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经济时代袁 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企业核心
竞争力的体现遥 随着农化行业绿色发展国家战略
的不断深入推进袁 红太阳始终坚持以自主知识产
权的生物技术+数字化等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药
产业的野话语权冶产品全球领先优势正日益彰显遥
在成功实现了由化学环保农药转型为生物化学环
保农药的升级换代的同时袁 更成功创造了以自主
专利技术创新为支撑的适应新时代农药工业发展
的绿色环保产业链生态圈遥

30年来袁技术自主创新不仅是红太阳持续发
展的强大动力袁 更是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战略资
源尧智力资源与经济资源遥在集团持续加大农化领
域创新型技术人才引进与研发投入的发展战略推
动下袁通过野原始创新尧集成创新尧引进再创新冶等
创新模式袁突破了一批关键性技术袁掌握了一系列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核心技术袁 并构建起以
国家级技术中心尧 院士工作站尧 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尧 重点工程实验室等为核心的农化技术创新体
系遥 在安徽国星袁已共申请专利数百项尧授权发明
数十余项尧实用新型专利近 50项袁主持并参与了
多项国家标准尧工信部行业标准的制定袁并与南京
生化尧 重庆华歌等下游生产的中坚力量形成了一
股技术创新合力袁 不断提速红太阳农化创新技术
的产业化进程袁 在科技成果转化和填补国内技术
空白领域内实现了由野制造冶向野智造冶尧野创造冶的
飞跃袁产业格局得以快速提升遥

今年首次发布的中国企业专利 500 强榜单
中袁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入榜袁排名第 39
名袁荣居中国农药行业榜首曰作为野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企业冶袁更凭借高分通过江苏省企业知识产权
战略推进重点项目的验收遥诸多的荣誉袁既是对红
太阳以专利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知识产权长期发展
战略的认可袁 更是对在面对农化行业国际国内贸
易格局深刻变化的当下袁 红太阳高瞻远瞩规划专
利技术布局以应对环保产品技术创新尧 行业竞争
和未来市场的技术硬实力的肯定遥 根据国家对于
农化行业绿色发展所提出的系列新要求袁 红太阳
在引领行业环保技术创新突破的同时袁 仍将一如
既往地坚守技术创新道路袁致力于在新工艺改造尧
新剂型开发等方面取得绿色新成就袁 不断激发红
太阳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遥

过去 30年袁红太阳对于人才尧技术的专注与
深耕袁不仅改写了世界环保农药技术尧制造和市场
格局袁 更创造了以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为企业核
心价值尧 以绿色发展为企业责任担当的民族尊严
大国品牌遥在未来袁红太阳仍将以品牌价值为核心
驱动袁继续深度研发专利技术袁坚持自主知识产权
为依托的发展战略袁 为创造以技术自主创新为源
动力的世界 500强农化企业而奋斗遥 孔未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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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生化上榜江苏第二批野四星级上云企业冶
10月 26日袁 江苏省工信厅发布了 2019年

度第二批省星级上云企业名单认定公示袁南京红
太阳生物化学公司成功上榜野四星级上云企业冶遥
企业上云袁是指企业以互联网为基础进行

信息化基础设施尧管理尧业务等方面应用袁并通
过互联网与云计算手段连接社会化资源尧共享
服务及能力的过程遥

作为农药行业巨头袁南生化十分注重科技

现代化尧信息化和管理大数据平台的建设遥 近
年来公司已建成以 ERP尧MES等系统为基础
的大数据平台中心遥通过建设中央智慧控制中
心袁集成公司各生产装置的 DCS系统尧在线监
测系统袁可实现对园区所有生产装置的自动监
测及远程控制袁 实现设备运行维护全面管控袁
保证生产环节安全有序进行遥

随着云计算尧物联网尧大数据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在企业生产尧经营尧管理与服务流程中
的广泛渗透袁工业互联网正在成为推进两化深
度融合尧发展智能制造的重要支撑袁工业云平
台正逐步演变成为互联网时代制造业转型升
级生态系统的中心枢纽遥 南生化在野省四星级
上云企业冶平台基础上也会大力推进工业化和
信息化建设袁将研发尧生产尧管理一体化袁构建
科学化尧信息化的绿色农药产业链遥 渊尹朵朵冤

当前袁 我国化工行业进入深度调整
期袁 环保压力和要素成本正越来越深刻
地制约着企业发展遥 绿色发展袁成为化工
企业的共识遥

野我们在行业中率先开启了利用耶生
化技术+数字化爷 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袁
进一步深化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袁 降本
增效助力红太阳实现新一轮高质量增
长遥 冶 南京红太阳股份董事长杨寿海表
示遥

红太阳是我国环保农药领军企业遥
30年间袁红太阳将绿色作为发展野底色冶袁
从绿色环保农药发力袁 成功攻克核心技
术填补了我国环保农药空白并带领中国
农药企业改写了世界环保农药的生产和

市场格局遥 近年来袁红太阳专注于野生化
技术+数字化冶转型袁引领我国农药行业
开启了新一轮更深刻尧 更精细的绿色变
革遥

利用野生化技术冶袁红太阳跳出原来
以石油和煤为原料合成乙醇来生产农药
的传统路径袁改由以红薯尧木薯和秸秆等
可再生资源为原料制备乙醇袁 不仅大大
降低了原料成本袁 更从生产源头上实现
了生态尧环保尧可持续袁助力红太阳创造
了从农业到农业的闭环产业增值圈遥

