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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0日袁 江苏省工业经济联合

会会长尧 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吴冬华一
行 8人莅临红太阳参观考察遥 受杨寿海
董事长委托袁 红太阳集团副总裁卢玉刚
热情接待了来访领导一行遥

吴会长一行首先参观考察了新动能
汽车项目现场及红太阳未来产业园及大
数据产业中心遥 了解到红太阳如今的产
业发展规模及创新行业发展的领域遥 红
太阳利用人才尧品牌和创新能力优势袁通
过整合德国宝马和英国 CCA 野二大冶百
年汽车巨头的人才尧品牌尧技术尧市场等
资源袁历经三年努力袁成功创造了中国唯
一袁 拥有自主创新的欧 6和欧 6增程式
野智能新动力汽车冶产业链遥实现了野移大
树报新枝冶的新旧动能产业转换遥同时利
用大数据与互联网+等高新技术袁 将传
统国际贸易袁农药与医药连锁尧传统营销
等产业转型为以大数据与互联网+的新
零售尧新物流尧新金融尧跨境电商尧科教产
业等高端服务业袁成功实现了野育新苗培
大树冶的新旧动能产业转换遥

吴会长感慨袁红太阳发展百花齐放袁
发展速度惊人袁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遥是
全省全国乃至世界行业经济发展的楷
模袁非常值得业内企业学习借鉴遥

本次尤其重点参观考察了红太阳世
界村智慧农贸荣誉出品的中国首家智慧
农贸市场-高淳渊北漪冤智慧农贸市场袁
野整齐有序的摊位摆放尧规划齐全的功能
区位尧参观市民的热情笑容尧智能操作的
商户的满面自信噎噎冶遥 野老百姓真正的
福利来了袁 这是企业站在老百姓的角度
办实事啊冶袁吴会长不禁感慨到遥

卢玉刚现场汇报指出袁 世界村智慧
农贸项目团队从无到有尧从创意到实施袁
是积极贯彻集团杨总裁要求创意思维尧
整合资源尧 做强做大高端服务业和利用
互联网尧大数据尧人工智能对传统农贸市
场实施模式重整尧形象重塑尧业态重建尧
管理重构的指示精神袁经历摸索尧调研尧
学习尧创新袁野5+2尧白+黑冶袁目前工作成
效显著遥

卢玉刚介绍说袁 世界村智慧农贸自
建立伊始就秉承集团野健康市民尧致富农
民尧恩报社会冶的责任担当和野成就能人尧幸福好人尧恩报贵人冶的经营理
念袁胸怀野大格局冶袁致力于推动本地电子商务市场发展袁为南京农贸带来
业务和模式上的新突破曰让优质不优价的农业大县渊农民冤种有方向袁销有
目标袁利有保障曰让亿万市民逛得舒心尧买得放心尧吃得健康尧野最后一公里
配送冶便捷省心曰让广大商户的经营更加科学合理尧工作环境改善尧工作收
入翻番曰让市场管理方的管理尧服务尧监管信息网络化尧工作规范化尧管理
现代化袁全力构建野政府尧农业大县渊农民冤尧市场管理方尧银行尧商户尧市民冶
六方共赢生态圈遥

在听取卢玉刚的汇报后袁 吴会长一行高度赞扬了红太阳的创新模式
和机制袁表示此趟不虚此行遥世界村智慧农贸于他们而言也是受益方遥希
望能够早日规模化复制袁将先进经验引爆全国遥 他们也将一如既往支持
与帮助红太阳遥

陪同来访考察的还有省工经联执行副会长尧 省委组织部原常务副部
长柯广坚曰省工经联执行副会长尧省质监局原局长吴昌瑞曰省工经联执行
副会长尧省设备成套局原局长王琦曰省工经联高级顾问尧原省冶金厅长姜
文韬曰省工经联高级专家尧原省信息产业厅长王道五曰省工经联高级专家尧
省科枝厅原副厅长史苑芗曰省工经联副会长李长华遥 渊汪莉莉冤

11月 29日袁安庆市委副书记尧市长
陈冰冰率队来红太阳集团考察袁董事长
杨寿海在红太阳商学院热情接待了陈
冰冰一行遥

杨寿海首先对陈冰冰一行来访表
示欢迎袁 并简要介绍了红太阳 29年来
野三次创业冶 历程及未来五年的发展规
划遥 他表示袁安庆历史文化底蕴浓厚袁区
位优势明显袁红太阳将依托成熟的野356冶
大健康产业优势袁按照野整体规划尧聚焦
实业尧聚力升级尧模式引领尧核心引爆冶
的产业布局原则袁未来在安庆重点建设
野一城一园冶三大项目遥 作为带动皖南农

