总裁尧云数据产业集团董事
长兼总裁胡容茂出席开班仪式袁来自产业集团
职能部门及全球购尧产城发展尧投资建设尧跨境
供应链尧 世界村国际大酒店等各业务板块的
47名新员工参加了本次培训遥

开班仪式上袁 胡容茂给予员工在价值观尧
人际关系尧行动准则尧行为习惯等方面指引和
建议袁 希望新员工在今后发展中主动融入尧尽
快成长袁定好目标并调整心态袁利用好团队的
力量袁跟上企业快速发展的步伐袁并对大家提
出了几点勉励和要求袁为员工扣好了进入职场
的第一颗扣子遥以云数据各部门骨干代表组成
的讲师团袁为大家带来了叶企业组织与文化曳尧
叶人事政策曳尧叶财务制度曳尧叶大数据发展与应
用曳等几门大课袁并向各位员工娓娓道来集团
从负 5000元创业至今的发展之路袁 给每位新

员工打了一剂强心剂遥来自各个岗位的新员工
都聚精会神袁认真听讲并做好记录遥

为帮助新员工切身实地体会集团总体规
划尧业务板块和项目成果袁27日上午袁集团组
织新员工前往红太阳财智广场尧世界村国际大
酒店尧全球购体验店尧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和桠
溪生产中心参观遥不仅让新员工体验到红太阳
老一辈革命家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发展至
今二十八年来艰苦卓绝尧 披荆斩棘的奋斗历
程袁更感受到集团利用互联网信息和高新技术
改造传统产业袁以大数据为核心平台尧以大农
业尧大健康尧大汽车尧大环保等产业为支撑的
野一核四芯冶 五大战略性新型产业链的创新驱
动转型与发展理念遥

通过两天全方面尧 系统化的入职培训袁新
员工对集团业务板块尧战略目标尧企业文化有
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袁同时对角色定位和
职业规划也有了更为清晰的方向遥愿在未来的
日子里袁每位新员工以梦为马袁共铸云数据产
业辉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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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曙荣获南京市劳动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