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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是收获的季节袁 红太阳以 28年保持不
低头稳步发展袁蝉联中国石化尧中国民营尧中国制
造等多项 500强遥面对荣誉袁董事长杨寿海表示院
500强袁只是红太阳的起点遥

守正创新 党的政治引领和精神
凝聚是红太阳发展的方向

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富强繁荣的
新中国袁 没有改革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正确指引袁就没有今天的红太阳浴 冶遥在红太
阳发展的每个战略要点及时间节点上袁 党的
政治引领和精神凝聚始终为红太阳的发展指
明正确的方向遥

围绕党的十九大精神袁红太阳坚持绿色发展
战略袁 落实实体经济发展和战略新型产业发展遥
坚持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相融互促袁随着产业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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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先锋模范带

头作用就发挥到哪里遥 28年来袁红太阳历经无数
次的国际风云巨变尧金融风暴尧经济转型尧环保压
力等袁始终以野听党的话袁跟正确的人袁走自己的
路冶为企业信仰袁不忘初心尧继续前行遥

动能转换 高速发展向高质高速
增长是红太阳发展的动力

面对新时代袁红太阳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高速
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遥 作为环保农药的龙头企
业袁红太阳从 2012年开始第五次创新转型袁成功
将传统生化环保农药转型升级为现代农业尧医药
健康尧环保新材料尧智能新动力汽车尧大数据与互
联网等野六大冶未来千亿级的野世界唯一冶生命健
康产业链生态圈袁创造了野四大冶产业链尧野六大冶
制造行业集团和野七大冶现代服务业遥

28年来袁红太阳独创了野世界唯一冶生命健康
产品链 17 条袁取得中国野话语权冶产品 6000 多
种袁世界话语权产品 368种遥 传统产业保持强劲

发展袁新兴产业经过近几年的孵化培育袁展露锋
芒袁 其中健康食品拥有全球唯一性产品链 5条袁
话语权产品达 287种遥 红太阳由以往的高速发展
向高质量与高速度并重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袁各
项经济指标均得以显著提升袁在 500强榜单排名
位次较去年大幅上升遥

智能时代尧未来已来袁红太阳从发展理念尧发
展要求和发展标准等内生颠覆性的变革遥红太阳
的华丽野蝶变冶袁是处于变革期的民族传统产业充
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生物智能技术的内在创
新和突破袁更是践行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缩
影和榜样遥

无中生有 是红太阳保持持续发
展的秘诀

野无中生有冶就是创意思维遥 野辛苦一辈子
不如有个好创意冶遥红太阳从观念尧模式尧业态尧技
术尧市场尧人才等各个方面全面创新遥

一是将红太阳野六大冶产业集团切成 568家
大尧中尧小平台科创公司遥 改变了由过去野火车
头冶式发展向野千舟扬帆冶爆发性发展曰二是选
拔了野186名冶红太阳精英袁组建了野16 支冶团队
接班袁成功实现了野60 后主控袁70后主峰袁80后
主攻冶的经营新团队野变革冶曰三是开启了野先富
带后富袁能人优先富袁好人共同富冶的新时代使
命袁创立了企业与骨干员工共同事业尧价值尧命
运共同体的新型生产关系曰四是创造了野平台+
技术+品牌冶的新经营模式袁构筑了以产业大脑
和智能储运为核心的袁以红太阳现代产业体系
的野产业+行业+产品+市场冶等数字平台系统曰
五是成功创造了内部野产业重组尧人才重配尧制
度重建尧流程重造冶的新产业法人治理组织结
构曰六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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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变革新机制噎噎遥

根据野整合资源尧跨界融合尧产融结合尧创意
发展尧与强人共舞冶的经营法则袁红太阳野无中生
有冶袁 创造出 野智慧零售冶尧野智慧金融冶尧野智慧农
贸冶尧野大数据产教城冶等新业态新模式遥

500强袁 仅仅只是起点遥 红太阳志在星辰大
海院2020年袁实现野进军世界 500强尧创造全员幸
福红太阳冶曰2025年袁 实现 野创造四家世界 500
强冶袁万亿市值红太阳浴 黄桂清

500强 只是起点

9月 29日袁江苏省经信委组织专家组莅
临我集团对 2018年省级工业与信息化转型
升级专项拟扶持的工业互联网平台重大项目
进行现场核查袁

集团副总裁胡容茂尧 云数据产业技术总
监朱广宇热情接待并作汇报遥

核查组专家首先考察了红太阳大数据中
心建设情况遥随后胡容茂就集团基本情况尧数
字化发展战略及项目建设情况等作详细汇
报袁 他表示红太阳作为中国农化行业龙头企
业袁 将积极践行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袁 利用
28年来通过创新发展袁在技术尧人才尧产品尧
品牌尧市场等形成的行业优势袁

