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与高淳老街仅一街之隔的海邦连锁药
房通贤街店里袁每天迎来送往数百余位顾客袁
在这里袁邢玲玲与她的伙伴们袁以野以德为先尧
以客为尊冶的服务理念袁传递着野买放心药品尧
到海邦连锁冶的品质使命遥 在红太阳的 16年
里袁邢玲玲以她对顾客的爱心尧耐心和对工作
的专业尧专注袁不断突破自我袁实践着自己的
人生价值遥

邢玲玲, 是海邦连锁药房的店长,2002年
进入海邦连锁工作到现在已 16 年个年头遥
2002年到 2016年袁她在海邦连锁的双牌石药
店担任店长袁 去年开始到旗舰店通贤药店担
任店长袁从一名小店的店长袁锻炼成了一名旗
舰店的店长遥 到大店以后袁邢玲玲觉得大店承
载的工作和职责更多了袁野特别是旗舰店袁经
营范围广尧琐碎的事情也更多袁而且肩负了公
司里培养新人才的任务遥 冶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袁 事关民生健
康与安全遥 海邦医药的每一家门店在出售药
品的同时袁都为顾客提供专业的药学服务袁邢
玲玲与她的同事们袁 每一个人都视顾客为自
己的亲人袁一切从顾客角度着想袁以保证顾客
用药的安全尧有效尧合理遥

药店平日里的工作琐碎而又辛苦袁 所以
就要有更多的耐心去做好药师服务的业务袁
平常有一些老百姓袁 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老
年人过来买药袁 可能就需要店员们有更多的
耐心与倾情服务遥 邢玲玲介绍道院野有些到店
里的客人是不认识字的袁 只会告诉你我以前
买过一盒什么药袁比如说耶一个白盒子上面有
条白杠袁里面有几板药爷袁所以这就需要我们
对自己家里的药掌握的非常熟悉袁 能马上猜
到他大概用的是什么药袁然后拿给他看袁再确
切地问他是不是吃的这一种袁 最后再叮嘱他
下一次尽量把盒子拿来遥 冶

对邢玲玲而言袁 所在的门店不论大小袁
都是一个集体遥 所以她一直要求自己既要
做到是顾客的野贴心人冶尧又是同事的野贴心

人冶袁也正因此袁这家门店也成为了一处温
暖尧有生气的所在袁其乐融融的同时袁大家
工作劲头十足遥
作为海邦的一个旗舰店袁 通贤药店又有

一个另外的称呼就是百年老店袁 是高淳街上
最老的一家药店遥 店里中药每天的抓方量也
是比较大的袁现在在中药柜组的有四个袁店内
的小伙伴们非常的辛苦遥 众所周知袁抓中药是
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袁不像西药拿一个很快袁
结账也都比较方便曰 而中药就需要她们更加
得细心袁工作起来也要更加得负责任袁要严肃
严谨不能弄错遥

现今袁 通贤药店楼上打造了新的通贤堂
中医馆袁口号就是野老百姓家门口的省城中医
院冶袁也会从中医院定期邀请一些主任尧中医
药大学的教授过来袁 方便高淳的老百姓寻医
问药袁对身体的一些疾病尧保养尧养生的咨询袁
定期也开展一些讲座袁方便高淳的老百姓遥 不
仅中医坐诊袁后期还会更加得增加服务范围袁

比如说推拿尧针灸尧理疗等遥
近年来袁海邦医药不断创新袁致力于打造

线上线下一体化尧 连锁经营和供应链管理的
红太阳智慧医药流通的全产业链平台袁 因此
门店管理也在服务优化的基础上逐步走向了
数据化与科学化袁 现在的服务基本是围绕以
会员开发为重点尧 结合门店的 ERP系统袁将
微信尧支付宝尧公众号管理尧药师服务还有会
员营销尧 中医馆的预约挂号等等都整合到海
邦的 B2C和 O2O的智慧医药平台曰同时袁还
可以提供一个完美的送货上门与售后服务遥
随着管理手段的创新提升袁 也对邢玲玲的日
常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袁 而她也在红太阳的
新时代发展中不断学习和充实自己遥
奋斗着尧前进着遥 这一张张鲜活的面孔袁

