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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寿海在红太阳国际化目标推进会上强调

奋斗三年进军世界 500 强实现红太阳国际化目标

金秋十月袁鸟语花香袁丰收在望遥在红太阳共
同事业的大家庭中袁到处洋溢着朝气蓬勃袁欣欣
向荣袁你追我赶的干事创业的新时代氛围遥
10 月 22 日下午袁集团召 开 野 聚焦 发 力 尧聚
力 升级 袁 奋 斗三 年 进 军 世界 500 强 袁实 现 红 太
阳国际化冶推进会议遥 董事长杨寿海出席会议
并发 表重 要 讲 话遥 他 强 调 袁 没有 红 太 阳国 际
化袁就没有红太阳未来袁我们要聚焦发力尧聚
力升级袁力争奋斗三年袁 完 成 红太 阳 国 际化 目
标任务遥
杨寿海深入阐述了红太阳高质量发展与全
面实施国际化战略布局的融合关系遥 他指出袁我
们用三年时间推动实现红太阳国际化袁具备了坚
实的内部基础条件遥 红太阳改写了世界环保农
药制造格局袁 为国家解决了 野既要保证粮食安
全袁又要保证食品安全冶的历史难题曰成功步入
世界农药制造八强尧亚太第一尧中国十三连冠曰

拥有中国唯一产业链野20 条冶袁其中世界唯一产
业链野十条冶袁取得全球野话语权冶产品超百种曰独
创了野产业平台化尧平台实业化尧实业品牌化尧品
牌国际化冶的新模式企业曰成功完成了内部野产
业重组尧人才重配尧制度重建尧流程重造冶的新产
业法人治理结构体系曰拥有自主培养野创新尧敢
拼尧忠诚尧敢担当冶的核心员工近万名曰拥有专利
和国际野市场准入冶野双超冶千件曰产品已成为主
要 108 个国家不可或缺的资源公司袁拥有国内外
客企近三万家曰产业布局到八国 38 市渊县冤的国
际化跨国集团遥
杨寿海指出袁同时袁我们也具备了国家推行
野创新驱动尧供给侧结构改革冶的战略决策对红太
阳实现国际化的有利条件遥 一是中国市场足够
大袁中国社会由温饱全面步入小康社会袁中产阶
级以上人群已达到近 3.0 亿人口袁我们主要产业
涉及到国内市场潜力无穷曰二是富起来的中国人
已从以前只重视野治疗医学冶向野营养医学冶快速
转变曰三是党和国家顶层设计已把野健康中国冶
作为重大国策曰四中国食品工业科技含量低袁企
业野小尧多尧散尧乱冶袁是我们弯道超车的天赐良
机曰五是中国农产品缺少统一生产尧加工尧物流尧
流通标准和可朔源的体系遥 杨寿海认为袁红太阳
全面实现国际化已水到渠成遥
杨寿海提出了聚焦发力袁聚力升级袁到 2020
年袁 全面实现进军世界 500 强目标遥 他指出袁到
2020 年袁 力争造就超亿元的企业家达到 1000
名袁其中超千亿元的一家袁超百亿元 10 家袁超 10
亿元的 100 名曰推动全体员工野人人新增财富超
百万元冶袁其中超 10 亿元的 10 名袁超亿元的 100
名袁超千万元的 1000 名的野十三五冶幸福员工计
划目标得以实现遥
杨寿海指出袁要完成这一目标袁我们要聚焦
野四聚冶主要措施袁即院聚焦数字健康尧聚力技术
推动尧聚合市场拉动袁实现聚变到裂变遥 聚焦数
字健康院集中人力尧财力尧物力和整合现有红太
阳内外部资源袁围绕野三大冶产业生态圈袁全力实
现野产业平台化尧平台实业化尧实业品牌化尧品牌
国际化冶的系列举措袁通过借力尧借梯尧借势袁力
争到 2020 年创造销售尧市值野双冶二千亿公司袁全
面实现野进军世界 500 强袁创造全员幸福红太阳冶
的野十三五冶确定的各项经济指标遥 聚力技术推

