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26日袁 2019中国窑石台富硒产业发展
大会在世界村康养酒店成功举办袁 国际硒研究
学会主席 Gary Banuelos尧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
进会功能农产品委员会主任郭作玉尧 石台县委
四套班子领导尧集团副总裁胡容茂等出席遥

大会以石台县委和石台县人民政府为主
导尧硒产业企业为主体尧社会参与的方式袁全面
聚焦富硒品牌袁旨在加速硒产业升级袁引领硒产
业高质量发展袁 共同交流探讨中国富硒功能农
业发展与未来趋势以及石台富硒产业发展路
径袁以提升石台野中国生态硒都冶的品牌影响力袁
助推脱贫攻坚遥

近年来袁集团始终践行国家野绿色发展尧产
业扶贫冶的战略决策袁充分结合石台县政府野生
态立县尧旅游兴县尧产业强县冶发展战略袁依托
野富硒尧负氧冶的资源优势与环境特色袁在当地政
府的指导下重点打造健康农业尧文化旅游尧生态
养生的强县富民全产业链闭环袁 稳步推进建设
具有国际示范效应的康养小镇袁 助力当地政府
构建新型旅游发展格局遥 在全力助推石台县富
硒产业发展能力和水平提升的同时袁构筑野中国
富硒休闲养生目的地冶袁引领当地传统农业向现
代农业转变袁以产助农尧以农兴业尧创富农民袁有
效带动农民增收与农业增效袁提速攻坚野产业精
准扶贫尧脱贫不返贫冶袁将红太阳野先富带后富尧
能人优先富尧好人共同富冶的企业使命与责任担
当落到实处遥

此次大会的圆满举行袁不仅是石台县委尧县
政府对于红太阳在当地产业扶贫的认可与肯
定袁更彰显了县委尧县政府在大力推动企业产业
落地过程中的决心和对我集团的信心遥 在现有
的世界村功能饮品与世界村康养酒店的产业基
础上袁我集团将始终以健康为驱动尧以市场为导
向尧以品牌经营为核心袁整合红太阳所创造的资
本尧技术尧市场尧模式尧文化尧团队等优势袁全面构
建石台县现代健康农业尧 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
业交互式发展的新型产业链模式袁 推动石台地
方发展袁以创造实际的经济效益回馈石台人民袁
为石台的高质量发展做实事遥 渊孔未冉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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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品牌专题片正
式登陆中央电视台一
套袁分早尧中尧晚三个时
段袁进行多频次展播遥
这部在五一黄金

档期亮相的专题片从
智慧尧创新与责任的角
度为大家解读了红太
阳品牌 30年来持续引
领农药行业发展尧不断
创新超越尧广受国内外
消费者认可的奥秘袁是
叶大国品牌曳 为红太阳
推出的第二部品牌片遥
大国品牌作为优

秀企业品牌展示的国
家平台袁展示的是一批
代表国家品牌形象尧具
有世界格局的企业品
牌遥红太阳作为中国农
药行业的领导品牌袁30
年来袁 为国家解决了
野既要解决粮食安全袁
又要解决食品安全袁同
时保证环境安全冶的历
史难题袁近年来袁秉承
野健康市民尧致富农民尧
恩报社会冶的新发展理
念袁创造了以绿色农药
服务全球袁国际绿色农
产品健康中国的数字
健康农业闭环产业链
的新业态袁成为了对世
界农药市场有影响力
的品牌袁更成为了大家
所认可的大国品牌遥

2019 年是红太阳
集团创立 30 周年袁红
太阳品牌多次密集亮
相国家级媒体平台袁从
年初入选央视野大国品
牌冶到登陆央视叶品牌
责任曳栏目到这次第二
部品牌片的亮相袁红太
阳以深厚的品牌和产
品实力展现了中国品
牌的魅力与风采袁展现
了中国农药行业领导
者的责任和担当遥

渊柳琴冤

5 月 26日下午袁 集团董事长杨寿海及夫人
杨柳助孤联谊活动在世界材酒店举行袁 高淳区
慈善总会会长孔德华尧 区民政局副局长李明等
出席活动袁 集团纪委副书记王华贵代表杨寿海
夫妇向全区 20 多名孤儿发放慰问金及慈善爱
心意外伤害续保单尧书包等学习用品遥

2016 年 5 月 29 日袁董事长杨寿海尧杨柳夫

妇与区慈善总会签订认养全区孤儿遥 四年来袁全
区孤儿切切实实感受到了董事长夫妇的温暖和
关怀遥 每年野六一冶董事长夫妇给每名孩子发放
慰问金及学习尧生活用品袁并续签学生意外伤害
保险单曰每年暑假期间袁组织孩子们参观红太阳
生产基地和受训曰每年春节前后袁组织孩子们召
开专题座谈会袁并发放慰问金及衣服鞋帽遥 去年