正是红太阳的奋斗者们英姿勃发尧 生生不息
的写照袁他们的精神力量袁正与新时代的使命
召唤相辉映袁 鼓舞着更多红太阳人为梦想而
拼搏袁与时代同奋进遥 孔未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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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袁支撑一个人向前迈步曰信仰袁守护一个
人一生道路曰奋斗袁改变一个人一生命运遥
一件白色的衬衣袁一条黑色的西裤袁干净整

洁袁洋溢着自信的笑容遥 他既仰望星空尧志存高
远袁又脚踏实地尧业精于专袁平凡中焕发出耀眼的
光芒遥他就是从核心技术研发路上的野拓荒者冶到
产品的市场开拓管理者要要要丁永山遥在他的平凡
背后袁却蕴含着奋斗者的真谛院不论工作环境多
么艰苦袁不管工作岗位怎么变化袁他总是干一行尧
爱一行尧专一行尧精一行袁在自己的岗位上辛勤地
耕耘着希望袁收获着喜悦袁用默默无声的行动奏
响了青春激昂的凯歌浴

2012 年他通过层层面试被红太阳南京生
化公司录用袁起先他被安排到技术中心作为一
名研究员从事研发工作袁在薛总的引导下他走
进了野吡啶冶的世界袁从此与野吡啶冶结缘遥 在此
期间先后参与了医药中间体莫西沙星侧链的
合成袁3-羟基哌啶尧2-氨基-5-甲基吡啶的合
成和一氯的技改遥 凭借他丰富的理论功底袁历
经两年时间在整个研发项目组脱颖而出袁当时
也是恰逢红太阳第五次创新转型之初袁研发项
目百花齐放袁2014 年丁永山被提升为研发项
目组长袁他洋溢着激情向上的工作热情袁带领
团队先后完成 2-氯-5-甲基吡啶渊俗称一氯冤
的小试尧 中试和试生产的技术支持袁2,4-二甲
基吡啶以及 2,4,6-三甲基吡啶的新工艺开发曰
丁永山不仅仅是在工作中勤奋尧好学遥 与人沟
通尧交际也是他的专长袁用他的话来讲叫做野做
事尧做人尧做朋友浴 冶他利用休息时间与圈内人
经常进行技术交流袁通过一些交流袁相互学习
和提升袁他巧用资源帮助公司引进了医药中间

体环丙基乙炔和 ZPT 项目的技术尧 攻关尧孵
化尧小试遥 期间他围绕 ZPT 系列产品袁开展上
下游的产品整合袁调研上游产品的全球生产厂
家尧规模尧价格尧优势袁以及下游终端客户的需
求和配方的相适性遥 寻找国内生产厂家的技
术尧产品性能尧规模及价格尧渠道等等遥 目前
ZPT 产品已进入工业化生产袁 产能达 1 万吨袁
成为全国规模最大袁技术领先地位遥 四年的研
发道路上他提交技术规范撰写专利 20 余篇袁
正由这些野笔尖的付出冶为公司科研产品附上
了一个个有力的野护身符冶遥 岁月如歌袁踏实努
力袁每个脚印留下的都是执著袁丁永山用忠诚
和智慧走出了一条青年员工钻研产品袁创新有
为的成功之路遥

从野尚未佩妥剑袁转眼便江湖冶的毛头小子到
野运斤成风尧游刃有余冶的市场开拓者袁丁永山始
终坚持学习袁细致踏实地工作遥 2017年 10月袁丁
永山被任命为南生化公司产品服务部经理袁主要
负责车间生产的副产品处置袁以及中间体的市场

开拓与销售工作遥这个部门的成立对于南生化这
个生产基地来说是从无到有遥

隔行如隔山袁虽然他在研发岗位已积累了多
年的技术优势袁但要把每个产品的亮点进行精准
传播袁要把技术语言讲得简单易懂袁是他面临的
新的挑战遥 行业的攻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袁更是
一种责任的升华遥他不断加强学习对各个产品的
认知袁以及对外交际尧销售的技巧遥他用时间换空
间穿梭于各个城市与客户访谈尧实地调研尧竞争
力分析遥 时间是最好的证明袁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面对市场袁已练就了敏锐的嗅觉和味觉袁抢占了
市场先机袁目前已签下产品销售合同 1700多万遥

在别人眼里袁从一个研发员转型到市场开拓
人袁仅用如此之短时间遥 他的成长经历给我们展
现了每个阶段的心路历程袁是我们职业生涯中一
个重要的学习楷模遥

新时代的画卷已经展开袁身处红太阳重要发
展期的我们正逢其时袁必须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的精神奋斗在当下遥 孙明

