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8日上午袁山东省临沂市费县举行
了野红太阳杯冶第二届费县薛庄镇甜瓜节遥江
苏科邦肥料种植的甜瓜脱颖而出袁获得在座
评委和吃瓜群众的一致好评袁红太阳队马云
清勇夺野甜瓜大王冶称号遥

县委常委尧宣传部长段晓莉和临沂市农
业生态发展中心主任贺淑杉分别上台讲话遥
活动过程中举办了非常热闹的吃瓜大赛袁以
瓜王获得者---使用科邦肥的世界村甜瓜
作为吃瓜比赛的奖品袁 参赛瓜农你追我赶尧
为争夺冠军互不相让袁 现场瓜农热情高涨浴
近年来袁费县积极塑造产业品牌袁聚焦乡村
振兴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袁依托红太阳
集团高标准建设甜瓜育苗繁育中心及品种

展示中心袁真正实现了绿色农资下乡袁绿色
农产品回城的野双绿工程冶遥

江苏科邦现场参加人员接受采访时说
道院科邦肥料种植出来的甜瓜能拿到野瓜王冶
的称号袁我们一点都不惊讶袁科邦肥料每款
产品都有国家专利支撑袁全部原料采用纯天
然物质渊原料冤袁添加一定比例经过专有生物
技术处理的高效生物活性体袁按最佳科学配
比袁其固氮尧解磷尧解钾活性以及抗不良外界
环境的能力远超过普通单一功能生物菌袁可
大大提高肥料和土壤中养分利用率袁使用科
邦套餐肥料不仅能增产增收益袁在农产品品
质上也有很大的提升袁可以帮助更多的优质
农产品走出费县袁走向全国袁甚至走向世界浴

据了解袁 江苏科邦肥料在使用过程中能
减少养分损失袁 减轻农业污染带来的环境压
力袁增加单位面积产量袁提高农产品品质袁保
护农业生态环境等多种功能袁符合国家野十三
五冶规划对安全尧环保型农业投入品的迫切需
求遥 市场上还没有与之在造粒技术尧肥效尧生
态环境保护等特点方面类似的产品袁 从市场
的角度提供了一条解决因滥用化肥而造成的
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的可行性方案遥
本次活动由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袁

费县县委宣传部尧费县农业农村局尧费县科
学技术协会尧费县文化和旅游局尧费县广播
电视台尧费县薛庄镇人民政府和红太阳集团
江苏科邦公司承办遥 渊贾茹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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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村智慧农贸以新模式带动新发展袁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袁受到各级领导以及社会各界
的关注袁 掀起了全国农贸市场新一轮提档升级
风遥 日前袁江西新余市渝水区尧辽宁鞍山市铁东
区尧南京市建邺区等多地领导先后调研考察了世
界村智慧农贸遥

我国野十三五冶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袁野十三五冶
期间将大力支持绿色城市尧智慧城市尧森林城市
建设和城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相关工作袁智慧
化物联网系统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遥传统农
贸市场在经营管理尧综合环境尧食品安全等方面
存在诸如工具落后化尧经营分散化尧管理薄弱化尧
中间多层化等问题袁 也在面临着行业尧 技术尧社
群尧消费习惯和消费升级等产业变革的风口遥 中
共中央办公厅尧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叶地方党政
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曳袁 推进了 野菜篮
子冶市长负责制以及野乡村振兴尧精准扶贫冶等各
项政策背景落地落实袁农贸市场的提档升级势在
必行遥

世界村智慧农贸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袁
2015年就开始布局农产品野产销对接冶袁联合优质
农业大县袁帮助农民实现从野增产脱贫冶到野产业
脱贫冶曰携手农业农村部优农中心袁推广全国野名尧
特尧优尧新冶农产品袁实现野从田头到舌头冶的健康
保障遥 依托红太阳集团深耕农业发展 30年所积
累的深厚积淀与强大的企业实力袁世界村智慧农
贸现已发展成为国内首家以 野产业+跨境电商物
流港+数字食安中心+智慧农贸市场+百国鲜到
家冶 于一体的产业互联网和第六产业平台型企
业遥 凭借以野大数据尧云计算尧互联网尧物联网冶为
平台的优势袁紧密围绕红太阳集团杨寿海董事长

