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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28 日袁江
苏 省 教 育厅 公 示 了 第 六 批
产业教授渊兼职冤评选结果袁
集 团 副 总裁 薛 谊 获 聘 东 南
大 学 化 学工 程 与 技 术 专 业
教授遥
薛谊具备扎实的专业基
础和突出的科研能力袁工作
出色袁组 织 能力 强 袁 产业 化
实践经验丰富袁 自 1999 年
进入红太阳以来袁主持完成
了国家野 十 二五 冶 科 技支 撑
计划尧国家野十一五冶科技支
撑计划尧江苏省科技成果转
化专项资金等项目袁成功开
发 具 有 自主 知 识 产 权 的 高
性 能 乙 醛甲 醛 氨 合 成 吡 啶
新型催化剂袁并实现工业生
产和应用袁填补国内空白和
打破美国的垄断袁具有国际
领先水平遥
近年来袁 南京生化与东
南大学建立了长期的产学研
合作关系袁 建立了江苏省研
究生工作站尧 东南大学红太
阳 智 慧 工业 研 究 中 心 等 平
台袁 已经与东南大学联合培
养研究生和开展了实质性的
产学研合作研究袁 实现了高
校与企业创新资源的深度对
接袁形成优势互补尧资源共享
的研究生培养新体系袁 打造
通融资源尧衔产业尧激发力量
的创新链遥
渊牛红冤

B3 版

红太阳获批成为国家教育部
留学生指定社会实践与文化体验基地
1 月 6 日袁 红太阳集团获国家教育部国
家留学基金委正式批准袁成为野中国政府奖学
金来华留学生社会实践与文化体验基地冶遥
留学生体验基地袁 由中国政府奖学金来
华留学生社会实践与文化体验基地评选由学
校申报尧各省推荐袁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评审
产生袁 主要服务于来华留学并获得中国政府
奖学金的学生袁旨在通过野感知中国冶活动袁让
广大来华留学生袁 以实践切实感受中国文化
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袁 帮助来华留学生了
解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同时袁 为学生
们提供一个切实了解当代中国的机会袁 充分
展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袁 本地区在改革开
放 40 年中所取得伟大成和新时代中国社会
和人民的精神面貌遥 野感知中国冶系列活动是
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办尧 全国各高
校申报承办尧 面向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
生的一类社会实践与文化体验活动遥 2015 年
以来袁 全国共有 1.6 万余名来华留学生参与
此项活动袁成效显著袁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
度肯定遥
作为中国农药行业十三连冠尧 亚太三
强和世界环保农药产能第一袁 连续三年荣

要最佳供
获世界农药行业野奥斯卡冶金奖要要
应商称号的红太阳集团袁以野绿色尧健康冶为
核心已经逐步完成了企业产业转型和结构
升级遥 红太阳集团的转型与升级是中国传
统企业的转型的标杆袁也正因此袁红太阳集
团在众多的申请单位中脱颖而出袁 成为江
苏省首批留学生体验基地遥 红太阳集团正
在推行全新的国际化战略袁 以全新打造的
野国际食品产业集团冶为载体袁将全球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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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产生了对精通各国
语言尧文化尧市场环境的人才资源大量的需
求袁 红太阳集团将通过获准国家教育部留
学生体验基地为契机袁 为优秀的国际人才
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遥
作为留学生体验基地袁集团安排每年接
待两次袁以参观袁讲座的活动形式为主遥 每次
体验活动都会提前做好与学校沟通袁公司将
根据每批次留学生的专业尧国别尧兴趣尧需求
等确定参观及讲座论坛的主题尧论点尧路线尧
时间等袁定制所配备的资源尧导师尧公司相关
负责人员尧方案袁每次体验结束后会有专人
跟进反馈意见及满意度统计袁以便不断完善

体验过程及细节遥 留学生可以通过参观考察
企业袁让来华留学生充分了解新时代中国经
济正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袁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以野青山绿水也是金山银山冶的理
念推动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袁感受到
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说取得的成绩袁通过
感受中国企业全球化经营战略袁让留学生们
了解以建立野合作共赢为核心冶的新型国际
关系与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冶国际关系理
念遥 同时通过此次活动袁也充分展示来华留
学生的素质袁助力野一带一路冶倡议和企业海
外战略遥
同时袁 红太阳集团与南京师范大密切合
作国际人才袁以社会实践和体验活动的形式袁
让留学生领略到中国民营企业和环保农业经
济深化改革尧锐意创新的发展活力遥通过校企
合作尧产教融合袁在人才培养和学生实习等方
面袁进一步促进双方共同发展袁让来华留学生
对中国文化更深入地理解和认同袁 增加了留
学生对中国社会尧经济尧文化的了解袁促进了
跨文化交流袁使他们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袁
也能更好地成长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使者遥
渊国际食品产业冤

