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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5日袁 江苏省农业农
村厅厅长杨时云尧省供销总社党
组书记尧理事会主任诸纪录来我
集团现场办公遥董事长杨寿海就
红太阳利用大生化+大数据拥抱
大农业袁创造大健康产业链生态
圈袁实现由高速向野量质双高冶增
长的野新旧动能转换冶情况进行
了汇报遥

杨寿海表示袁 红太阳历经
29年的创意尧创造袁多年来践行
省农业农村厅和供销合作总社
乡村振兴尧产业扶贫袁以及江苏
农业高质量发展和 野食安江苏冶
战略决策袁 创造了中国唯一尧自
主创新的 野绿色农资进乡入村袁
绿色农产品进区入街冶 示范企
业遥 他表示袁这是助力省厅和省
社解决农民野买难卖难袁优质不

优价冶和市民野买的放心袁吃的健
康冶的野二大冶痛点袁实现红太阳
野健康市民尧 致富农民尧 恩报社
会冶 野三大冶理念的需要遥
杨寿海强调袁 红太阳历经

29年国内外农资连销服务和历
经六年的城市食品安全新零售
的服务袁 已成功找到了一条以
野双绿冶社会化服务和健康市民尧
致富农民尧 恩报社会的新路径遥
即院以区县为中心袁以乡镇绿色
农资服务阵地尧城区的街道为绿
色农产品服务阵地袁创造野一芯
二翼冶城乡社会化服务新业态和
模式遥创造了一区渊县冤设立一个
数字健康农业城渊数字食安溯源
冷链电商城冤袁一乡渊街冤仓储式
冷链体验场袁一村一个合一街一
个食安服务店遥我们将利用红太

阳野六大自主可控冶的产业优势袁
整体规划尧分步实施尧先点后面尧
一点引爆尧全省联动尧五年到位袁
全力打造江苏农业高质量发展
和社会化服务新模式遥 力争到
2023年江苏完成 80区县 渊市冤袁
整个苏农集团完成销售 350亿袁
实现利润 20亿元袁 服务百姓达
到 80%以上遥

杨时云尧诸纪录对杨寿海的
格局和担当表示由衷的敬佩袁对
红太阳实施的野双绿冶工程布局
更是赞赏遥 他们希望红太阳的
野双绿冶计划尽快实施推进袁助力
江苏农业高质量发展和野食安江
苏冶战略决策的落实袁省厅和省
社将给予最大的支持遥

集团副总裁夏曙尧 卢玉刚尧
胡容茂等陪同接待遥 渊孙明冤

省农业农村厅长杨时云尧省总社主任诸纪录来集团现场办公

加速“双绿”工程计划实施 助力江苏农业高质量发展

5月 7日上午袁重庆市长寿区委书记
赵世庆尧区长巴川江尧区人大主任张明生尧
区政协主席张华率长寿区四套领导班子
莅临红太阳渊长寿冤生命健康产业园项目
现场考察遥

重庆世界村生物化学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金山表示袁感谢长寿区各级领导对红
太阳渊长寿冤生命健康产业园项目的重视
和支持遥红太阳集团拟投资 108亿元在长
寿区建设野生命科学循环经济产业园冶渊长
寿生命健康产业园项目和国际健康食品尧
汽车尧科教跨境电商城项目冤遥 其中袁长寿
生命健康产业园项目率先开始袁 投资 55
亿元袁拟建设年产 5 万吨草铵膦尧年产 2
万吨生化-L草铵膦尧 年产 2万吨咪鲜胺
三大项目袁 根据用地规划分为两期建设遥

首期投资 22.6亿元建设年产 2万吨草胺
磷项目和年产 1万吨咪鲜胺项目及其配
套工程袁预计一期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实现
销售额 39.9亿元尧利润 17.97 亿元尧上交
税金 7.13亿元遥 总体规划项目全部建成
投产后可实现销售 149.0亿元尧 利润 73.8
亿元尧上交税金 17.88亿元袁可带动当地就
业超 1000人遥