的创意发展布局与战略发展步伐袁 在食安追溯尧
线上购物尧集采集配尧食安政企尧产销对接等领域
不断探索发展袁从而推动行业的进步遥 世界村智
慧农贸先后获得 野菜篮子工程副会长单位冶尧野长
三角重要产品追溯联盟理事单位冶尧野江苏省地标
型企业冶尧野中国智慧供应链金牌企业冶等荣誉袁并
在苏皖地区成功智慧化运营 40余家农贸市场遥

世界村智慧农贸的成长离不开各级领导的
指导与支持袁江苏省副省长马秋林点赞世界村智
慧农贸食安溯源工作袁创国家食品安全城,做健康
幸福南京人曰南京市市长蓝绍敏调研世界村智慧
农贸时指出袁加快全市智慧农贸覆盖速度袁实现
食安南京遥世界村智慧农贸的模式得到了多地政
府的高度关注与重视遥

江西新余市渝水区区长李虹表示,十分认可
世界村智慧农贸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袁传统农贸
市场的升级改造势在必行袁是各地区政府关注的
重点袁 世界村智慧农贸无疑是领路者与开拓者袁
并不断的尝试尧验证尧改善尧实施袁这样的经验值
得大力推广与学习遥

辽宁鞍山市铁东区区长聂鹏在参观时向市
场的商户们询问了智能数据采集秤的使用情况袁
商户热情地向聂鹏解答了智能数据采集秤的各
项功能及便利之处袁 并现场演示了食安溯源功
能袁他表示袁智慧化与信息化的改变袁正是当前农
贸市场提档升级所需要的遥

南京市建邺区商务局局长朱毅表示袁多平台
数据对接袁通过现代大数据技术袁让信息化尧智慧
化赋能服务市场袁让百姓真正受益是每个农贸市
场运营人都应该做的事情遥

凭借野敢创尧敢拼尧敢担当冶的企业精神袁各级

领导对杨寿海董事长以及全体红太阳人的奋斗
拼搏精神表示钦佩袁对世界村智慧农贸所取得的
成绩表示了赞扬袁同时袁希望能与世界村智慧农
贸早日展开合作袁让先进的模式能够尽快进驻当
地袁为当地的百姓带去安全便捷的购物环境以及
绿色健康的美好生活遥

如今袁世界村智慧农贸共接待来自全国各地
的参观考察团几十余次袁 参观人数达 300余人

次遥未来袁世界村智慧农贸将继续以野让生活更便
捷尧更美好冶为使命袁以野赋能市场尧创富农民尧健
康市民冶为经营理念袁以野让商户做的大尧做的强曰
让百姓在家门口分享国际健康生活冶 为经营宗
旨袁以野立足苏皖尧面向全国尧联动全球冶为经营战
略袁致力于引领产业互联网和第六产业相关产业
的发展遥

徐哲成

世界村智慧农贸新模式受关注

日前袁安徽省召开 2018年度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袁发布科学奖励重磅名单袁由国星
生化尧瑞邦生物尧浙江大学联合完成的野腈
水合酶的高效重组表达及其产业化冶 项目
被授予 2018年安徽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遥该
奖项为安徽省人民政府授予的省内科技界
最高荣誉遥

该项目成功突破了腈水合酶的高效重
组表达关键技术袁成功开发了野高产腈水合
酶基因工程菌株的构建技术冶尧野工业规模
高效发酵生产腈水合酶技术冶以及野吡啶副

产物的高值化利用技术冶三项创新技术袁优
化了吡啶产品结构袁构建了高效尧绿色的酶
催化生产酰胺类产品的工业化生产体系遥
同时袁 该项目实现了产品质量的跨越式提
升袁烟酰胺的有效含量高达 99.0%尧吡啶达
99.93%袁技术指标领先国际遥新技术成功革
除了含氰剧毒硫酸铵固废的排放袁 废水和
废气综合排放分别减少 56%和 83%袁 每年
减少 4050吨塔底残液的排放袁节能降耗减
排效果显著遥