仙寓山袁 南临黄山尧 北望九华
山袁自古就有野神仙居所冶的美誉袁这
里原始山林错落有致尧 天然富硒水
沿山而下袁 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生
态环境遥四年前袁袁飞从桠溪生产中
心来到石台仙寓镇袁 参与到世界村
富硒氧吧未来产业城的建设之中袁
深耕于这处野世外桃源冶袁踏上了自
己红太阳事业的新征程遥

所谓 野民以食为天袁 食以安为
先冶遥 在抓生产的同时袁袁飞与车间
同事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袁 从基础工
作入手袁紧紧守住生产源头这一关袁
从严把控产品质量袁 他所在的团队
不仅自主制定了各种制度表格近
200个袁严格执行国际食品标准袁更
不断拓展产学研合作渠道袁 寻求产
业优化与升级遥

都知道在仙寓工作袁 要能耐得
住寂寞尧静的下心袁更要吃得了苦遥
红太阳初到石台的团队就只有 6尧7
人袁每个人的工作都异常充实袁面对
新的岗位尧新的挑战袁袁飞攻坚克难
积极面对袁 更铆足了劲要干出一番
成绩来遥在这四年的工作与磨炼中袁
大家对他的努力与勤奋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袁 一说起这个笑容可掬的
年轻人袁都是赞誉有加遥

生命源水的副总经理余建良介
绍说袁袁飞自从进入我们公司以来袁
一直是勤勤恳恳袁工作认真负责袁特
别是我们功能饮品公司刚开始组建
的时候袁他舍小家顾大家袁团队意识
非常强遥

同事唐百武说袁 袁主任工作态
度严谨袁 对每个细节都要求精益求
精袁 在生活中非常具有亲和力是我
们的良师益友遥 在袁飞主任的带领
下袁 历练了自己也提升了自己的个
人能力曰在生活中袁袁主任也像大哥
一样照顾我们袁 给我们外地人带来
了家的感觉遥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袁 奋斗
者是新时代里精神最为富足的人袁

也是最懂得幸福和最享受幸福的人遥在红太阳袁像袁飞一
样的奋斗者们既是红太阳发展的见证者袁 更是红太阳前
进的推动者袁于他们而言袁奋斗便是通向自己幸福人生的
阶梯遥正如习主席所说院野有梦想尧有机会尧有奋斗袁一切美
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遥 冶 孔未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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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玲玲：心中有阳光，脚下就有力量

5月 31日袁世界村全球购受邀造访法国
驻上海总领事私人官邸袁与法国驻中国大使
Jean-Maurice Ripert袁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
Axel Cruau, 法国驻香港澳门总领事 Eric
Berti, 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副主席
Jean-Michel Monjon进行了友好会谈袁并获
邀参加领事馆的商务活动遥

会谈中袁 法国驻中国大使对红太阳集
团的发展尧世界村全球购的业务架构赞赏
有加袁对全球购对法中商业合作所做的工
作和努力给予高度评价袁并对全球购的发

展战略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遥 大使不但牢牢
地记住了世界村全球购袁主动将全球购介
绍给相关的商业组织负责人袁还向全球购
代表介绍了法国政府对华推广合作项目
的详细规划袁 并盛情邀请全球购参与合
作遥 全球购代表接受了邀请并就项目合作
与大使进行了深入交流袁这也是全球购首
次参与外国政府的国家计划遥

当天袁全球购代表还拜会了美国驻上海
总领馆新任商务领事官 Frank Joseph遥 双方
就打造全球购国际健康生活领域的合作袁进

一步扩大贸易量袁推荐寻找具有垄断性的美
国端投资并购机会袁积极推荐商业协会与全
球购的对接合作达成了深度共识遥

世界村全球购未来将继续深化国际贸
易战略合作袁以红太阳集团大汽车与大健康
产业为主导尧 大数据与物联网产业为支撑袁
打造跨境电商尧智能物流尧进出口贸易尧电子
口岸尧国际供应链及金融尧大数据综合服务
平台袁形成一二三产高度融合尧为全球企事
业单位和百姓生产生活服务的新型业态集
群遥 渊诸追懿冤

全球购受邀参与美法两国在华项目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