产品立足中国尧走向世界袁创造外销可突
破 30亿元的民生工程袁不仅可带动当地
野万人创业尧十万人就业冶袁更将推动安庆
成为安徽乃至全国践行国家野创新驱动尧
供给侧结构改革冶和野产业转型尧结构优
化冶的示范城市遥
陈冰冰对红太阳集团一直以来对安

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表示感谢袁 他指
出袁 红太阳数字健康食品产业与安庆大
力发展食品工业的定位非常契合袁 市委
市政府将全力支持红太阳集团在安庆投
资建设曰 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全力做好服
务袁 协调解决企业在实际工作当中遇到

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袁 为红太阳在安庆投
资发展创造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袁 确保
项目早日建设落地遥

11月 30日上午袁 陈冰冰一行还前
往集团大数据产业中心尧 世界村新能源
汽车动力产业园等地参观考察袁 详细了
解红太阳各相关产业情况袁 对集团产业
转型升级发展给予高度评价遥

安庆市政府秘书长江兴代袁 集团副
总裁胡容茂袁 全球购总经理卞秋明及安
庆市各职能部门袁 集团各相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活动遥

(朱江 孙明)

11月 6日袁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从辉莅临国星生化参观调研袁市人大
常委会秘书长张敏陪同调研袁集团副总
裁陶峻接待了从辉一行遥

陶峻表示袁近年来袁国星生化凭借
野干在实处袁走在前列冶的精神袁不仅将
公司的 野拳头产品冶要要要吡啶碱系列产
品推出国门袁走向世界袁并且接连荣获
野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冶野全国工业品
牌培育示范企业冶等近百项省部级以上
重大荣誉成果遥 尤其是今年以来袁国星

生化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袁深刻研判国
家安全环保形势袁主动作为袁以技术创
新为杠杆袁在野市场的冰山冶野政策的高
山冶野转型的火山冶面前始终保持野高站
位冶野快速度冶袁 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
行稳致远遥

从辉对国星生化近年来取得的成
果表示赞许袁他指出袁国星生化在水清
岸绿产业优的美丽长江渊安徽冤经济带
建设中始终走在前列袁 敢于拉高标准袁
勇于自我加压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为当涂乃至马鞍山企业树立了一块
样板遥 从国星生化的发展中袁不仅看到
了中国制造从优到强的发展历程袁更孕
育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对于马鞍
山乃至我国经济发展的必胜信心遥 从辉
强调袁 民营经济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袁必
须保管好尧使用好尧发展好遥 我们要为民
营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袁从野大环
境冶野硬环境冶野软环境冶等多方面深化服
务企业力度袁力争实现服务野再升级冶遥

渊苏蔓琪冤

11月 1日袁马鞍山市雨山区委书记
徐泽能尧区长左年文一行来世界村新材
料集团考察袁调研企业发展情况遥 世界
村新材料董事长李健热情接待了徐泽
能一行并举行会谈遥

徐泽能在李健的陪同下实地察看
了项目进度袁 走访了车间和 DCS中控
室袁并详细了解了废旧轮胎到再生胶新
材料再到橡塑制品的橡塑全产业链的
基本情况遥

会上袁李健就当前产业发展状况和

未来发展规划进行了介绍和汇报遥 他表
示袁 世界村新材料是红太阳集团的重要
战略部署袁 旨在打造世界唯一尧 规模最
大尧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橡塑全产业链
生态圈袁 要在马鞍山建设一座拥有行业
内规模最大尧 架构最完整并真正实现清
洁生产尧智能操控尧环境友好尧产品环保尧
以人为本的野智慧示范工厂冶袁

徐泽能对世界村新材料项目建设进
度和项目建设团队予以充分肯定遥 他指
出袁 世界村新材料-智能装备产业园橡

塑全产业链以废旧轮胎为原料袁以野绿色
环保冶为根本袁时刻践行野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冶的发展理念袁是红太阳践行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体现遥 希望企业
以创新为发力点袁不忘初心尧再接再厉袁
始终坚持高起点尧高水平尧高质量尧高标
准发展袁 为马鞍山乃至安徽省的发展做
出卓越贡献曰 雨山区政府将会一如既往
的为红太阳的发展提供优质服务袁 营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遥

渊戴颖冤

11月 5日袁 当涂县委书记谢红心在
红太阳当涂生命健康产业园召开民营经
济发展座谈会袁为国星生化把脉袁破解企
业发展难题遥 集团副总裁陶峻参加座谈遥

座谈会上袁陶峻重点汇报了国星生
化经营发展情况及安全环保情况袁他表
示袁今年以来袁国星生化主动出击袁深挖
潜能袁释放产能袁经营发展势头稳中向
好袁各项经营指标稳中有升遥 同时袁国星
生化始终坚持野高站位尧宽视野尧大格
局冶袁坚持野高质量尧高标准冶发展袁在推
进水清岸绿产业优美丽长江 渊安徽冤经