王金山表示袁自 2019年 1月 17号开
工建设以来袁在长寿区委尧政府的支持和
帮助下袁项目进展顺利袁各项工作有条不
紊地在推进遥

赵世庆对红太阳真抓实干的作风以及
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表示赞扬遥他指出袁环保
农药是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保证袁 既保证
了国家的粮食总量不断提高袁 又保证了人

民的食品安全袁一举数得遥红太阳作为中国
农药行业的领导品牌袁 一直以环保农药服
务全球袁体现出大企业的责任和担当遥

赵世庆强调袁红太阳渊长寿冤生命健康
产业园项目是长寿区 2019 年的重点项
目袁必须做好尧做大尧做强遥 目前项目的进
展令人满意袁期望红太阳在项目迅速推进
的同时袁紧抓安全和环保工作袁保证项目
顺利完成袁打造长寿企业新名片袁助力长
寿发展新速度遥长寿区各级政府将不遗余
力做好服务工作袁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袁增
强企业发展的信心和竞争力遥

长寿区委常委李松尧 副区长宋平尧汤
晓强尧卓大林尧张昌红尧张明万尧经开区副
主任涂山全及区级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
陪同考察遥 (王露)

5 月 24 日袁 高淳区委书记吴勇强
率队检查中邦制药水污染防治工作遥

中邦制药总经理徐强向吴勇强介
绍了公司污水处理工艺流程遥 徐强说袁
中邦制药自 2001 年建厂以来袁 一直秉
承野保护环境袁节能减排袁清洁生产袁达
标排放冶的原则袁野投巨资袁花大力冶袁建

设了一套全方位尧一体化的环保处理系
统袁 实现了 野生产与环境友好共存冶的
格局遥

吴勇强实地查看了中邦制药的污
水排放口袁对公司水污染防治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袁他表示袁环保工作任重而
道远袁企业在抓生产建设的同时袁必须

野以人为本尧科学管理冶袁进一步加强污
水处理的管控袁把各项环保工作进一步
做细做实袁实现企业健康发展尧绿色发
展袁同时也为高淳区打造成为野最干净
城市冶添威助力遥

高淳区副区长甘晓辉等陪同检查遥
渊丛晓丹冤

5月 6日下午袁 安徽省池州市人大主任
金庆丰尧 池州市人大秘书长张泽民一行莅临
世界村富硒氧吧小镇调研袁 石台县副县长裴
均尧仙寓镇刘璇书记等领导陪同调研遥公司执
行董事长杨玉林尧 总经理张克义接待金主任
等一行袁 并对红太阳在石台投资建设的产业
项目作详细汇报遥

会议结合目前公司的现状袁 就小镇如何
继续推进作出了详细规划袁 并要求其根据具
体的规划出具相关方案以此来完成年后的相
关指标曰 并对世界村功能饮品的销售情况进
行讨论袁 对此也作出了相应的要求曰 除此之
外袁 会上还强调要提升养生酒店专业服务能
力并将其打造成为石台县第一商务接待尧会
晤的高端场所遥

金庆丰表示袁 红太阳的责任和担当令他
们很受感动袁 也为红太阳在石台投资项目取
得的成绩感到高兴遥 同时袁市尧县政府相关领
导会持续关注小镇的建设和发展袁 并给予相
应的支持遥 渊汪玉洁冤

5 月 7 日袁 山东平原县副县长冯延
强一行先后考察了红太阳金控及集团
相关产业板块袁双方就产融合作尧产业
落地尧 乡村振兴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
讨袁达成诸多共识遥

在金控上海总部袁 金控总裁叶辉介
绍了集团数字健康产业链生态圈的产
业分布尧 业务特色和产融协同发展规
划袁及红太阳金控与生化农药尧生物技
术等相关产业正在携手推进的重点项
目近况袁他表示袁希望与德州尧平原方面
寻找契机袁促成双方在产业投资尧资本
运作尧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合作遥

