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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寿海在大丰区考察时提出

建设黄淮大数据科教产业城
盐城市委常委尧大丰区委书记王荣袁区长宋勇会见

7 月 21 日袁 集团董事长杨寿海赴大丰区考 的十九大精神袁按照省委尧省政府的部署袁坚持高 础上袁在更宽领域尧更高层次拓展深化合作遥 大丰
察袁盐城市委常委尧大丰区委书记王荣袁区长宋勇 质量发展袁 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袁持 将全力提供优质高效服务袁积极为红太阳集团在
出席接待会议遥 双方围绕加强建设黄淮大数据科 续推进野创新驱动尧沿海崛起尧产业强区尧开放带 丰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袁携手共创互利共赢的美好
教产业城项目合作进行深入交流遥
动尧绿色发展尧民生共享冶六大战略重点袁努力走 未来遥
王荣代表区委尧区政府对杨寿海来丰表示欢 在苏中苏北高质量发展的前列遥 王荣表示袁大丰
杨寿海感谢大丰区委尧区政府对红太阳黄淮
迎袁对红太阳集团长期以来对大丰经济社会发展 正加快集聚发展新兴产业袁需要包括红太阳集团 大数据科教产业城的鼎力支持遥 他表示袁红太阳
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袁并简要介绍了大丰经济社 在内的更多领军型企业前来携手合作遥 希望红太 将抢抓大丰经济改革机遇袁坚定投资信心袁力争
会发展情况遥 他说袁当前大丰正全面贯彻落实党 阳集团发挥产业优势袁推动双方在战略合作的基 七年创造一座占地 1500 亩野立足盐城尧面向黄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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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袁 国家商务部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主任朱小良莅临红
太阳集团总部考察袁并与董事长杨寿海举行座谈遥 集团副总裁卢玉
刚尧胡容茂等参加接待遥
会上袁杨寿海简要介绍了红太阳的发展历程和基本情况袁并从
一个企业家的角度袁研判当前经济形势下的中国农业发展袁对产业
扶贫尧互联网金融尧电子商务等提出自己的思考遥 他表示袁红太阳扎
根沃土情系三农袁 具有丰富的农资直销尧 连销经营和传统营销经
验曰尤其近几年袁公司积极利用大数据尧互联网等高新技术改造传
统产业袁现已形成智慧物流农超尧智慧零售尧大数据科技产业尧百国
庄园尧跨境电商尧大数据金融等六大板块齐头并进的良好格局遥 同
时袁红太阳积极响应国家野振兴乡村冶号召袁对口支援万州尧石台尧云
阳尧颍上等贫困县袁创造了一家高科技高成长主板上市和多家拟上
市公司袁带动上下游就业超 3000 人袁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主力军遥
朱小良表示袁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承担推动中国电子商务发
展与应用的重任袁中心旗下企业高科技创新型企业百诚源袁欲打造首
个国家级公益性电子商务交易和服务平台袁服务三农尧服务民生尧服
务脱贫尧服务小康遥 杨寿海董事长精准把握时代脉搏袁助力国家产业
扶贫的情怀令人敬佩袁 国际电子商务中心愿与红太阳这样有民族精
神和责任担当的企业建立更广阔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遥
渊王露冤

杨寿海出席南京企业家会长会议
7 月 20 日袁南京市企业联合会尧南京 业家是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袁 协会要进
市企业家协会第二次会长工作会议在江 一步营造尊重企业家尧保护企业家尧善待
宁区朗坤智慧园召开遥 集团董事长杨寿 企业家的氛围袁挖掘尧宣传南京企业家精
海作为协会副会长袁受邀参加此次会议遥 神遥同时袁杨寿海还提议在座企业家群策
会上袁 杨寿海汇报了红太阳经过近 群力支持协会建设袁 共同打造南京企业
五年的创新升级尧结构优化袁成功完成了 家交流尧学习尧合作的平台遥
南京市企业家协会会长王海涛主持
野创新转型尧团队接班尧制度变革尧模式换
挡冶的第五次转型目标袁为国家培养了一 本次会议袁市企业联合会会长李琦尧市经
渊孙明冤
家有野时代民族精神冶的企业遥他提出袁企 信委主任陈光出席本次会议遥

