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事谋发展尧带头创新争一流尧带头实
干比贡献尧带头自律树形象袁争创一流业绩袁努力成
为工作的模范尧岗位的先锋尧业务的能手尧生产的标
兵袁 有效地发挥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遥

党建体系与党建品牌不断创新深化遥 抓好企
业党建工作是对企业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和促
进遥 集团 99年成立党委时只有 4个党支部尧52名
党员袁18年来袁随着产业升级企业发展袁确保产业
发展到哪里袁党组织就延升到哪里袁党支部就建到
哪里袁 目前集团基层党组织根据产业特点党支部
已发展到 13个袁党总支一个袁党员队伍壮大袁拥有
党员 287名遥 2017年 12月 5日袁红太阳党委第一
个党总支红太阳生命科学产业园党总支正式成
立袁这是红太阳非公企业党建的又一新成果袁这是
红太阳党建发展史上的双一个新的里程碑遥 2017
年袁集团发展新党员 9名袁其中 1名农民工党员尧1
名少数民族党员遥

在此基础上袁集团党委成功描绘出野进军世界
500强袁创造全员幸福红太阳冶红太阳第二梦的幸
福蓝图袁 强有力地凝聚了人心袁 鼓舞了士气曰2017
年袁 初步完成了 700平方米红太阳党建馆的设计袁
将投资 800万打造成全省非公企业标杆性党建教

育活动阵地曰红太阳生命科学产业园党总支成功运
行当涂县第一家 野非公企业党建孵化中心冶袁 为周
边企业党组织建设提供了坚实平台曰并成功打造出
野中国心?中国星冶五星党建品牌袁逐步发展成为当
涂县乃至马鞍山市非公党建工作对外的重要窗口
以及模范品牌遥

把对党的信仰作为毕生的追求
在党的关怀下袁历经 28年五次创新转型的红太

阳袁已成功创建了野一芯两翼六大冶战略性新型产业
链生态圈遥未来 5年袁将努力实现一项项宏伟战略目
标袁其中袁生化农药尧维生素与健康护理袁再生橡胶尧
功能食品袁欧 6发动机和欧 6混动新能源汽车等野六
大冶产业将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遥大农业尧大健康尧大
材料尧大汽车尧大数据等野五大冶产业同步实现历史性
突破遥

野对党的信仰是我毕生最大的追求遥 在新的时
代袁新的起点上袁我们红太阳将始终把党建工作置于
核心位置袁不忘初心袁不断强化企业发展与党建的同
频共振袁 把党建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动企业发展的
强大新动能袁 在迈向世界五百强的大道上写下更加
波澜壮阔的新篇章遥 冶展望未来袁杨寿海目光炯炯有
神遥 黄贤柏

杨寿海会见湖北恩施州政府领导

让全员幸福美好画卷在红太阳热土徐徐展开
要要要论杨寿海在第 319次跨越发展推进会上的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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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在进军世界 500强的道路上袁我们要坚持
耶先富带后富尧能人优先富尧好人共同富爷的新使
命担当袁 让全员幸福的美好画卷在红太阳这片
热地上生动展现出来浴 冶在集团第 319次跨越发
展推进会上袁 董事长杨寿海着眼红太阳事业发
展全局袁 就加强推进创业创新和全员幸福提出
八个方面的要求袁为红太阳宣示野新时代冶变革
注入强劲动力遥

2017年底袁 杨寿海在致全体红太阳事业同
仁们的拜年信提出野先富带后富袁成为中国有责
任担当领先企业冶袁深刻阐明野创新创业冶与野全
员幸福冶相融合需要正确把握的关系袁其中处理
好高速发展和员工尊严的关系居于首要位置遥
而在本次推进大会上袁 杨寿海提出全面实施幸
福员工行动计划袁 不仅具有实现全体红太阳人
事业尧命运尧价值共同体的历史意义袁更具有实
现野创造尧担当尧责任冶新伟大事业承上启下的现

实意义遥坚持树立和践行野全员共同富冶理念袁事
关红太阳发展全局袁事关全体员工切身利益袁也
是摆在新时代面前的重要发展课题遥

理念是发展的先导遥 推动野全员幸福红太
阳冶目标的顺利达成袁首先要在经营观念上来
一场革命遥 野先富带后富尧能人优先富尧好人共
同富冶是顺应时代发展提出的战略思想袁是对
企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袁 是对红太阳发展
经验的深刻总结袁 是践行国家共享发展理念
的具体体现遥 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并不永远都
存在调和不了的矛盾袁 更应该是鱼和水的关
系袁是相互依存的遥 企业发展不能对员工竭泽
而渔袁正确看清这一关系袁就需要我们通过增
加员工财富尧提高员工福利尧维护员工尊严尧
提升员工素质等多方面工程袁 进而在发展中
孕育幸福袁在幸福中创造发展遥