冯延强就平原县的社会经济状况尧
产业发展规划尧基础设施及资源优势等
情况作了介绍袁表示欢迎红太阳金控到
平原实地考察并牵头德州市投资公司袁
整合双方优势袁为企业发展和地方经济
发展搭建新平台遥

次日袁 冯延强一行又奔赴安徽当涂
及江苏南京袁先后参观了国星生化生产
基地尧红太阳集团总部和大数据产业中
心遥 他对国星生化技术尧环保尧安监等优
势及管理水平给予高度评价袁对红太阳
依靠互联网尧物联网尧大数据等高新技
术袁整合国际贸易 尧农资连销 尧医药连

销尧电子商务和传统营销而创建的新业
态展现了浓厚兴趣遥 他表示袁平原县可
以在互联网尧零售尧教育等多个领域与
红太阳开展深度合作袁 着眼布局大数
据尧物联网和互联网等新兴产业袁大力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袁合力打造数字经济
新生态遥 他强调袁红太阳的多项产业规
划与平原未来发展方向十分契合袁双方
可以进一步在资源尧项目尧产业尧技术尧
人才等方面扩大交流袁 在未来加强合
作袁共创双赢遥

金控助理副总裁倪建峰等有关负责
人参加会谈并陪同考察遥 渊熊江弘冤

5月 21日袁万州区政协副主席丁坤林率队调研红太阳万州生
命健康产业园循环智能型工业发展情况袁 重庆华歌副总经理顾福
海尧重庆中邦总经理助理孔青明接待遥

丁坤林一行分别参观了重庆华歌六厂 DCS 室尧 重庆中邦
DCS室袁认真听取了红太阳在万州循环智能型工业渊智能化 DCS尧
SIS系统冤发展介绍遥他对于红太阳在循环智能化方面表示了肯定袁
并指出袁循环智能型工业是万州区委尧区政府野一心六型冶两化路径
的野第一产业冶袁红太阳通过战略上布局上下游产业链袁对万州工业
的循环化尧智能化发展起了很好的助推作用遥 同时袁他相信红太阳
能够再接再厉袁 为万州的经济建设和智能化工业发展做出了更大
的贡献遥

民盟万州区委尧区科技局尧区经济信息委尧区统计局尧万州经开
区经发局有关负责人尧专家等陪同调研遥 渊何婷婷冤

长寿区委书记赵世庆率四套班子考察长寿产业园

打造长寿企业新名片助力长寿发展新速度

高淳区委书记吴勇强检查中邦水污染防治工作

加强污水处理管控 实现企业绿色发展

山东平原副县长冯延强来我集团考察

合力打造数字经济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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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区政协领导点赞红太阳产业园

助推万州智能化工业发展

5月 15日下午, 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昌定勇带队到重庆华歌调研指导安全生产工
作遥 昌定勇一行实地察看了华歌安全生产管理
情况袁 并详细询问了华歌应急演练工作等相关
问题遥

重庆华歌总经理陈志忠向昌定勇汇报了公
司概况以及安全生产管控措施遥 他表示袁安全是
企业发展的红线袁 公司上下真真切切认识到安
全的重要性袁 做到了应急工作的实用性和可操
作性袁并落实到人遥

昌定勇对华歌应急管理工作表示认可袁百尺
竿头袁更进一步袁他强调,近期全国安全生产事故
频发,重庆华歌一定要进一步做好安全管理工作,
把应急管理工作落到实处遥 野安全第一, 预防为
主冶,企业要切实把安全放在首位,把生命尧健康排
在第一位曰同时深刻吸取 3窑21响水事故教训,加
大安全生产经费投入, 加强应急救援工作的培
训袁提高应急队伍的野专业尧技能尧心理素质尧身体
素质冶四要素曰公司管理人员履职尽责,不吃野苦
果尧后果尧恶果冶三果袁在安全生产工作中不断的
学习尧更新袁有效防范各类事故遥

万州区应急管理局局长赵明等相关单位领导
随同调研遥 渊虞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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