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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平台+品牌冶的创
新战略模式袁 推进数
字供应链+智慧连锁
两大创新业态快速落
地袁构建野港+城+店冶
的国际平台遥 1 月 3
日袁 红太阳国际健康
食品跨境电商城 渊高
淳站冤开业遥集团副董
事长杨春华出席开业
典礼遥 高淳尧溧水尧江
宁尧 安徽等周边区域
近 300家重点核心合
作客户出席活动并参
加红太阳健康宅连配
云商核心客户峰会活
动遥
红太阳国际健康

食品跨境电商城袁总
经营面积达到 1500
平米袁 经营范围涵盖
国内尧国外名尧特尧优
商品袁集合了亚太区尧
欧洲区尧美洲区尧澳新
区尧 跨境 O2O 美妆
区等跨境特色区域袁
以及世界村自主精品
产品区尧富硒产品区尧
高淳尧云南尧陕西尧东
北等当地特色产品区
域遥 让高淳人民在新
年到来之际袁 能够在
家门口买遍国内外全
球好货遥
据了解袁 集团将

于 2019 年在全国围
绕 10 个国际食品港
城袁 于江苏南京尧镇
江尧大丰尧安徽宣城尧
马鞍山尧颍上尧安庆尧
重庆江津尧万州尧湖北
恩施等 10个城市袁开
设 366 家宅连配门
店袁 而国际健康食品
跨境电商城渊高淳站冤
将作为模板袁 为后期
公司在全国开设门店
提供范本遥 渊魏彬冤

1月 21日下午袁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
院红太阳联合创新中
心成立签约仪式在南
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
举行遥 集团副总裁薛
谊尧 红太阳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新春等
出席活动遥

现场袁 红太阳集
团与东南大学化学化
工学院尧 南京工业大
学生物与制药工程学
院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遥同时袁中心聘请江
苏省化工行业协会会
长秦志强尧 东南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周
建成尧 东南大学精细
化工研究所所长周钰
明尧 南京工业大学生
物与制药工程学院院
长郭凯担任红太阳集
团战略发展专家委员
会特聘专家遥

南京江北新材料
科技园管理办公室主
任卞钟武对中心正式
签约表示祝贺袁他表示院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JITRI) 红太阳联合创新中心成立只是起点袁开
展技术研发尧促进行业发展才是关键遥野中心冶要
高效联动袁建立良性转换机制袁带动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转型升级袁努力将优质成果推广出去袁将
行业需求吸收进来袁让需求和研究无缝对接袁真
正发挥创新载体作用袁 有力促进新区新材料产
业链和创新链的融合发展遥

薛谊表示袁 红太阳是农用化学品行业的龙
头企业袁 具有成熟的产学研合作体系和丰富的
技术转移经验遥 企业联合创新中心是由省产研

院与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建设袁 为创新链
和产业链的重要连接点袁 将调配优势资源协同
互补袁促进双链融合发展遥此次中心的正式成立
就是要将新区的创新资源野落下去冶袁产业需求
野引上来冶袁坚持创新引领发展袁集聚高端创新资
源袁为红太阳集团的创新发展助力升级袁为化工
行业的绿色发展搭桥铺路遥
红太阳集团将与省产研院携手袁 以红太阳

集团的产业资源为支撑袁 借助省产研院的全球
创新资源袁打造以绿色生物制造为基础的理论尧
技术和标准体系袁 打通从包括合成生物学的基

因工程上游尧生物过程工程尧到产品工程的研究
通道袁 开发出一批具有典型创新性和示范性的
产品尧工艺和重点装备袁从绿色产品创新尧技术
升级和行业转型三大方面袁将野JITRI要红太阳
联合创新中心冶 打造成一个绿色生物制造领域
创新资源和行业需求融合的平台袁 为产业提供
合同科研尧 项目培育尧 投资引导等各类创新服
务袁加速引导项目落地产业化袁引领和支撑化工
行业及其延伸领域蓬勃发展袁 为红太阳集团的
创新发展增添新动力遥

渊王慧冤

红
太
阳
国
际
健
康
食
品
跨
境
电
商
城
开
业

江苏省产研院
红太阳联合创新中心成立

1月 10日袁英国驻上海总领馆尧英国国际贸易
部食品与饮料行业主管官员 Stuart Dunn先生专程
到访红太阳集团总部遥 集团副总裁尧云数据产业集
团董事长胡容茂和国际食品产业集团总经理卞秋
明热情的接待了 Stuart Dunn先生一行遥

胡容茂及卞秋明分别向 Stuart Dunn先生详
细介绍了红太阳集团尧云数据产业和食品产业的发
展情况遥卞秋明表示袁随着国内消费升级袁我们将充
分利用集团原有的国际资源袁将英国以至于全球的
各类优质产品汇聚袁搭建一个国内市场的国际产品
销售平台袁 让百姓可以随时消费到国外优质产品遥
并表示可以通过领事馆这样的窗口引进好的产品
进入国内袁也将中国的优质产品销往英国遥

Stuart Dunn转达了英国驻上海总领事 John
Edwards先生的问候并表示袁过去 1年红太阳与
英国驻上海总领馆尧广州总领馆尧英中贸易协会
有过良好互动和多次合作袁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
象遥 他非常感谢红太阳的热情接待袁这次造访是

