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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 大数据助力
中邦制药“华丽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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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2 日袁南京市商务局市场秩序处处长沈岩率队考
察世界村智慧农贸市场袁 了解智慧农贸的运营模式和成功
经验遥 集团副总裁卢玉刚热情接待了沈岩一行遥
卢玉刚介绍袁 世界村智慧农贸开业以来已经成为高淳
区百姓心中的野明星菜场冶袁在解决传统农贸市场监管薄弱尧
溯源困难尧 食品安全等农贸市场提档升级的焦点问题上进
行了新的探索遥 他指出世界村智慧农贸秉承野赋能市场尧创
富农民尧健康市民冶的高度社会责任担当袁是以大数据尧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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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政府主导尧市场引导尧
产业为先的原则袁 解决传统农贸市场的长效管理和食安溯
源难题袁 以赋能市场为抓手培训服务引导市场商户和消费
者自发的做好食安溯源遥
沈岩参观了世界村智慧农贸市场商户智能电子秤使用
现场袁 并亲身体验了二维码小票扫一扫溯源和适时销售大
数据中心袁见证了世界村智慧农贸溯源体系的成熟运行遥 他
仔细了解世界村智慧农贸的定位尧商业模式后袁高度肯定世
界村智慧农贸在各区农贸市场提档升级建设中的典范作
用袁 并希望世界村智慧农贸作为高淳区农贸市场智慧化升
级改造的新思路尧新模式袁能够形成在全市快速推广复制的
机制袁成为南京市农贸市场提档升级建设中的野领头羊冶遥
当日下午袁 南京市商务局关于各区农贸市场提档升级
进展情况汇报与交流的现场会在世界村酒店召开袁 各区在
参观尧体验世界村智慧农贸后袁高度认同世界村智慧农贸在
食安溯源尧商户赋能尧动态监管上的先进技术成果袁并指出
智慧农贸管理系统大数据中心帮助政府职能监管部门及时
掌握农贸市场每天的检测数据尧流通数据袁可实现动态高效
监管袁是农贸市场提档升级过程中不可缺少一环袁并且希望
可以引入世界村智慧农贸的成功经验袁确保本市市民野菜篮
子冶拎出安全感遥
渊徐凯凯冤

中邦制药 ERP 项目自今年年初上线以来袁
帮助企业实现经营管理各流程实现闭环管理袁
行政审批效率与上线前相比提升 3 倍袁采购尧发
货效率更是提升了 5 倍之多遥
野ERP 项目上线前袁中邦公司采购都是通过
传统的申购单填写遥 以纸质单作为流转终结袁常
常导致生产尧采购尧销售环节发生脱节袁信息沟
通不通畅袁库存数据滞后袁财务月结时间长遥 冶中
邦制药总经理徐强表示袁 传统模式已然成为企
业创新转型的绊脚石袁引入 ERP 系统是企业发
展的必经之路遥
ERP 系 统 上线 运 行 后 袁OA 系 统 由 原 先 的
串行审批模式袁改为并行会签审批模式袁审批效
率提升 3 倍以上遥 物资采购也都是通过 MRP 运
算或 OA 申报自动生成采购申请袁 经领导审批
后自动回传 SAP 生成采购订单收货遥 生产领料
和销售发货同样也是经 OA 领导会签审批后自
动回传 SAP 进行发货过账遥 通过 OA 与 SAP 接
口达成数据互通袁实现从采购申请尧询比价尧采

购订单尧物料领用尧产品发货等环节的闭环管理
及数据的自动实时更新袁 避免了员工的重复性
工作袁使采购和发货效率提升了 5 倍以上曰同时
增强了数据的准确性袁大大提升了库存精准率袁
减少了呆滞库存遥 月底财务月结也不需像以前
一样手工做账袁 而是在 SAP 系统中自动结算生
成报表袁极大的提高了财务的会计核算效率遥 财
务将 SAP 中实际经营数据与预算相结合袁 针对
各项指标差异进行复核分析袁 找出原因并采用
有效应对措施袁合理配置资源袁进一步控制经营
风险和财务风险袁最终实现准确尧及时尧可靠的
经营数据遥
今后袁 中邦制药将以 SAP 系统为核心袁将
WMS 系统尧 桌面云系统尧OA 系统与 SAP 系统
形成互联互通袁最终以 BI 图形报表为可视化管
理工具袁建立完备的精细化考核业务流程袁推动
中邦形成全方位的可视化管理体系袁 力争将红
太阳医药全产业链的信息化管理水平达到一流
水平遥
渊邢亚平冤

送服务 创实效
把办公桌搬到现场去！
10 月 8 日袁 国星生化二厂会议室内人头攒
动袁气氛热烈而庄重袁由国星生化和瑞邦生物联
合举办的野进车间袁送服务袁创时效冶专项活动启
动会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遥
据了解袁本次活动将持续 8 个月遥 为确保活
动取得实效袁当涂生产中心成立野进车间尧送服
务袁创实效冶专项小组袁小组成员由各分厂尧部门
主要负责人组成遥 同时袁工作小组创新性地将工
作地点由会议室搬至车间现场袁主动进驻车间开
展服务工作袁迅速解决车间面临难题遥

定责任归口部门及工作时间点尧路线图袁确保问
题有效解决遥 针对无法当场解决的问题袁项目小
组进行专题讨论袁形成解决方案袁全程跟踪落实袁
确保方案及时落地袁问题解决到位遥

