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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日活动我集团捐款 万元

8 月 30 日袁 纪念慈善法实施两周年暨
野9.5 中华慈善日冶 主题宣传活动在南京市高
淳区隆重举行遥江苏省慈善总会会长蒋宏坤尧
副会长赵顺盘尧章大李袁南京市慈善总会副会
长钱平桃尧高淳区区长吴勇强等出席当天活
动遥 集团党委副书记张晓春尧办公室副主任
黄贤柏代表集团参加活动遥 当天袁我集团向
高淳区慈善总会捐款 230 万元遥
蒋宏坤会长在讲话中首先代表省慈善总
会袁向长期以来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各个爱心
单位尧爱心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浴 向勤奋工作尧
默默奉献的广大慈善工作者和志愿者表示诚
挚的问候浴 他指出袁慈善法将扶贫济困被列为
慈善救助的首要任务袁目的就是通过立法将更
多的慈善资源引导尧汇聚到扶贫济困这一重点
领域袁与社会救助紧密衔接袁形成强大合力袁助
推脱贫攻坚袁实现全面小康目标袁向全社会昭

示党和国家缩小收入差距袁带领困难群众一道
进入小康社会尧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不懈努力遥
蒋宏坤在讲话中袁 对红太阳的慈善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遥他表示袁高淳作为一个人口仅
有 40 万的小城袁能募集到 500 多万的善款实
属不易遥而这 500 多万善款中袁仅红太阳集团
就贡献出了近一半袁 为这样具有大爱之心的
企业点赞袁 希望更多的企业都能像红太阳学
习袁心系社会尧感恩社会尧回馈社会遥
据悉袁近年来红太阳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袁
主动担当社会公共福祉的建设遥 循 野大智若
愚尧海纳百川尧修己安人尧厚德载物冶的企业素
养袁心诚志坚的信奉野为他人创造幸福袁为社
会创造繁荣袁为国家创造尊严冶的理想信念袁
恩报野三农冶袁 恩报家乡袁恩报社会遥 不仅在助
医助学尧奖教奖学尧救灾济贫等公益方面累计
捐赠 2.69 亿元遥
渊李运 冤

池州市人大主任金庆丰考察富硒氧吧小镇
南京市江北新区党工委罗群视察南京生化
产业链结构升级情况遥 陈新春作陪同讲解袁 他介
绍院野南生化一直以来重视安全生产和生态建设袁
今年重点在固废焚烧技术改进尧 生产工艺水循环
技术更新方面投入资金尧人力袁确保达到零污染零
排放遥 在全公司员工的努力下袁南生化持续通过国
家安全标准化二级复审袁有望冲刺一级遥 冶

罗群充分肯定了南生化在安全环保方面
做出的努力袁他表示袁南京生化在保证企业生
产的同时要持续加大安全环保的资金投入袁通
过应用智能工业化技术袁 构建花园式工厂袁进
一步提升企业安全环保等级袁将南生化打造为
本质安全型企业遥
渊刘影冤

高淳区长吴勇强调研世界村智慧农贸市场
9 月 26 日袁高淳区区长吴勇强率商务尧市
场监管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行调研高淳首家
智慧农贸袁区领导张小平尧纪圣智尧朱启军参
加调研遥 红太阳集团副总裁尧世界村智慧农贸
有限公司董事长尧 总经理卢玉刚接待吴区长
一行遥
卢玉刚介绍袁世界村智慧农贸是红太阳集
团践行高淳区委尧区政府绿色发展尧高质量发
展的又一新理念尧新模式尧新业态的结晶袁也是
杨寿海总裁又一次情系故里尧造福百姓尧健康
市民民生工程的战略举措遥 该项目以解决野食

品安全溯源冶为切入点袁以大数据尧物联网尧人
工智能+供应链体系+智慧农贸市场尧 线上全
网为平台袁实现智慧农贸终端数据采集袁借助
大数据精准营销袁反向指导种植袁通过整合基
地和农批市场袁进行集采集配袁按照 1+N+X+
C 模式袁创新市场流通渠道袁实现线上线下同
体验袁线上线下同交易尧线上线下同结算袁全程
溯源及最后一公里配送的互联网产业新模式遥
一方面为百姓食品安全保驾护航袁一方面为商
户增加营业收入袁一方面帮助销地政府有效监
管袁一方面帮助产地政府解决农产品卖难和农

民增收创富问题袁实现农民尧市民尧政府尧银行尧
企业多方共赢遥
吴勇强参观了智慧运营中心袁仔细询问了
世界村智慧农贸的商业模式尧盈利模式袁高度
肯定了红太阳集团的这一新项目尧 新做法袁并
希望快速总结首家世界村智慧农贸好的经验
方法袁探索成熟的可复制的扩展机制袁在全区
范围内积极推广袁全面推动高淳农产品质量安
全示范区建设袁 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野舌尖上的安全冶遥
(李少博)

高淳区人大赵火平调研红太阳大数据中心
9 月 28 日上午袁高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
火平带队调研红太阳集团大数据中心袁云数据
产业技术总监朱广宇热情接待了赵火平一行遥
朱广宇重点向赵火平介绍了集团野数字红
太阳冶战略遥 他表示袁今年以来来袁红太阳通过
实施研发数字化尧管理数字化尧制造数字化尧营
销数字化和运营数字化战略袁 打造以工业大