红太阳开启国际集采新篇章
紫气盈门虹彩炫袁巨轮破浪踏前来遥 2018 年
12 月 26 日袁满载万吨乙醇的野CT ACE冶号红色巨
轮顺利靠泊南京港 608 码头袁 红太阳跨境供应链
与南京港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遥 集团副总
裁胡容茂尧跨境供应链公司总经理阮雪峰尧南京港
股份公司总经理向平原尧 长江国际扬州石化仓储
公司总经理李金伟出席签约仪式遥
签约仪式上袁胡容茂表示袁近年来袁红太阳积
极响应党和国家野一带一路冶建设袁紧紧抓住历史
发展机遇袁依托集团上下游产业链优势袁发挥品
牌价值尧规模价值尧成本价值袁不断提升国际集采
水平和影响力袁双方将以本次签约为契机袁进一
步深化合作袁建立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遥 本次乙

醇国际集采的成功运作袁为红太阳整合供应链上
端资源袁形成规模采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袁更为
红太阳增强全球影响力袁取得市场话语权袁实现
国际化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
向平原表示袁南京港是亚洲最大的内河港口
和长江中上游最直接尧最快捷的出海口袁也是中
国连接全球的江海转运综合枢纽遥 作为红太阳的
战略合作伙伴袁南京港将不遗余力地支持红太阳
伟大事业的发展遥
据悉袁红太阳集采平台以野整合资源尧跨境
融合尧产融结合冶为指导思想袁利用数字技术 +
新模式尧新业态拉动红太阳产业链尧产品链尧市 力冶的野发动机冶袁全面打造红太阳具有国际野核 下游相互拉动袁相互促进的野联动效应冶遥
渊姜建全冤
场链尧人才链尧管理链成为野整合创新尧凝 心 聚 心竞争力冶的大健康产业闭环生态圈袁并形成上

渊上接 A1 版冤 为我们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遥 建立
了以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尧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
验室尧 院士工作站为核心的链接全球 200 多所大
专院校尧 科研单位 398 位专家教授的技术网络平
台的全球技术创新体系遥 科研人员超千人袁研发投
入超过 60 亿元袁专利超千件袁从而确保我们拥有
了中国唯一产业链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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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种袁成为了
野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冶尧野国家绿色工厂冶尧野国
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冶遥 不仅改写了世界环保农药
制造格局袁 而且实现了 野红太阳不能没有世界农
业袁世界农业也不能没有红太阳冶的梦想遥

是良好的育才文化和体制机制遥 经过多年的沉淀袁
红太阳形成了野用师者为王袁用能者为霸袁用徒者
灭亡冶的用人哲学和野把身边不如你的人培养成和
你一样袁让身边德才兼备的人育成行业精英冶的育
才文化袁现已创造了野60 后主控袁70 后主战袁80 后
主攻冶的复合人才团队组织结构体系尧一个敢创敢
拼敢担当的学习型团队袁以及融合黑尧白尧黄皮肤
共事一企袁 汇聚精英力量共创一业的全球开放型
人才集聚平台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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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其中大专及以上占 61%袁
研究生及以上占 18%曰创造了一个让野圣人更有道
文袁能人更有平台袁好人更有幸福冶的新机制袁有望
到 2020 年前后袁造就超亿元的企业家 1000 名袁其
中超千亿元的一名袁超百亿元 10 名袁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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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曰超亿元的 100 名袁超千万
元的 1000 名曰 设立了红太阳内部 野爱心互助基
金冶尧员工福利房计划尧健康食堂计划渊富硒饮食冤
等一系列提高红太阳人幸福指数的福利大礼包遥
这样的平台足以人尽其才袁 这样的胸怀足以人才
辈出袁这样的事业足以令人神往遥

品牌 由野无名 小卒 冶向 野大 国 筋
骨冶蝶变袁举世公认遥
时代创造英雄袁英雄开创时代遥 在塑造大国品
牌追梦奋斗史中袁红太阳展现出用民族精神铸就大
国筋骨的昂扬气概遥 1989 年袁集团创始人杨寿海为
追寻中华民族工业的崛起与复兴梦袁 毅然弃政从
商遥 面对野一无资金尧二无技术尧三无人才尧四无市
场冶的窘境袁他怀着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袁带领红太
阳人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和借力借梯借势袁 百折不
挠袁百炼成钢袁短短 29 年袁用铁血精神创造了小行
业大品牌袁铸就了野中国名牌数量全国第一袁连续三
年位居亚洲品牌 500 强和中国品牌百强袁连续三年
荣膺世界农药野奥斯卡金奖冶袁成功步入世界农药制
造八强尧亚太第一尧中国十三连冠袁中国农药行业终
身成就奖袁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 40 品牌冶等诸多不
朽荣耀袁红太阳也成为了野中国兴袁则企业兴曰企业
兴袁则中国强冶的民族尊严企业和富有全球农业影
响力的国际化大型企业集团袁谱写了一段足以彪炳
中国民族工业史上的野笑话冶变为野神话冶的传奇遥