杨寿海会见上海化工协会王振敏
7 月 16 日袁董事长杨寿海在红太阳
未来产业中心会见来访的上海化工协会
秘书长王振敏一行遥
会谈中袁杨寿海简要汇报了红太阳集
团过去 28 年的创业历程和取得的工作成
果遥 他指出袁红太阳一路走来袁每一次跨越
都离不开石化联合会和化工协会的关怀袁
每一个野军功章冶都离不开各位领导的指
导遥 上海作为红太阳进出口贸易的桥头
堡袁是公司实现野卖世界尧卖世界冶战略布
局的战略要地袁是世界村跨境电商进军全
国的重要基地遥 未来袁红太阳将在上海建

立以跨境电商尧智慧农贸两大平台为载体
的综合性服务集团袁秉承野服务市民尧致富
农民尧健康亿万百姓冶的初衷袁让上海市民
在家门口享受到国际健康食品遥
王振敏对杨寿海的热情接待表示衷
心的感谢遥她表示袁红太阳最近五年的创
新发展令人赞叹袁 相信未来有很多项目
可以深入合作遥 上海化工协会将不遗余
力地做好服务工作袁 为红太阳在沪发展
添砖加瓦遥
当天袁 江苏省石化联合会会长秦志
强陪同考察遥
渊王露冤

海冶的苏北唯一年销售超 500 亿元的大数据科教
产业新城袁带动万人创业尧就业遥
宋勇表示袁大丰高度重视红太阳集团在丰项
目的投资发展袁将全力以赴做好服务袁切实发扬
野店小二冶精神袁想方设法集聚要素袁加快推进项
目实施袁尽早落地见效遥
集团副总裁赵富明尧胡容茂等陪同调研遥
渊贾如冤

红太阳与民生证券战略合作
7 月 4 日袁红太阳集团与民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遥
集团董事长杨寿海与民生证券董事
长冯鹤年分别代表双方在战略合作
协议书签字遥
杨寿海对冯鹤年一行表示热烈欢
迎遥 他指出袁金融是企业发展的翅膀尧是
现代经济的血脉遥当前袁红太阳正处在全
力推进野一核四芯冶战略的关键时期袁需
要金融和资本市场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大
的助力遥 此次与民生证券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袁 一定会为红太阳的发展带来更新
的理念和更大的空间袁 为中国实体经济
发展注入更多的活水和更强的动力遥
冯鹤年表示袁 民生证券是一家有
情怀的投资公司袁多年来袁公司始终以
实现社会尧企业尧个人野三统一冶为行为
准则袁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尧多层次的投
融资工具和专业化尧 个性化的金融服
务遥 对于同样具有民族情怀的红太阳
集团袁民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袁派出多
位研究院专员深度挖掘红太阳五大战