脑尧现代服务业大脑尧农业大脑为核心的红太
阳产业大脑袁成功构筑大数据与互联网产业链
生态圈袁为红太阳五大高新产业尧六大产业链
的创新转型和高速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和支撑袁其中工业大脑获野江苏省工业互联网
项目冶支持遥
赵火平表示袁红太阳集团作为高淳区先进

企业的代表袁在农化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袁当前更是紧紧抓住时代机遇袁积极实现
自身转型遥 通过构建大数据与互联网产业链生
态圈袁打造互联共生尧资源共享的行业级工业
互联网平台袁不断提升企业综合实力袁成为推
动我区企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助力袁为高淳地区
的经济繁荣做出新贡献遥
(诸追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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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袁南京市委常委尧江北新区党工
委专职副书记罗群带队调研南京生化安全生
产和环保情况遥 南京生化董事长陈新春热情接
待了罗群一行遥
罗群先后参观了南生化党建长廊尧大数据智
控中心尧生产车间袁重点了解企业废水处理工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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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袁池州市人大主任金庆丰尧发改 目核心区尧金丝楠木养生酒店尧功能饮品厂区袁 化尧旅游尧社区功能的创新创业发展平台遥 县委
委主任张江南尧人大秘书长张泽民等领导莅临 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遥 经过实地调研袁充分了解 县政府要大力支持项目申报的各项工作袁做好
安徽世界村富硒氧吧特色小镇调研富硒氧吧 富硒氧吧小镇建设的整体布局后袁金庆丰高度 相关配套服务袁力争申报成功袁取得野全省特色
小镇项目申报工作遥 富硒康养公司总经理杨玉 肯定了红太阳高瞻远瞩的投资眼光遥
小镇冶荣誉称号遥
金庆丰表示袁富硒康养特色小镇项目充分
石台县副县长裴钧尧发改委主任唐钦华等
林尧功能饮品总经理吴剑平热情接待了金庆丰
一行遥
融入了池州特色和人文理念袁是野创新尧协调尧 陪同参加遥
金庆丰一行先后参观了富硒康养小镇项 绿色尧开放尧共享冶发展理念的产物袁是融合文
王芳芳

9 月 3-5 日袁 美国 Gear Jump 科
技公司渊简称 GJT冤创始人兼首席执
行官 Noel Elman 博士专程到访红太
阳袁参观生产尧研发基地并与集团副
总裁薛谊尧金控总裁叶辉等领导会谈
磋商袁就该公司世界领先的药物缓释
技术与红太阳农化产业相结合的实
现路径尧市场前景尧合作模式等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探讨遥
Noel 博士毕业于以色列最高学
要特拉维夫大学袁专业领域是药
府要要
物传输遥 在麻省理工从事博士后研究
期间袁 他参与了美军单兵系统的研
发袁 主要负责便携防蚊虫装置的研
制遥 意识到基于微囊的药物传输技术
的广阔市场空间袁他组建团队创立了
GJT 公司袁旨在通过对控制释放技术
的变革袁在提升药物使用效果尧降低
使用剂量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遥
此前袁Noel 博士与红太阳金控进行
了数月的沟通袁对红太阳集团的行业
及市场领导地位有了充分了解袁此次
专程来华访问袁就是为了更深入地对
接双方需求和契合点袁将 GJT 领先的
科研能力与红太阳强大的产业化能
力相结合袁对未来 5~10 年的农化尧医
药行业格局带来变革性推动遥
到访红太 阳 期 间 袁Noel 博 士 先
后参观了国星生化生产基地和研发
中心尧医药健康集团总部及检测实验
室尧集团未来产业园和云数据产业中
心等地袁 详细了解集团吡啶产业尧拉
唑类药物等项目和产品线的产能尧市
场占比尧技术路线尧研发团队等情况袁
对红太阳集团的研发和产业发展实
力表示高度赞赏遥
在与薛谊 会 谈 时 袁Noel 博 士 重
点介绍了 GJT 公司的智能缓释技术袁
并展示了部分已上市的民用产品袁希
望了解农化领域的需求痛点袁寻求技
术解决的突破方向遥 薛谊简要介绍了
红太阳集团的发展历程尧产业集群以
及市场覆盖情况袁结合主要经济体的
农化监管政策袁阐述了有关产品面临
的现实制约和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遥
双方就目前国际学术界聚焦的若干
技术研发方向进行了探讨分析袁在评
判方案可行性的安全尧成本尧效果尧时
间等因素的基本标准上达成基本共
识遥 双方一致认为院如果智能缓释技
术能在 3~5 年内帮助相关农化产品
内达到上述标准袁不仅对红太阳集团袁对全球农化行
业尧农业也将带来重大利好遥
叶辉在金控上海总部接待了 Noel 博士一行袁对
博士此次专程来访表示欢迎袁 希望双方能聚合彼此
的专长和优势袁从单个产品合作逐步拓展袁以互利共
赢的方式推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发展袁 为农化产业
注入富有创意的科技动能袁 为环境友好型农业提供
安全尧高效的创新解决方案袁共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和谐发展遥
Noel 博士对技术研发规划作了进一步阐述袁就
双方的合作模式和步骤提出了建议袁 双方团队在可
操作层面展开了探讨袁 为后续落地推进形成了清晰
的路线图遥
红太阳金控助理副总裁倪建峰尧 产业资本事业
部总裁林佳暖袁以色列中以天梯公司总裁戴忠玉尧银
创资本总裁蒯慧超等有关负责人参加了访问会谈遥
渊张林烽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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