近年来袁国星生化始终秉承红太阳野敢

创尧敢拼尧敢担当冶的企业精神袁以创新体
系建设为主线袁 以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为突
破口袁瞄准关键技术野卡脖子冶领域加大研
发投入袁加快提升创新能级和核心竞争力袁
在技术开发和前沿技术引领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遥 下一步袁 国星生化将继续以科
技研发为引领袁以技术体系为主力袁以全员
创新为基础袁以产业创新为依托袁积极推进
产学研深度融合袁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
科技力量遥

渊汪娇冤

5月 14日-17日袁 日本 PMDA官方机
构对中邦制药替米沙坦原料药进行了现场
审计核查袁公司严谨尧真实尧标准尧科学的管
理体系袁得到了日本审计官的充分肯定遥

在 4天的时间里袁审计官严格按照原料
药出口日本的相关规定袁对中邦制药的硬件
设施和质量管理体系进行了专业而深入的
审计核查袁核查范围涵盖了人员培训尧?工艺

研发及生产尧?分析检测尧?仓库管理等生产质
量管理体系袁核查主要内容包括生产现场核
查尧文件记录核查尧相关人员面谈等方面遥核
查过程中袁各部门通力协作尧快速反应袁确保
核查顺利通过袁中邦制药再获一张国际通行
证遥

此次日本 PMDA官方审计是中邦制药
继韩国 MFDS审计以及国际清真认证后第

三次接受国外官方机构的正式审核遥审计的
顺利通过袁标志着中邦制药产品质量已获得
医药高端市场认可袁公司行业地位进一步巩
固袁领先的技术优势进一步释放遥未来袁中邦
制药将持续提高产品质量袁持续满足产品在
国际市场的销售需求袁?朝着野进军民族国药
十强袁创造共创共富平台冶的目标快步前行!

渊丛晓丹冤

5月 22日袁红太阳股份数字
化创意经营模式启动大会在红
太阳股份江宁总部召开遥 股份公
司经营管理层尧部门负责人及核
心骨干尧各成员企业代表等共 60
余人参会遥 集团领导杨顺林尧股
份公司副董事长张爱娟尧总经理
陈新春出席会议遥

杨顺林强调袁数字化创意经
营模式是红太阳集团在全球数
字化时代背景下创新打造的具
有红太阳特色的自主经营模式袁
目前已在安徽国星成功试点 8
个多月袁形成了全员参与经营的
良好局面袁营造了比尧学尧赶尧超尧
帮的浓厚氛围遥 将数字化创意经
营模式在股份公司全面导入袁旨
在加快培养一批与公司经营理
念一致尧具有经营意识和经营才
能的人才袁在推动公司高速发展
的同时袁实现全员物质与精神双
丰收袁造福人类社会遥

会上袁香港人文比佛利副总
裁卢澜作启动宣讲袁对数字化创
意经营模式的内涵尧目标尧实施
路径尧意义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
讲解遥

张爱娟作动员讲话遥 她表
示袁根据集团战略规划袁红太阳
股份的未来定位是全球大农业
生态圈解决方案服务商袁 即在
国内实现野绿色农资进村入户袁
绿色农产品进城入区冶袁在国际
上实现 野中国绿色农资服务全
球 袁 全球绿色农产品健康中
国冶遥 要完成这一目标袁组织管
理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遥 数字
化创意经营模式将为红太阳股
份未来战略发展提供一套系
统尧实用的方法论遥

张爱娟要求袁红太阳股份必
须全员积极参与数字化创意经
营模式项目的推进袁 牢固树立
野人人都是管理者冶的思想意识袁
变被动为主动袁将项目参与当作
一次自我提升的过程和机遇袁平
衡好日常工作与项目推进之间
的时间与效率分配遥 此外袁在项
目推进中袁要设立优先级袁循序
推进袁同时建立阶段性的双向反
馈机制袁确保项目实施效果遥

红太阳股份数字化创意经
营模式项目小组当天成立遥

渊张春丽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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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星腈水合酶项目获安徽科技进步奖

科邦肥料助力瓜农荣获“甜瓜大王”

中邦替米沙坦通过日本官方审核获市场准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