人才由野本地化冶向野国际化冶巨
变袁英才辈出遥
吸引人才尧留住人才尧用好人才袁最好的环境

产业由野单一化冶向野生态圈冶演
变袁风景独好遥
历史从不眷顾因循守旧尧满足现状者袁机遇
属于勇于创新尧永不自满者遥 红太阳历经阵痛与
艰难抉择袁利用传统产业+生物技术与数字化等
高新技术袁按照野市场足够大尧轻资产尧有壁垒冶
等产业转型野三大冶法则袁成功将传统环保农药
转型为健康农业尧医药健康尧环保新材料尧健康
智能汽车尧数字产业等野五大冶未来千亿级结构
合理的新业态企业和能带动公司上下游产业共
发展的野2+1冶野三棵树冶大健康产业闭环生态圈
新产业结构体系遥 一是依托 29 年培养的这棵化
学环保农药野老树冶袁按照野中间体相连尧工艺相
近尧模式相似和人才相接冶的原则袁成功转型为

以健康农业尧医药健康尧环保新材料野三大冶产业
链为支撑的生命健康与新材料产业链生态圈遥
二是利用数字化+整合全球两家百年汽车 野巨
人冶的技术尧人才尧品牌尧资本袁独创了中国唯一尧
规模最大袁 拥有自主创新的 野欧 6冶尧野欧 6 增程
式冶和野纯电动冶智能新动力汽车产业链生态圈遥
三是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等高新技术袁
依托红太阳国际贸易尧农资连锁尧医药连锁尧传
统营销和电子商务等公司袁 成功创造了为以云
数据尧物联网尧互联网等野三大冶产业为核心的袁
以野新零售尧新物流尧新金融尧跨境电商冶为载体
的现代服务业产业链生态圈遥

管理由野要我干冶向野我要干冶蜕
变袁卓有成效遥
管理没有最好袁只有更好遥 一切管理必须从国
情出发尧从企业实际出发袁既要总结国内成功做法
又借鉴国外有益经验袁既要大胆探索又脚踏实地袁
敢闯敢干袁大胆实践遥 历经 29 年的洗礼与沉淀袁红
太阳已形成格局文化尧经营文化尧人才文化尧长寿
文化尧 价值文化等五大系列的核心文化 25 条袁成
为引领和指导全体员工的思想行为准则袁 更成为
新时代文化自信和自我管理修炼的典范遥
有效的管理必须围绕公司战略规划袁以客户为
中心袁让每位员工尧每一天尧每一件事做出野企业想
要尧员工愿做尧客户满意冶的结果袁并达成组织目标遥
近年来袁我们借助德国 SAP 系统和与中国电信合建
的 5A 级野七位一体冶大数据中心袁成功完成了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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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创造了适应未来经营的野身
股+营股+期股冶和野圣人主导袁能人合伙袁好人跟投冶
的制度变革新机制袁 与香港人文比佛利合创实施
CPR 管理袁深度打造助推发展尧独特的野五统四分冶
红太阳管理模式遥 目前袁企业形成了野团队接班袁共
创共富冶尧野人人为我袁 我为人人冶尧野为成功者升级尧
为创业者铺路尧为合作者争荣冶的干事创业新氛围袁

这充分体现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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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社 会担当 由野受益 者 冶向 野反 哺
者冶质变袁广施善行遥
野红太阳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尧 参与者与
受益者袁 反哺社会是红太阳义不容辞的责任担
当冶袁这是慈善家杨寿海的价值观袁也是一位企业
家的家国情结与责任担当遥 大爱无疆袁笃行慈善遥
红太阳在追求卓越企业的同时袁 不忘慈善事业袁
一是先后捐资超 3 亿元袁设立助教助学尧见义勇
为等基金 12 只袁帮助贫困学生超百人袁认养高淳
全部孤儿袁社会各种赞助超百项袁捐资希望小学
五所袁修建各种公益事业近 20 项等曰二是野真扶
贫尧扶真贫冶袁相继在重庆万州尧安徽石台等国家
贫困地区产业扶贫投资超过 20 亿元袁 实现了企
业与地方共赢袁 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贡献力量曰
三是助推国家实现了高毒农药从 28 年前的 75%
下降到 2013 年不到 1%的变革袁 为国家和社会解
决了不可计数的农业污染遥 未来八年袁在全国袁我
们将向社会捐资十亿元袁设立野红太阳慈善基金冶袁
不仅要实现助贫尧助孤尧助学等野八助冶突破 10 万
人次袁而且我们将利用红太阳产业优势袁实现野致
富农民百万人袁健康市民亿万人冶的目标任务遥
时光荏苒袁光阴飞逝给世人留下了多少斑驳
印痕遥 青丝暮雪袁矮矮年轮记载了多少峥嵘岁月遥
面向未来袁更艰难的历程还在后头袁更恢弘的胜
利还在远方遥 世界上从没有可以一键复制过往发
展奇迹的野按钮冶袁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
结果袁 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遥
坚持改革不停顿尧开放不止步袁中国一定会有让
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遥 人世间条条路坎
坷袁成事业须步步开拓遥 坚持实业报国尧创新驱
动袁务实求变尧务实求新尧务实求进的红太阳定会
追梦不止袁在更高起点尧更高层次尧更高担当上努
力奔跑袁不断创造经济发展的新奇迹浴
吴钟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