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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5日袁野第十届中国城市
物流大会冶在烟台市隆重召开遥 来
自 10个省份尧76 个城市的商务主
管部门袁700余家物流及仓储配送
企业参加本次大会遥 世界村智慧农
贸报送的野标准化可循环使用的周
转筐冶 项目荣获 2018中国配送管
理与技术创新优秀案例三等奖遥

野标准化可循环使用的周转
筐冶是智慧农贸贯彻落实集团公司
野共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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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理
念袁联合地方公交企业袁创意思维
下的新产物遥 该项目旨在将城乡公
交纳入小件物流体系袁进一步优化
物流组织方式袁减少流通环节和货
物损耗袁帮助野城品下乡袁村品进
城冶遥 同时袁对流通商品进行信息绑
定袁构建农产品来源可追溯尧去向
可查证的品控溯源信息采集网络遥

据了解袁野标准化可循环使用
的周转筐冶已在江西尧河南尧重庆
等三大省尧市建立项目试点袁物流
网络辐射 3市 1区的 79条农村客
运班线遥 投入使用以来袁世界村周
转筐帮助地方物流调度尧 返程运
输成本下降 80%袁 单次运输包装
成本降幅超 50%袁 收到市场的一
致好评遥 渊周立军冤

11月 26日袁 南京市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在
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袁现场传来喜讯袁红太阳
双喜临门袁 红太阳股份荣膺优秀民营企业殊
荣袁董事长杨寿海荣获优秀民营企业家称号遥

本次会议规模近千人袁会议座位安排也给
予了民营企业家极高礼遇袁董事长杨寿海受邀

与省委常委尧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袁市长蓝绍
敏等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同坐主席台遥 会议表
彰了 60 名南京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袁以及 100 家南京市优秀民营企业和 50
名优秀民营企业家遥

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草根企业袁红太阳通过

29年五次创新转型袁连续三年荣膺世界农药奥斯
卡金奖要要要野最佳供应商冶称号曰连续三年位居亚
洲品牌 500强和中国品牌百强尧荣登中国改革开
放 40年 40品牌曰连续三年位居中国民营尧制造
等野六项冶500强和中国实业尧化工等野五项冶百强袁
为地方经济增长做出了卓越贡献遥 渊李运冤

11月 5日袁 野第七届叶劳动者之歌曳汇报演
出冶在宁举行遥 红太阳国星生化合唱队代表集
团参加演出袁一曲叶同在世界村袁共享红太阳曳袁
经过精心准备尧倾情演唱袁荣获南京市行业尧企
业歌曲一等奖遥
演出中袁 63名合唱队员眼神坚毅尧 精神抖

擞袁 用高亢的声音演绎出红太阳人无畏的创业
精神袁抒发出红太阳人忠于企业尧热爱企业尧投

身事业尧乐于奉献的真实情感袁感染了在场的每
一位评委和观众袁博得阵阵掌声袁得到一致好评遥

此次演出是南京市总工会尧南京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联合举办的一大盛事袁是集中讴歌
盛世中华尧庆祝改革开放胜利 40周年的一个舞
台袁是推动南京市广大职工群众文化生活的一
次大会袁也是红太阳企业系列歌曲首次公开亮
相遥 叶同在世界村袁共享红太阳曳的成功演绎袁充

分展示了红太阳员工队伍积极向上尧团结协作
的精神面貌袁显露出红太阳集团在新时代充满
昂扬斗志尧追求卓越的创业激情袁增强了红太
阳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遥

据了解袁叶同在世界村袁共享红太阳曳作为
本次活动中的优秀作品袁将被南京市推荐参加
明年的全国行业尧企业歌曲评选活动袁红太阳
之歌有望唱响华夏尧声动神州遥 渊李运冤

10月 30日袁 由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主办
的 2018年野全国质量标杆企业冶授牌仪式在山
东举行袁国星生化在全国众多企业中脱颖而出袁
获评野全国质量标杆企业冶遥

据了解袁野全国质量标杆冶 评定是由国家工
业和信息化部主导袁评比标准极为严苛袁也极具
权威性遥受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袁中国质量协会
组织专家对各省尧 自治区尧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

市尧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尧有关行业协会等单位推荐的经验进行评审遥
经过资料审查尧材料评审尧现场答辩和公示袁经
批准袁国星生化与北京小米科技尧北京奔驰及青
岛海尔等 38家企业一同获此殊荣遥

国星生化在本次质量标杆活动中分享的
野实施全流程三层一体智能制造绿色环保模式
的实践经验冶袁获得专家一致好评遥 同时该经验

帮助国星公司冲破席卷全国的绿色风暴要要要环
保督查袁 在稳定生产的同时保证企业生态文明
建设袁实现绿色发展遥

国星生化自 2012年积极开展质量管理活
动以来袁在质量管理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袁陆
续荣获 2016年安徽省质量奖尧2017年马鞍山
市市政府质量奖及省级以上 QC项目奖项 19
余项袁企业的质量管理逐渐走向成熟遥 渊汪娇冤

11 月 12 日袁 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
中心在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开展农药行业排污许可证执法试点企业调
研袁 作为江苏地区的两家试点调研企业之
一袁南生化圆满完成迎检工作遥

自 2002 年成立以来袁 南生化始终将环
境保护作为不可逾越的红线遥 加强环保管
理袁通过加强组织建设尧环境保护教育尧资金

投入尧 环保技术以及环境绩效考核的手段袁
在公司内部大力推进节能减排袁近三年累计
环保投入达到 5408 万元遥 坚持技术创新袁实
现农药行业首家百草枯工艺水回用袁每年减
少生产用水 1.5 万吨遥 通过回收技术突破袁
实现生产过程中的废水资源化利用袁降低产
品能耗袁减少产品三废遥 公司目前开展的烟
气尾气脱白技术和新型复合微生物废水处