11月英伦精选活动和 FHC展的跟踪推进袁十分
期待接下来在原有合作项目基础上袁 在医药尧能
源等多个领域与红太阳达成更多合作共识遥

Stuart Dunn对红太阳集团顺应野一带一路冶
政策袁 努力推动中英两国之间食品科技合作袁加
强两国在健康食品领域的合作表示高度赞许袁并
对国际健康幸福岛项目尧 颍上啤酒厂重组项目尧
跨境电商合作及在镇江综保区打造英国国家馆
表现出浓厚兴趣遥 Stuart Dunn还表示袁英国在农
产品尧卫生尧医疗尧物流尧金融方面都是世界一流
的水准袁 英国总领馆愿意利用所掌握的国际资
源袁借着中国庞大且优良的市场环境袁与红太阳
密切配合袁努力推进各领域项目合作发展遥

据了解袁红太阳集团推进国际化战略袁打造
国际食品产业集团袁旨在将全球各地的国际健康
食品带给中国消费者袁 构建完整的产业链生态
圈遥并将在 2019年举办一系列国际交流活动袁届
时英国多家供应商和知名企业将共同参与遥

1月 23日袁 江苏省环保厅厅长王天琦来红
太阳股份桠溪中心调研袁红太阳股份总经理陈新
春热情接待了调研组一行遥
陈新春就红太阳股份产业发展情况尧环保治

理工作向调研组一行做简单汇报遥 他介绍袁近年
来袁红太阳积极响应政府提出的可持续绿色发展
方针袁始终将践行社会责任放在首位袁企业在高
质量尧可持续绿色发展上取得了较好成绩遥

王天琦对红太阳股份桠溪中心在解决企业
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高度肯定遥
他表示袁红太阳股份桠溪中心是他多年来到过的
唯一一家没有化工味道的农药企业袁希望红太阳
要把高质量尧可持续发展深入贯彻下去袁继续做
好环境保护工作袁造福家乡人民遥同时袁对红太阳
股份这样符合国家环保政策规定尧推行绿色可持
续发展的企业袁政府一定会大力支持遥 渊许华美冤

1月 11日袁 江苏省测土配方施肥协会理事
长梁永红来集团调研遥科邦董事长赵富明热情接
待了协会理事长梁永红一行遥

梁永红一行参观了红太阳未来产业中心和
大数据中心等集团代表性产业基地袁对红太阳集
团多元的产业版图尧智能的数据体验袁优美的园
区环境赞不绝口遥

赵富明向梁永红简要介绍了江苏科邦的基
本情况并对未来科邦公司战略规划发展作重要的

工作汇报遥他表示袁科邦公司将紧跟肥料行业发展
新趋势袁不断更新肥料生产的新技术尧新工艺尧新
产品遥在有机肥替代化肥尧侧深施肥尧秸秆还田尧测
土配方施肥尧 精确定量栽培等化肥减量增效技术
示范应用方面取得进步袁引领肥料产品提档升级遥
梁永红指出袁 各理事单位要向科邦公司学

习袁进一步扩大肥料企业社会影响力,引导肥料
行业转型升级袁助力江苏农业提质增效袁以实际
行动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添光增彩遥 渊贾茹冤

英国驻华官员到访
国际食品产业集团

省环保厅长王天琦
调研红太阳桠溪中心

1月 10日袁全国人大代表尧安徽省农业科学
院副院长赵皖平一行来世界村富硒氧吧小镇调
研袁石台县副县长许洲尧科技局局长汪文良尧仙寓
镇镇长陈红丽等陪同调研袁富硒氧吧小镇总经理
杨玉林热情接待了赵皖平一行遥

杨玉林表示袁近年来袁在石台县委尧县政府的
关心与支持下袁红太阳不忘初心尧情系石台尧恩报
社会袁始终践行国家野绿色发展袁脱贫攻坚冶的战
略决策袁大力推进特色小镇项目建设袁力争将石

台富硒氧吧小镇打造为长三角地区 野产业扶贫冶
第一小镇遥
赵皖平对红太阳在石台投资项目取得的成

绩感到高兴袁他表示袁省农科院将以此次调研为
契机袁与红太阳加强交流与合作袁根据产业特点
和市场导向袁为企业发展搭建研究平台做好服务
工作袁选好适合当地种植的农作物袁将农作物的
经济价值实现最大化遥

渊王丽婕冤

安徽农业科学院赵皖平调研氧吧小镇

1月 2日袁东至县县长盛国星带队来红太阳
渊东至冤生命健康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走访调研袁
产业园负责人杨晓生接待了盛国星一行袁并就项
目建设具体情况做工作汇报遥

盛国星表示袁红太阳渊东至冤生命健康产业园

项目已列入市县两级政府 2019 年重点推进项
目袁东至县政府将加大对红太阳项目建设的支持
力度遥 希望红太阳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尧产生经济
效益袁同时为地方经济建设作出贡献遥

渊吕福平冤

东至县长盛国星调研生命健康产业园

省测土配方施肥协会梁永红来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