实践是发展的试金石遥 从 2008 年红太阳

第四次转型升级时让 186 名员工共享 30.2%
股权袁 到 2013 年建设红太阳人才公寓以远低
于市场价格的福利专属形式野送予冶员工袁再
到 2015 年设立野爱心互助基金冶专款服务于全
体红太阳人及直系亲属噎噎一系列提高红太
阳人幸福指数的实践一再证明院 创造员工尊
严就是创造企业繁荣遥 在统筹推进 野一核四
芯冶总体布局尧协调推进野二个全面冶战略布局
中袁 全员幸福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
达成的历史过程袁当企业把进军世界 500 强梦
想同创造员工尊严目标统一起来袁 整个体系
将更有定力尧更有自信尧更有智慧地开创野共
创共荣尧共富共强冶的发展新境界遥
现代企业的终极目标就是为民族创造尊

严尧为社会创造价值尧为员工创造幸福袁而员
工恰恰是构成民族与社会的基本因子遥 我们
要始终从员工的根本立场出发袁 把为员工创

造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和毕生追求袁 带领全体
红太阳人共同创造历史伟业曰 我们要聚焦五
大战略新型产业发展这一本质要求袁 勇于创
新模式尧创造机制袁通过激发升级版红太阳的
发展活力袁让发展野红利冶和野硕果冶惠及每一
位为之奋斗的红太阳人曰我们要坚持推进野创
造世界 500 强冶和野全员幸福红太阳冶的融合
协调发展袁 同所有事业同仁一起用红太阳智
慧构建价值尧命运共同体遥

在红太阳医药产业园原集团总部办公室的
书案上袁一本信签纸上赫然写着野创造全员幸福
红太阳冶9个字遥正是在这里袁董事长杨寿海提出
了企业发展的野核心价值观冶遥现在袁它不仅推动
着企业的健康高速发展袁 更重塑着一个民族企
业的发展进程袁深印在 1万红太阳人的心里袁一
幅全员幸福的美好画卷正在红太阳这片热土徐
徐展开遥 陈钢

6月 5日袁 盐城市大丰区区长宋勇尧大
丰区人大副主任赵晓庆等领导莅临集团调
研考察遥 集团董事长杨寿海与宋勇区长座
谈时提出袁红太阳愿携手大丰袁利用红太阳
大数据尧医药健康尧新动能智慧汽车尧国际
教育等产业优势袁力争七年打造一座野立足
盐城尧 面向黄淮海冶 的苏北唯一年销售超
500亿元的大数据科教产业新城遥
杨寿海指出袁 大数据科教产业新城将

集科研尧都市工业尧跨境电商尧智能物流尧国
际人才特别社区尧文旅商务配套等于一体袁
以服务苏北五市医药健康国际大数据健康
产业为中心袁 以辐射其他城市汽车后服务
和服务中高端人才为基本点袁 未来有望带
动大丰万人创业尧10万人就业尧 超 10亿农
产品走出盐城遥
宋勇表示袁 在参观红太阳智能新动能

汽车产业园尧跨境电商产业城尧医药健康产
业园以及云数据产业中心时袁 他对于红太
阳宏大的产业战略布局非常震撼遥 作为传
统企业的改革先锋袁红太阳 28 年的改革史
对大丰地方企业来说是一本创新转型的教
科书遥 杨董事长对于大丰的战略投资目标
高远尧令人振奋袁大丰区政府将全力以赴做
好后续服务工作袁袁第一时间帮助企业解决
发展难题袁确保红太阳在大丰落地生根遥
据了解袁大丰地处黄海之滨袁拥有绝佳的

地理优势遥 尤其是该区所辖的大丰港为是国
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袁 是承接长三角的重要
节点遥 投资大丰袁是集团贯彻国家创新驱动尧
供给侧改革和江苏省野苏北崛起冶战略袁践行
野健康盐城尧致富百姓尧恩报大丰冶理念的新时
代决策部署袁 红太阳大数据科教产业城有望
成为大丰创新转型的一张新野名片冶遥
江苏科邦董事长赵富明尧 集团副总裁

胡容茂等陪同座谈遥 渊李运冤

6 月 6 日袁 集团董事长杨寿海会
见恩施副州长李岩一行遥 集团副总裁
卢玉刚尧功能农业总经理葛成参加座
谈遥

杨寿海在介绍红太阳基本情况时表
示袁 红太阳积极践行贯彻国家精准扶贫
战略袁 以实际行动践行民族企业责任担
当袁努力实现产业野真扶贫尧扶真贫冶袁实
施野先富带后富袁能人优先富袁好人共同
富冶企业战略袁先后把产业布局到安徽石