理技术指标均远远高于行业指标要求袁走在
了行业前列袁并获得江苏省循环经济示范企
业称号遥

调研人员充分肯定了南生化的节能减
排工作袁同时也希望公司能够以此次示范企
业为契机袁将南生化的环保工作推向新的高
度袁争取成为江苏乃至全国的示范企业遥

渊王述刚冤

近年来袁 中央环保高压政策倒逼着整个化
工行业加速转型升级进程遥 作为野毒死蜱冶产业
龙头企业袁 重庆华歌如何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节能零排袁循环经济的生化绿色农药野毒死蜱全
产业链冶逆势而上尧全面发力袁成为重庆华歌全
体员工需要完成尧也是必须完成的责任和目标浴
一尧坚守环保责任意识袁弘扬红太阳品

牌意识

众所周知袁整个毒死蜱产业链的野三废冶渊废
水尧废气尧固废冤产生量大尧处理难度大尧处理成
本高尧 废水中含硫含磷特征明显尧 技术借鉴性
小遥如何解决环保问题袁实现环保与生产的友好
共存袁成为了企业迫在眉睫的大事遥

按照集团董事长杨寿海提出的 野环保治理
是道德治理袁节能减排是奋斗目标袁循环经济是
发展主题冶环保责任理念袁五年来袁华歌人一直
在孜孜不倦的进行技术攻关袁 积极开展各项环
保建设和整改遥 截止 2018年 10月底袁在万州环
保投入共计 3.36亿元袁建立了包含 3套焚烧炉尧
3套MVR尧2套多效蒸发尧2.5万吨/天生化处理
池等全覆盖立体式的环保处理装置袁 为生产提
供了有力保障袁 也成为了当地环保处理的标杆
和责任企业遥

二尧技术革新突破袁实现野老树报新枝冶
2018年袁重庆华歌通过最新的野MVR-新膜

处理冶技术革新袁创新实施了废水的科学处理袁

基本实现了工艺废水的达标处理和零排放遥
1尧膜处理技术的红太阳应用历史
早在 2008年袁红太阳已在桠溪生产基地实

施膜处理技术袁 但由于当时全球膜处理技术相
对并不成熟袁整个行业技术能力较弱袁造成了该
项目费用高尧利用率低尧寿命短的局限性袁最终
未取得实质效果遥

但技术在于积累袁功夫不负有心人袁在重庆
华歌技术人员一次次的摸索和与各厂家技术交
流中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袁科学合理将野MVR-
新膜处理技术冶的得以应用袁最终实现了废水处
理的飞跃性突破袁整个流程环保尧清洁尧无排放袁
让膜处理技术成为红太阳的一张野环保名牌冶遥

2尧MVR-新膜处理技术
重庆华歌经过近二年的连续不断实践袁通

过整合世界上最先进的 MVR蒸发器脱盐法和
反渗透膜处理技术袁 科学合理地制定了自己独
特的工艺和流程要要要野MVR-新膜处理技术冶遥

渊1冤MVR蒸发器脱盐法
MVR蒸发器脱盐法通过蒸汽压缩机重新

利用它自身产生的二次蒸汽的能量袁 从而减少
对外界能源的需求的一项先进技术遥 华歌通过
二年不断摸索袁 总结了一套毒死蜱产业链废水
通过MVR浓缩的环保节能技术及规程遥 具有
低能耗尧低运行费用曰占地面积小曰公用工程配
套少袁工程总投资少袁运行平稳袁自动化程度高曰
原生蒸汽用量少等特点遥

渊2冤反渗透膜处理技术

反渗透膜处理技术多应用与冶金工业尧食
品工业和造纸工业的污水处理遥 它的原理在于
以水为溶剂袁 选择性浸透袁 并截留离子或大分
子袁分离混合物遥 同时袁需以膜两侧的静压差作
为动力袁实现完全浸透分离袁并达到平衡遥

3尧MVR-新膜处理技术水样各项指标检测
结果

依据地表水水域环境功能和保护目标袁重
庆华歌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处理水样已达到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袁达到行业领先标准遥
野改变不了世界袁只能改变自己冶袁重庆华歌

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坚持野以责任坚守初心袁以技
术破局重生冶的理念袁全面发挥野毒死蜱全产业
链冶优势袁进行差异化生产和经营袁在稳产尧高产
的前提下实现了与环境友好共存袁 形成了重庆
华歌 2018年产销两旺的新局面袁为创造红太阳
野进军世界 500强袁实现红太阳国际化冶新征程
全力奋斗袁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浴 虞文

11月 4日袁集团各支部组
织党员干部观看叶榜样 3曳专题
片遥

叶榜样 3曳以野不忘初心尧牢
记使命冶为主题袁通过先进代表
访谈尧典型事迹再现尧嘉宾现场
互动尧 分享入党初心等多种形
式袁着力讲好新时代新故事袁充
分展现了新时代尧新担当尧新作
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风采袁
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袁用
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
高理想遥 观看过程中袁 许多党
员尧领导干部都被感动落泪袁大
家都被片中的每一个人尧 每一
件事尧每一句话所动容遥

集团党委副书记张晓春表
示袁叶榜样 3曳 是开展党员教育
培训的生动教材袁 值得全体员
工深入学习袁尤其是党员干部袁
要从榜样身上汲取力量袁 对标
先进袁见贤思齐袁扎实工作袁以
过硬的工作实绩展现新时期红
太阳人的精神风貌遥 渊杭婉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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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股份荣膺市优秀民营企业

红太阳企业之歌喜获南京市一等奖

国星生化荣获全国质量标杆企业

南京生化成为排污许可证执法试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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