8 月 29日袁 董事长杨寿海委托夫人杨柳向考取
省淳中尧 大专尧 本科的 10 个孩子发放奖学金
46500元袁向每个孩子发放慰问金和慰问品一次
捐赠助学金 20万元遥

孔德华在活动现场勉励孩子们要勤奋学习袁
回报社会曰要学会做人做事袁懂得感恩遥

渊黄贤柏冤

日前袁 南京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梁学
来尧副支队长范柏杰等一行到红太阳集团走访调
研袁董事长杨寿海在商学院国际会议中心接待了
梁学来一行袁双方就建立经侦服务工作站袁加强
企业规范管理和廉政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座谈交
流袁集团副总裁卢玉刚尧李健尧股份总经理陈新春
等参加座谈遥

杨寿海表示袁 红太阳已从一个负 5000 元资
产尧10 多个员工的小农药作坊发展成今天拥有
专利尧专业技术和国际市场准入野三超冶千件尧农
药话语权产品达 68 种的具有 野民族文化尊严冶
的国际竞争性企业曰到 2025 年袁将实现野原创三
家世界 500 强袁创造万亿价值红太阳冶的第二尧
第三个野追梦冶企业遥

梁学来对红太阳发展 29年所取得的成果和
伟大目标表示高度认可袁 并介绍了在重点企业
设立经侦服务工作站的宗旨遥 他指出袁经侦支队
的责任和义务袁 一方面在于化解企业内部风险
以及企业间纠纷袁避免企业的经济损失袁保障企
业的安全生产和经营袁 另一方面在于帮助企业
加强规避风险尧抵御不法侵害的能力遥 他强调袁
未来将与红太阳携手袁 共同加强警企之间关于
法律信息的交流和沟通袁 并要求联络部门通过
切实的行动为红太阳提供服务袁 为红太阳发展
保驾护航浴

5月 24 日袁南京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野服务工
作站冶在红太阳正式挂牌成立袁市经侦支队副支

队长范柏杰尧二大队教导员任秋生尧集团副总裁
卢玉刚尧胡容茂等参加挂牌仪式遥 渊马丹阳冤

5月 9日袁由中国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主办袁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尧
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共同承
办的国际标准化组织资产管理技术
委员会渊ISO/TC251冤第七届全会暨
资产管理国际标准化高峰论坛召开袁
这是我国对口和参与 ISO/TC 251
工作七年以来袁 首次在中国举办
ISO/TC 251全会及工作组会议袁红
太阳集团副总裁尧红太阳新商业集团
董事长卢玉刚受邀出席并发表演讲遥

卢玉刚从农贸市场现状尧 农贸
未来的方向要要要智慧农贸尧 世界村
智慧农贸标准化资产配置等方面进
行了 叶农贸市场运营资产管理标准
化曳的精彩演讲袁他表示袁世界村智
慧农贸始终践行红太阳集团赋能市
场尧创富农民尧健康市民尧恩报社会
的民族企业精神袁以责任为中心尧以
绩效为核心作为管理价值理念袁以
让百姓在家门口分享食安健康生活
为责任担当袁从而实现政府尧商户尧

市场尧企业尧农民尧消费者六方共赢遥
国际标准化组织资产管理技术

委员会主席里思窑戴维斯尧中国标准
化研究院邱月明副院长尧 江苏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管理处和江苏
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相关负责人
以及来自国际标准化组织资产管理
技术委员会的美国尧英国尧德国尧日
本尧法国尧荷兰等 14个国家的 34名
外籍专家和国内近百位专家参加会
议遥 渊徐哲成冤

5月 15日袁由中国农药工业协
会主办的第六届农药行业经济运
行分析会在安徽合肥召开袁揭晓了
野2019 中国农药行业销售百强企
业榜单冶遥红太阳股份跻身前三甲袁
总经理陈新春出席会议并领奖遥

红太阳股份已经连续五年稳
居全国农药销售前五强袁持续领跑
行业遥 特别是近年来袁公司聚焦主
业尧创新为本袁成功利用野生物技

术+大数据冶改造传统产业袁成功跻
身世界农药行业规模前十五强尧制
造前八强袁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空前
提升遥

2018 年是我国农药行业重塑
格局的关键之年袁在环保达标和安
全生产双重压力之下袁行业结构的
调整和优化速度明显加快遥面对复
杂形势袁红太阳股份持续推进转型
升级尧科技创新袁产业链尧技术尧品

牌尧 模式等核心竞争优势日益突
显遥公司生化敌草快尧生化 VB3尧生
化吡啶碱等新型产业链效能逐步
释放袁百草枯尧敌草快尧毒死蜱等主
要产品的产销尧量价等均保持稳健
增长态势遥 与此同时袁公司大力实
施全球化发展战略袁国内外市场和
渠道布局日趋完善袁这些都为公司
赢得逆势发展先机提供了强有力
的保障遥 渊张春丽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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