台尧海南定安尧重庆万州等地区袁为实现
乡村振兴贡献力量遥 恩施是世界富硒圣
地袁与红太阳富硒产业高度契合袁我们愿
整合产业尧人才尧市场尧大数据等优势资
源袁帮助恩施深入挖掘和发展富硒产业尧
旅游产业和现代农业等袁 助力恩施实产
业转型升级袁帮助恩施农民脱贫致富袁走
向共荣共富新道路遥

李岩表示袁 本次红太阳之行受益匪
浅遥 受益于红太阳先进的经营理念和五

大产业的宏伟布局曰 感动于杨寿海董事
长永远不灭的创业激情和炽热民族情
怀曰 感激于红太阳对贫困地区的社会责
任感和对恩施的投资信心遥 相信红太阳
集团五年内创造五个千亿级企业的目标
必将完成遥

据了解袁 恩施拥有世界唯一独立的
硒矿床袁拥有丰富的硒资源尧旅游资源尧
中药材资源袁 被誉为世界硒都尧 中国硒
谷遥 (王露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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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2日袁 安徽省发改委副主任
胡再生一行莅临国星生化袁调研企业发
展情况遥 集团副总裁陶峻尧国星生化董
事长谷顺明热情接待了胡再生一行遥当
涂县县长吴瑞新等陪同调研遥

胡再生在陶峻的陪同下实地走访
了公司大数据中心尧新吡啶项目遥 大数
据中心的生产调度大屏上袁物料反应温
度尧压力尧流量等数据实时滚动更新袁一
组组数据清晰直观曰DCS中控室里袁环
境整洁袁 员工们时刻关注着操作界面袁
井然有序曰 在 DCS室对面的 野员工心
吧冶里袁一本本书籍被整齐的摆放在书
架上袁 一行行党组织标语被镌刻在墙
上袁全流程智慧的管理尧充满科技现代
感的绿色厂区建设赢得了胡再生频频
点头驻足遥

在新吡啶项目现场袁 陶峻表示袁国
星生化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野绿色发
展尧生态优先冶的发展理念袁以建设野资

源节约型冶和野环境友好型冶企业为发展
目标袁 将产业链延伸与循环发展相结
合袁将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遥 在
建项目所使用的野新技术尧新工艺尧新装
置冶袁 着重加强环保尧 节能技术改造力
度袁将产生的野三废冶转化为蒸汽供车间
循环使用袁真正实现了野变废为宝袁循环
经济冶的发展目标袁将野环保治理是道德
治理袁文明生产是必胜的追求袁循环经
济是发展主题袁 绿色发展是永恒的责
任冶的红太阳环保责任落到实处遥
胡再生对公司的各项工作尤其是

环保工作表示高度肯定袁他指出袁企业
要始终牢记 野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冶
的发展理念袁国星生化作为马鞍山市的
重点企业袁在环保治理和节能减排等方
面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袁希望国星生
化能够继续坚持科学发展袁为当地经济
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遥

渊苏蔓琪冤

安徽省发改委胡再生调研国星生化

霍慧萍调研华洲药业环境保护
6月 8日袁高淳区委书记霍慧萍率

队至华洲药业实地调研环保管理工作袁
华洲药业董事长陈新春尧副总经理张春
华接待了霍慧萍一行袁 高淳区环保局尧
桠溪镇政府相关领导陪同调研遥

霍慧萍实地查看了华洲药业生产
中心现场袁并详细了解了固废以及无组
织排放治理工作遥 她指出袁红太阳作为
高淳本土企业的骄傲袁始终高度重视环

保问题袁希望你们坚持精细化尧长效化
原则袁加大力度推进复绿工程袁以更高
的标准尧更好的面貌迎接中央环保督查
回头看遥

陈新春表示袁近年来袁华洲药业为
接轨国际慢城绿色经济发展和贯彻区
委尧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袁主动采
取淘汰一部分尧转型一部分尧搬迁一部
分的方法袁投入大量人力尧物力尧财力用

于转型升级和环保治理工作遥 至今袁不
仅完成了污水收集池的无害化回填工
程袁彻底消除了污水收集池的废气环保
隐患袁而且利用新工艺尧新设备袁提高规
划产品收率尧节能减排袁实现全部产品
低碳环保生产遥 未来袁华洲药业将继续
坚持生态环境保护总基调袁打好转型升
级攻坚战袁为建设强富美新高淳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遥 (杭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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