动院抓住野三大冶产业生态圈的野10 大冶世界唯一
产业链为野核心竞争力冶这个牛鼻子袁不断完善提
高袁确保到 2020 年取得全球野话语权冶产品超千
种袁拥有专利超 2000 件曰全面形成红太阳具有国
际野核心竞争力冶的大健康产业闭环生态圈袁并形
成上下游相互拉动袁相互促进的野联动效应冶遥 聚
合市场拉动院利用数字化+市场袁用数字技术+新
模式新业态拉动红太阳产业链尧产品链尧市场链尧
人才链尧管理链成为我们野整合创新尧凝心聚力冶
的野发动机冶袁从而拉动红太阳由单一技术推动向
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双轮驱动的野双向冶发力转
型遥 实现聚变到裂变院 不断优化升级人才结构尧
产业结构尧市场结构尧模式结构袁充分发挥独创的
野圣人主导尧能人合伙尧好人跟投冶的野身股+营
股+期股冶的裂变制度保障结构新野变革冶袁为确
保到 2020 年袁真正实现野先富带后富尧能人优先
富尧好人共同富冶和野成就能人尧幸福好人尧恩报
贵人冶等新时代红太阳精神和理念显现曰真正成
为践行国家野创新驱动袁供给侧结构冶的先锋企
业曰真正成为践行市尧区委尧政府践行野创新名城冶
等系列战略决策的市区两级排头兵企业遥
杨寿海提出了全面推进奋斗三年袁进军世
界 500 强袁 实现红太阳国际化企业目标任务遥
他指出袁要完成国际化 目标 任 务 袁我 们 要 采取
以下主要措施遥 一是袁模式创新遥 率先在国际化
上实现野成就能人袁幸福好人袁恩报贵人 冶 行动
计划袁依托现有野九大冶国际进出口平台 袁 利用
数字化等高新技术袁改 造传 统 产 业袁 在 半 年内
全部改造成云科网和跨境电商袁并实现国内国
际袁进出口贸易等一体化袁全面实现野以进促
出袁以出引进袁进出平衡冶的红太阳国际良性互
动遥 二是袁野机制创新冶遥 以现有野九大冶平台为基
础全面推行身股+营股+期股袁 同时以现有控
股平台袁加速野与能人合伙袁与强人共舞冶袁以开
放尧包容的格局袁向一切 热 爱 红 太阳 事 业 的能
人开放合作遥 三是袁投资创新遥 到 2020 年袁创建
100 亿并购资金为主体的国际化投资基金袁确
保在主要 10 大健康农业和食品产区并购 野十
大冶超十亿美金企业遥
杨寿海就确保进军世界 500 强袁实现红太阳
国际化提出了 6 点要求遥 一是要转变观念袁加强
学习院 我们红太阳人要学习国际化的游戏规则袁

野可持续冶与野高质量冶发展的集结号
要论宣贯落实野实现红太阳国际化冶推进会议精神
要要

10 月 22 日袁红太阳集团在国际会议中心召
开野四大产业冶高中级管理者和科研尧市场尧管理
等主要骨干人员会议袁 集团董事长杨寿海出席
并发表重要讲话袁他强调要野聚焦发力袁聚力升
级冶袁为到 2020 年创造野世界 500 强袁实现红太
阳国际化冶目标而努力奋斗遥 这是红太阳集团在
新时代的新征程上袁坚持野可持续冶与野高质量冶
发展的集结号遥
杨寿海在讲话中指出袁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的大变局遥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袁贸易摩擦
不断袁多极化的世界已经形成遥 经济结构尧技术
结构尧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都在深度调整袁技术
创新尧动能转换尧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正在孕
育新一轮重大变革袁 这是企业界共认面临的新
形势遥
面对新的形势袁梳理红太阳 28 年创新发展
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沉淀袁我们大建康产业的野朋

友圈冶不断扩容袁新兴产生的野粉丝冶不断增多袁 每一次成功突围袁靠的都是机制转换曰企业的每
在国际舞台上的野戏份冶不断加码袁惠及社会的 一次业绩翻番袁靠的都是睿智实干遥 特别是在过
野能量冶不断提升遥 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和机 去的五年中袁面对互联网垣的大势所趋袁红太阳
缘整合期袁野进军世界 500 强袁 实现国际化冶袁这 乘势而上袁扩展了大健康产业的阵容袁以野老树
是杨寿海董事长审时度势提出来的野英雄本色冶 报新枝冶野移大树发新枝冶野育新苗培大树冶的野三
再现的时代命题遥
棵树冶 理念袁 改写了红太阳单一传统的产业历
常言道袁不经巨大风浪袁不会有伟大事业遥 史袁野发出了新枝冶野育出了新苗冶袁创造了新的业
无可讳言袁 当今红太阳同样也面临各种困难和 绩袁在国际舞台上更具竞争力袁在各种风浪中更
挑战袁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院我们越是走 具战斗力遥
在持续发展方阵的前列袁挑战就会越多越严峻遥
在当前袁面对来自市场的各种风浪袁我们要
时下正硝烟弥漫的中美贸易摩擦袁 对我们所拟 向发达国家的野再工业化战略冶看齐袁走出野低
定的进出口大目标无疑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大考 端产品分流冶 导致的制造业竞争和贸易竞争旧
验遥 但是袁我们全体干部员工袁应该胸怀大局袁牢 格局袁 摆脱实体经济在新形势下再发展的重重
固树立无论在什么样巨大的风浪中袁 也阻挡不 压力遥
了我们向国际化进军的信心和决心遥
我们必须通过提质增效来提高经济效益袁
回眸以往袁红太阳每一次进步袁每一回破茧 这是高质量发展必备路径遥 今年来袁整个集团聚
成蝶袁靠的都是创意与创新的双向驱动曰发展的 力同心袁克服艰难险阻袁在稳增长的前提下提速