率先承担国内首个精细化工行业工业互
联网平台项目袁 为中国农化企业在互联网经
济时代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遥

专家组充分肯定了红太阳数字化发展战
略和在信息化建设上取得的成绩袁 并就下一
步工作推进提出了宝贵建议袁 希望红太阳加
快企业管理信息化步伐袁加速推进管理创新尧
技术创新尧人才创新落地袁站在行业制高点袁
勇当带头兵袁积极发挥行业引领作用袁推动行
业信息化进程遥对照评审要求袁结合企业现场
核查实际情况袁 专家组一致认定项目现场核

查通过遥
据了解袁201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

发布叶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曳和叶野十三
五冶国家信息化规划曳袁首次提出以野信息化驱
动现代化冶袁建立野数字中国冶的战略要求袁要
求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袁 加快实施
叶中国制造 2025曳袁推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遥
红太阳积极响应国家战略袁 同年起全面实施
野数字红太阳冶战略袁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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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大脑遥 同时遵循国家对野两化冶深度融合是
叶中国制造 2025曳的主线袁智能制造为其主攻
方向袁 而工业互联网为智能制造的突破口这
一总体部署袁通过工业互联平台项目的切入袁
加速推进集团两化深度融合遥本项目的建成袁
将形成设备状态监测及预测性维护尧 工艺优
化与产品收率提升尧 能源管理与优化等应用
场景渊工业 APP冤袁将支撑和服务平台企业用
户达 1-3万家遥在企业内部实现工业设备尧业
务流程尧产品与服务尧人员之间的互联曰在行
业内实现上下游企业间横向互联袁 为企业提
供安全尧环保尧降本增效尧管理创新等综合解
决方案袁推动中国农化行业整体转型升级袁进
入绿色尧安全尧可持续发展之路遥 (诸追懿)

红太阳打造数字化转型新引擎

国内首个精细化工互联网平台通过核查

9月 27日袁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布 2018 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
目袁经各地主管部门推荐尧专家评审
和网上公示后袁红太阳集团国星生化
公司荣登野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榜
单冶袁以扎实的工作成果袁迈进了互联
网时代工业信息化尧数据化建设的排
头方阵遥

近年来袁 国星生化还接连荣获
野国家级绿色工厂冶野全国两化融合管
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冶尧野国家知识产
权示范企业冶尧野全国工业品牌培育示
范企业冶尧野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
术企业冶以及野环保诚信企业冶等十余
项荣誉称号遥 并成功组建野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冶尧野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
室冶尧野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冶尧野杂
环类化学省级实验室冶 等研发平台遥
集团董事长杨寿海介绍说袁国星生化
能够在当前农化行业产能过剩状况
尚未根本改变袁 结构性矛盾依然突
出袁资源制约日益严峻袁环境要求越
来越严袁行业正处在调结构尧促转型
和智能制造技术应用的关键交汇期袁
融巨智尧斥巨资袁深度契合工业互联
网尧工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袁在探索农化产业在野奔高冶
形势下袁一跃成为国家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单位袁是推动集团绿色尧智能尧可
持续发展的一个成功案例遥

国星生化是集研发尧制造尧市场
为一体的生产新型 野三药冶渊医药尧农
药尧兽药冤及野三药冶中间体的行业龙
头企业遥 作为典型的流程型企业袁生
产装置大型化尧 生产过程连续性强袁
工艺过程复杂袁条件苛刻遥 在经济新
常态下袁 企业面临市场增速下降尧行
业产能过剩袁以及安全尧环保刚性约
束加大等诸多严峻挑战遥公司决策者
深深感到袁实施智能制造是公司做大
做强的必然发展趋势遥

于是袁国星生化适应信息化生产需
要袁 联合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尧
SAP等专业机构尧大型跨国公司根据公
司特点进行智能工厂规划袁围绕生产管
控尧设备管理尧安全环保尧能源管理尧辅
助决策等多个方面开展智能工厂研究
与应用构建协同一体化管控模式袁大力
改造生产设施和生产自动化控制系统袁
实现各流程环节高效管理遥

公司对原有厂房尧设备进行了全面
智能化改造升级袁 对现有通讯网络尧数
据中心进行升级建设袁产业链整体全部
采用总线智能仪表袁通过各种电尧气尧液
动阀门尧变频器等元器件控制袁还配备
激光分析仪尧金属检测仪等智能在线检
测仪器,并引进集散控制系统渊DCS冤尧制
造执行系统 渊MES冤尧 安全仪表系统
渊SIS冤尧企业资源计划渊ERP冤等核心生产
流程系统袁进行全面集成袁实现生产运
营自动化尧数字化尧模型化尧可视化尧集成
化袁提高企业生产管理运行能力尧应急
响应能力尧风险防范能力和科学决策能
力遥 建成了亮点突出尧技术成熟先进尧功
能齐全尧管理有效尧信息高度集成与共
享尧野两化冶深度融合的智能化工厂遥