渊上接 A1 版冤
从大思维创新看野量质冶巨变遥
我集团用创意思维的新理念袁创造新模式和新业
态曰用改革创业的新精神袁创造新机制和新成果遥突出
表现在院
市场创新遥 我们已成功打造野智慧零售尧数字三
农尧百国庄园尧医药云商尧跨境电商尧农村云商冶等立体
营销平台袁拥有专利和市场准入野双超冶千件袁产品扎
根于 108 个国家袁拥有国内外客企近三万家遥 今年我
们继续加速推进红太阳全球销售渠道布局和品牌营
销步伐袁主要表现在院一是贯彻国家野健康中国冶战略
决策和满足日益富强的中国人由野治疗医学冶向野营养
医学冶观念转变的需要袁落实国家对野三农冶问题重大
系列决策袁解决农民生产生活野买难卖难袁优质不优
价冶的历史问题袁打造了智慧农贸平台袁建立了世界村
全球购国际健康食品体验中心曰二是扎实推进重组整
合袁兼并了全球第五大农化公司 FMC 子公司阿根廷
Ruralco 公司袁扩展公司在全球生化农业市场的版图曰
三是独家中标野伦敦 25 万辆绿色智能出租车冶袁如此
等等遥
技术创新遥 我们已拥有中国唯一产业链野十条冶袁
其中世界唯一产业链野六条冶袁占全球农药总产业链的
近四分之一曰拥有专利超千件遥 今年我们加大创新投
入袁加快自主创新步伐袁完善创新体制机制袁取得了一
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遥第一台野红太阳芯冶发动机在德
国亚琛一次性点火成功袁第一条野红太阳造冶发动机主
装配线和 TGDI 缸盖装配线在新动能总成产业园成
功完成合拢贯通袁 利伐沙坦医药产业链填补国内空
白袁橡塑中空成型装备全球首创袁树脂吸附技术取得
重大突破袁世界村牌生命源水获国家级生态原产地产
品保护袁等等遥
机制创新遥我们有力地推动公司从组织尧模式尧业

略产业的资本野金矿冶遥 民生相信袁正式
建立合作关系后袁 民生将为红太阳打
造更为野地道冶的服务方案袁帮助红太
阳更好实现企业发展战略遥
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袁红太阳与
民生证券将在财务顾问尧 保荐承销
渊投资银行服务冤尧投资业务尧二级市
场投资研究等领域进行深入合作遥 此
次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袁有利于充分
发挥双方的行业优势袁进一步增强红
太阳的核心竞争力遥
渊李运冤

态尧人资尧责任的重新分配袁真正做到了野人人有事干尧
事事有人干尧 人人头上有责任尧 个个肩上有担子冶和
野能人当老板尧好人当配角冶的新经营格局和机制遥 创
造了适应未来经营的野身股+营股+期股冶和野圣人主
导袁能人合伙袁好人跟投冶的制度变革新机制遥 今年我
们通过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袁 全面真正实现商者有其
股袁企业处处有老板尧层层有老板尧人人是老板遥 使企
业形成变野要我干冶为野我要干冶的自我管理机制袁从而
保证企业大而不乱尧大而有效尧大而长存遥
从大范围引智看野量质冶巨变遥
我集团平稳实现了野60 后主控袁70 后主战袁80 后
主攻冶的新团队经营格局遥今年袁我们通过野腾笼换鸟冶
和野筑巢引凤冶袁引进各类人才 512 名渊其中教练型人
才 8 名袁研究生 59 名袁博士生 2 名冤遥 北大尧南大尧中科
大尧墨尔本大学等名校学生云集袁黑皮肤尧白皮肤尧黄
皮肤等多肤色共事袁法语尧西班牙语尧葡萄牙语等多语
种共鸣遥
同时袁我们建平台借智引智袁形成了以中央研究
院为统领袁以各产业研究院为支撑的红太阳创新研发
网络遥 不仅具有国家级研发平台 3 个袁省级以上研发
平台 26 个曰 而且与国内外相关领域的顶尖大学与科
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袁在英国设立
了汽车新动力研究院袁与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共
同成立了红太阳生物健康研究院袁同美国华盛顿州立
大学设立了生物质能源研究院等遥
惟变革者进袁惟创新者强袁惟变革创新者胜遥
快速前行的红太阳袁每一次转型的到来都承载着新的
美好期待袁每一段征程的延展都描绘出砥砺奋进的时
代风景袁每一轮升级后的成功都孕育出野量质冶巨变遥
未来我们将以更宽广的视野尧更高的目标要求尧更有
力的举措推动袁锻造自我袁追求无我袁奋力开创红太阳
新时代伟业遥
吴钟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