学习国际化战略定位袁学习国际化的工作流程制
度和操作遥二是要提高格局袁与强共舞院各产业集
团尧 行业公司要围绕集团的战略部署和目标任
务 袁快速解决野只会当兵袁不会当官尧只 会自 己
干袁不会用人干冶的境况袁要充分理解集团野成就
能人尧幸福好人尧恩报贵人冶的新理念和野圣人主
导尧能人合伙尧好人跟投冶的新机制袁不拘一格发
挥优秀人才和我同命运袁共同实现我们前无古人
的事业和价值遥三是要破旧立新尧完善制度院大家
要清楚认识互联网经济野五大冶特点袁创造一个
野让圣人更有道文尧让能人更有平台尧让好人更有
幸福冶的新机制尧新氛围遥 四是要敢创尧敢拼尧敢
担当院这个世界只有你想不到袁没有你做不到袁各
级领导干部袁尤其是主要领导袁要为能人尧文人尧
好人袁营造一个干大事尧创大业的良好氛围平台遥
五是要吃透精神袁上下一致袁确保今天制定的目
标任务得以实现院希望将今天会议精神分别传达
到核心员工袁以创新凝聚能人的心袁以发展凝聚
全院的能动袁 以改革凝聚我们共同事业和价值遥
六是要全力以赴袁实现目标院红太阳 2020尧2025
年目标即实现目标措施已经确定袁各级领导要带
领全体员工认清形势袁抢抓历史给我们创造的机
遇袁克难奋进尧不讲客观袁用创意思维解决我们发
展中的难点尧痛点遥 让我们的价值在新时代的新
征程中得到充分体现遥
杨寿海强调袁人世间条条路坎坷袁成大事须
步步开拓袁我们红太阳已经遇上一个千载难逢的
历史机遇袁我们正在共同创造一个又一个野前无
古人冶的野笑话冶变野神话冶的企业创新发展袁逆势
野弯道超车冶的历史故事遥希望全体红太阳人心往
一处想袁劲往一处使袁同心同德袁围绕集团确定的
3 大产业生态圈尧5 大产业尧六大产业链顶层设计
和基础条件袁聚焦发力尧聚力升级尧五点引爆尧十
六点渊行业冤联动袁确保完成野2020尧2025冶二大目
标任务遥
会议还对今年 1-9 月份经济指标进行了全
面分析解读袁 对未来三到七年公司发展战略尧具
体实施举措进行了全链条部署遥红太阳阿根廷儒
瑞科公司围绕该公司发展现状尧目标任务做了述
职报告遥
集 团及 各 产 业 公 司 相 关 部 门 负 责 人 参 加
会议遥
渊本报记者冤

产业调转升级步伐袁 培育新竞争力以适应和引
领野新常态冶下取得的可喜成绩袁保持稳增长尧向
上升的好兆头遥
我们必须创新投资方式袁更好推动可持续尧
高质量尧发展目标的实现遥 要坚持统筹推进稳增
长尧调结构尧防风险等各项工作袁推动质量变革尧
效率变革尧动力变革遥 以阿根廷等渐趋成熟的国
际经营合作伙伴为纽带和桥梁袁形成面向全球的
贸易尧投融资尧生产尧服务网络袁以国际经济合作
和竞争新优势推动向国际化进军的高质量发展遥
我们必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和更加坚定的
步伐袁以扩大合作尧提质增效尧安全环保尧绿色发
展为根基袁做优做精传统产业袁做大做强新型产
业袁在可持续尧高质量发展的大舞台唱出嘹亮的
野红太阳之歌冶遥
唐代大诗人韩愈曾说院野养其根而俟其实袁
加其膏而希其光遥 根之茂者其实遂袁膏之沃者其
光晔遥 冶大概意思是说袁有茂密的树根袁就会有丰
硕的果实曰有充足的灯油袁就会有明亮的灯光遥
凡事从根基上下工夫袁自然会有显著成效遥
红日高高升起袁其道光明无限遥 这个时代从
不辜负开拓者尧创新者尧奋进者遥 此刻袁红太阳全
员更需要坚定信念尧振奋士气尧保持韧劲袁践行
野敢创尧敢拼尧敢担当冶的企业精神袁在锲而不舍
中加快发展袁在坚忍不拔中实现梦想浴 夏学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