以野实冶为先袁干实事袁重实效

提及开展此次活动的原因袁国星总经理谷顺
明表示袁野当前袁国星正处于爬坡过坎尧滚石上山
的关键当口袁提质增速步伐不断加快袁车间现场
作为改革创新的重点袁如果各部门天天坐在办公
室袁怎么知道现场存在什么情况钥 我们要把办公
桌搬到现场去浴 有什么问题当场解决浴 冶
10 月 10 日袁 首批项目组成员进入二厂开展
服务活动遥 在进驻车间过程中袁项目小组在全面
了解车间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基础上袁就车间当
前存在的重点尧难点问题进行当场解决袁通过划

当前袁 当涂生产中心已进入企业提质增速的
新阶段袁环保技改力度不断加大袁管理改革不断深
入袁中心逐步由单一的野向生产要效益冶转向为野向
安全要效益冶野向环保要效益冶野向质量要效益冶野向
生产要效益冶协同共进袁新阶段要有新面貌遥
野以耶实爷为先袁干实事尧重实效冶成为中心发
展新底色遥 野进车间袁送服务袁创时效冶专项活动作
为中心管理改革的重要节点袁当涂中心全部工作
人员将始终牢记集团和杨总裁赋予的使命任务袁
不断发扬野大干袁精干冶的使命任务和野实干袁苦
干冶的历史担当袁着力发挥集团野敢创尧敢拼尧敢担
当冶的企业精神袁野不驰于空想袁不骛于虚声冶袁力
争在安全尧环保尧生产野三大高压冶下将野进车间尧
送服务袁创实效冶这项服务工作办实袁办好袁开创
车间与部门协调发展尧各层级联动共赢的全新格
局遥
苏蔓琪

10 月 20 日袁全集团办公室主任第二次会议在
红太阳未来产业中心召开遥 本次会议就集团五大
产业办公室半年的各项工作进行了总结汇报袁并
就下一阶段工作的开展与实施部署了计划目标遥
会议传达了集团新动态和各产业所取得的
新成就袁各办公室负责人就办公室正在开展的各
项工作进行了汇报遥
会议认为袁在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等艰难
的外部环境中袁红太阳现代农业尧医药健康尧智能
汽车尧云数据尧环保新材料五大产业逆势增长袁实
现转型升级的同时仍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态势遥 各
产业办公室要适应新时期产业野裂变冶袁不断加强
自身队伍的建设与能力的提升袁高效尧全方位地
为各产业发展提供着强劲的支持遥
在做好基础性工作袁 支持产业技术研发尧生
产尧经营等各项工作的同时袁办公室要积极强化
团队的人才引进与培养袁 按照董事长杨寿海
野2020冶和野2025冶总体战略规划袁聚焦发力尧聚力升

级袁有序开展工作袁坚持学习交流尧深入产业实
践袁全力推进集团党建尧红太阳企业文化宣贯等遥
当前袁红太阳正处于创新转型尧产业结构优
化成果全面开花的快速发展期袁因此袁对办公室
的相关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本次会议的顺
利召开袁不仅总结了长期以来各产业办公室工作
所积累的经验与方法袁 发现了尚存在的不足袁更
及时交流探讨了解决的方法与途径遥 今后袁各办
公室将一如既往地服务与配合各产业袁有效地巩
固当前的工作成果袁作为集团上传下达尧联系内
外尧团结凝聚全体红太阳人的枢纽与窗口袁继续
努力奋进遥 在敢创尧敢拼尧敢担当的企业新精神驱
动下袁不断培养高素质尧高技能尧高责任心与高协
作力的办公室专业人才袁为集团各产业的长足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遥
会议还决定了增设海邦尧 百国庄园产业秘
书袁并对于办公室秘书试运行轮换轮岗制遥 尧
渊孔未冉冤

服务到车间袁现场办公袁当场解决

人社部“海外赤子计划”
专家黄方志参访国星 立足产业新发展 做好办公室工作

10 月 26 日袁野人社部海外赤子助推长江
经济带 (马鞍山基层) 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行
动冶专家尧安徽大学教授黄方志莅临当涂生命
健康产业园参观交流袁 为国星生化企业发展
野传经送宝冶遥 国星生化总经理谷顺明热情地
接待了黄方志一行遥
谷顺明表示袁 国星生化成立以来始终坚
持野科技兴企尧质量强企冶的发展理念袁在取得
近百项创新成果的基础上袁实现企业野经济效
益冶和野社会效益冶的双丰收遥 尤其在近几年袁
国星公司积极拥抱科技新革命和产业新革
命袁利用大数据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袁不断加
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袁 着力培育企业发展
新动能遥 2016 年袁凭借国际领先尧行业一流的
人才优势尧硬件设施和检验能力袁国星精细化
工产品检测中心获得 CNAS 实验室资质袁为
公司提档升级尧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开创了新
局面遥

黄方志对国星生化始终坚持创新驱动的
做法表示肯定袁并对检验中心的硬件设备尧技
术能力尧人员素质表示高度赞扬袁认为国星生
化在产品质量把控尧 设备设施建设方面走在
行业前列袁 为公司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贡
献了一份力量袁 今后袁 希望国星生化再接再
厉袁在加强基础创新的同时袁不断优化产品质
量袁夯实基础设施建设袁争取早日通过 GLP
认证袁为公司做大做强奠定坚实的基础遥
会后袁双方就环保处理技术尧学生实习就
业方面初步达成意向袁持续开展野产学研冶合
作袁共建野企业尧高效尧社会冶三方联动机制遥据
悉袁野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动计划冶于 2010 年
正式启动袁 旨在在吸引大批海外高层次人才
回国工作尧创业的同时袁鼓励在海外学习和工
作的留学人员以其掌握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知
识袁通过多种方式为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服务遥
渊苏蔓琪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