如今袁在国星生化袁从原料进厂到
产品出库全部实现了数据化尧 智能化遥
公司现有两大产业链野杂环类系列产业
链冶和野有机磷系列产业链冶等项目实现
了系统集成袁并且建设完成了由 LED视
频电视墙和前台操作台组成的生产基
地综合调度指挥中心袁实现在指挥中心
对整个生产基地进行生产实时调度尧生
产过程监控尧安全管理尧生产统计尧库存
管理尧质量管理尧设备管理尧成本管理尧能
源管理等掌控一体化遥 操作人员在各自
的工作室内袁避免了人与生产机器的接
触遥 这些设备数据日复一日袁不知疲倦
的运行袁与传统生产相比袁节约劳动力
三分之二以上遥

特别是六轴关节型机器人尧双立柱
堆垛机尧全自动包装机尧高参数立体仓
库尧高精度静态称重复核系统尧自动喷
雾干燥机等一系列安全可控核心智能
制造装备的创新应用遥 在成品车间袁在
产品出库袁 再也见不到汗水淋淋的包
装袁进出库装车卸货的工人了袁这些繁
重的体力活袁都由千变百态的机器和电
脑代替袁 工人仅仅负责监管和控制而
已遥 如今袁我们走进国星生化近 1平方
公里的生产区袁看到的是一排排洁净的
厂房车间袁是一列列蜿蜒的或者高矗的
银白色的管道以及反应装置袁听到的是
清脆鸟语袁闻到的是清冽花香遥 一位曾
经在化工企业干了大半辈子老工人说院
野时代变了袁生产条件也变了袁谁也没想
到自动化和信息化袁使我们化工企业职
工都成了耶白领爷遥 冶

渊夏学海周浩苏蔓琪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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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6日上午袁2018中国南京金秋经贸
洽谈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隆重开幕遥
我集团副总裁胡容茂出席袁 并与江宁高新区
管委会签署了野生命健康文化

跨境产业电商城项目冶合作协议遥
会上袁共有 55个具有代表性的重大项目

签署合作协议袁总投资达 2466亿元袁涵盖人
工智能尧生物医药尧文化旅游等多个产业遥 红
太阳生命健康文化跨境产业电商城项目总投

资 18亿元袁规划总建筑面积达 20万平米袁旨
在打造华东地区野大众创业尧创意发展尧产融
结合冶 的孵化基地和自主创新的中国互联
网+新型产业链示范区袁构建互联网+生命健
康产业生态圈遥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东地区
最大的生命健康科学研究中心尧 百姓健康产
业展示交易中心和国际人才集聚中心遥 在五
年内袁 形成规模超 100亿产值的生命健康产
业集群遥 渊诸追懿冤

生命健康电商城项目在金洽会签约

9月 18日袁 湖南郴州神农蜂集团董事长
祖湘蒙一行到访红太阳集团参观考察遥集团副
总裁胡容茂尧康养公司董事长杨建伟热情接待
了祖湘蒙一行袁双方在世界村国际会议室签订
了大健康产业生态综合体战略合作协议遥

仪式上袁胡容茂介绍了红太阳 29年的创
业历程和伟大成果遥他表示袁红太阳集团正打
造以大健康产业为核心袁将养生尧养老尧医疗尧
休闲尧 旅游等多元化功能为一体的田园综合
体新业态遥 此次与神龙蜂集团签订大健康产
业框架协议袁 结合健康产业石台项目地方特
点袁因地制宜袁以蜂疗产业为杠杆撬动富硒氧

吧特色小镇袁为大健康产业增野医冶添彩遥
祖湘蒙高度赞同红太阳的宏伟战略布

局袁他表示袁红太阳大健康产业与神农蜂的蜂
产业匹配度高袁通过精准布局袁构建产业生态
链袁实现田园综合体生态化尧集约化尧产业化
发展袁带动提升农产品价值增值袁完全符合国
家农业发展方向遥

据了解袁本次合作是集团构建大健康生态
链的重要环节袁在现有的特色小镇体系中加入
医疗养老产业尧蜜蜂养殖尧蜂疗临床及蜂产品
加工等特色服务袁有助于形成具有野红太阳 IP
生态综合体冶特质的小镇集群遥 渊王芳芳冤

红太阳与神农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