济带建设中袁行动迅速尧措施有力袁坚持
开展了一场刀口向内的安全尧 环保 野革
命冶袁并取得了初步成效袁让绿色安全成
为企业发展底色遥

谢红心表示袁 国星生化作为扎根当
涂十余年的支柱企业袁在品牌尧质量尧创
新等多方面始终走在马鞍山甚至是全省
前列袁 为当涂县经济发展和争先创优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遥 他强调袁在当前安
全环保形势之下袁 希望国星生化始终坚
持野高水平尧高站位冶发展企业袁正视安全
环保高压背后蕴藏的机遇袁 狠抓安全环

保不放松袁更全面尧更彻底地开展安全环
保排查尧梳理工作袁将工作做到点尧做到
位袁为当涂县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遥

会上袁谢红心强调袁当涂县各有关部
门要将解放思想袁轻装上阵袁为像国星生
化这样有血性尧有责任感尧符合经济结构
优化方向的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
境袁真正实现服务野零距离冶袁帮助民营企
业始终保持稳步尧健康尧良性的发展态势遥

当涂县委常委王林尧副县长袁敏尧国
土局尧经信委等多部门陪同调研遥

渊苏蔓琪冤

11 月 2 日袁 万州区人大代表视察
组来到红太阳渊万州冤生命健康产业园袁
对产业园生产区域尧环保处理设施等进
行视察遥重庆华歌总经理陈志忠热情接
待了视察组一行遥

陈志忠代表公司做主题汇报袁他从
三个方面阐述了红太阳渊万州冤生命健
康产业园呈现的优势袁一是通过野十年
磨一剑袁二剑同出鞘冶的建设集聚一定
的全产业链规模优势袁二是形成以毒死

蜱渊农药冤全产业链尧2,3-二氯吡啶渊医
药冤 全产业链为主的产业多样化的格
局袁三是红太阳万州产业园以野环保优
先冶为企业核心竞争力袁认真贯彻红太
阳集团野环保治理就是道德治理冶的战
略方针袁不惜重金袁在环保压力重重的
情况下逆势而上袁突破尧跨越发展袁成为
红太阳 2018年发展的重要力量浴

参观期间袁代表们向陈志忠仔细询
问产业园的生化处理系统和膜处理装

置袁认真了解华歌生产和环保建设最新
进展遥 参观完整个园区后袁视察组一致
认为袁像红太阳这样的高新企业尧优质
企业袁是道德企业发展的标杆袁更是西
部大开发尧野支援库区冶的旗帜袁为库区
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曰同时袁红太阳在
产业发展上要注重特色尧 注重品牌尧注
重规模尧注重市场袁争取形成较大规模
的企业群效应浴

渊虞文冤

11月 15日袁 市经信委翟胜强副主任一行专程调研我集团信息化建
设与大数据产业发展情况袁集团副总裁尧云数据产业集团董事长胡容茂热
情接待并座谈交流遥

胡容茂首先就红太阳当前发展的基本情况及集团野356冶大健康产业
生态圈进行详细汇报袁 并重点介绍大数据产业发展现状及工业互联网平
台等重点在建项目情况袁 相关技术与战略发展部门围绕产业发展中如何
提升新产业知名度尧行业资源导入尧现有国家各级产业政策等方面作交流
汇报遥

胡容茂表示袁红太阳作为我国农化行业龙头企业袁经过 29年的精耕
细作袁在技术尧人才尧产品尧品牌尧市场等形成了深厚的积淀遥 近年来袁在杨
寿海董事长的高瞻远瞩和科学规划指导下袁红太阳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袁
在第四代信息革命中稳中求进袁革故鼎新袁借助国家战略袁加快培育经济
发展新动能袁实施研发尧管理尧制造尧营销及运营全产业链数字化袁打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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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筑了大数据与互联网产业链生态圈遥

翟胜强高度肯定了野数字红太阳冶发展战略袁他指出袁当前传统制造型
企业面临着安全环保尧降本增效尧管理创新等一系列问题袁亟需提升行业
两化融合水平遥 红太阳积极响应国家战略袁利用大数据改造传统产业袁充
分彰显红太阳深耕行业市场袁为工业赋能的独特创造力遥 他勉励袁红太阳
要把发展大数据产业作为长期坚持的战略任务袁 进一步激发和调动企业
内生动力袁在推动红太阳信息化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袁赋能更多的行业上下
游企业袁 为中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实现智能制造和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
的创新力量遥市经信委也将针对此次调研中企业提出的相关需求袁重点加
强落实袁助力企业发展遥 渊梁航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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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区人大代表视察万州产业园

南京经信委翟胜强集团调研

马鞍山人大常委会从辉调研国星

雨山区委书记徐泽能考察新材料

当涂县委书记谢红心调研国星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