同样袁野数字化冶 在红太阳近年来的
绿色发展道路中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
色遥 红太阳将数字化理念植入研发尧生
产尧管理等各个环节袁致力于绿色环保农

药科研体系搭建袁利用互联网尧云计算尧
大数据尧 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再造生产流
程袁强化设备尧能耗尧安全等的全面监控尧
预警分析及实时调度袁 通过完善资源的
优化整合与高效配置袁 从而降低生产和
流通环节的资源浪费袁 增强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遥

目前袁红太阳成功构建起了野生化
吡啶碱冶野新型除草剂冶野拟除虫菊酯冶
三大国际领先尧自主可控的绿色农药产
业链袁68 种核心产品取得行业话语权遥
今年上半年袁 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25.68
亿元袁净利润 2.5 亿元袁逆势实现稳健
高质量成长遥

张春丽

红太阳“生化技术 +数字化”
引领行业绿色新变革

长江涂料连获 3项国家发明专利
10月 20日袁 长江涂料又有 3项国家发明

专利获得授权浴 此次获得授权的三项发明专利
分别为院一种适用于锈蚀钢材表面的水性锈转
移 底 漆 及 其 制 备 方 法 渊 专 利 号 院
ZL201710318176.5冤袁一种室温自交联型 PUA-
SiO2 杂化乳液及其制备方法 渊专利号 院
ZL201710317625.4冤 和一种高性能聚糖改性树
脂 及 其 磁 漆 的 制 备 方 法 ( 专 利 号 院

201711041010.X)遥 此次获得国家专利局专利授
权袁显示了长江涂料在水性防腐涂料尧水性木器
涂料尧高性能醇酸树脂等几类产品上取得了较
大的技术突破遥

一直以来袁长江涂料坚持技术改进袁致力于
环保高性能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推广应用遥 近
年来袁 公司瞄准具有丰富市场潜力的节能尧环
保尧高防护尧高性能品种进行重点研发袁持续加

大科研投入力度袁截止目前袁已在水性涂料尧高
性能高固体份涂料尧 长效防腐涂料等领域获得
国家授权专利 34项袁 另外还有 16项专利正在
受理中遥

这些专利成果正在不断提升公司产品科技
含量袁逐步成为公司核心竞争力袁为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袁 预计在 野十三
五冶末袁公司专利尧高性能产品占比将超过 85%遥

吴剑平荣膺池州市十大优秀经济人物
9月 29日袁池州市举行第四届十大杰出经

济人物命名暨颁奖典礼遥 安徽世界村功能饮品
总经理吴剑平获此殊荣遥
吴剑平 1993年加入红太阳集团袁 从业已

有 26年遥 从红太阳集团南京第一农药厂辛硫
磷车间技术员走到现在红太阳集团安徽世界
村功能饮品总经理遥 二十几年如一日袁一直兢

兢业业尧求实创新尧身先力行遥
在他的带领下袁安徽世界村功能饮品先后

被评为安徽省民营企业尧科技型中小企业等袁被
质量协会评选为全国食品饮料行业质量领先品
牌尧全国百佳质量诚信标杆示范企业等袁获得专
利 21项遥
近年来袁功能饮品肩负野健康亿万市民尧恩

报社会冶的历史使命袁坚持将石台当地富硒资源
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力袁利用野双硒冶绿色生态
产业链理念袁开发一系列富硒特色产品袁同时利
用石台丰富的旅游资源袁 将生命源水项目打造
成宜居宜养的 3A级工业旅游景区袁让绿水青山
真正变成金山银山袁 为池州的经济发展做出贡
献袁共圆野中国梦冶遥 渊卢莉婷冤

10月 22日袁 南京江北新
区新材料科技园评优结果揭
晓遥长江涂料特种漆车间尧水性
漆车间主任陈芳荣获新材料科
技园野优秀职工冶称号遥

据悉袁 陈芳从 2015年起袁
开始负责公司特种漆车间生
产尧 技术管理工作袁2018年更
是勇挑重担袁 担任特种漆和水
性漆两个车间的主任遥工作中袁
他执行力强尧认真负责尧务实扎
实尧精益管理尧不怕吃苦袁不计
较个人得失袁 尽全力完成公司
交给的各项任务遥

自担任车间主任以来袁陈
芳生产科研一手抓袁 每天总
是第一个上岗尧 最后一个离
岗袁一着不让地抓好生产尧研
发尧现场管理等各方面工作袁
对待车间繁杂的工作游刃有
余袁细致细心袁生产中的问题
能够及时发现尧及时处理遥 为
更好地做好管理袁 他不断学
习管理知识袁钻研调色技巧袁
改进操作工艺袁 提高生产效
率袁控制安全环保遥 在他的带
领下袁车间的品种吨位尧质量
控制尧现场管理尧精神面貌等
方面蒸蒸日上袁 每到生产旺
季袁车间产量连连迎来新高袁
为确保按时完成生产计划 袁
他总是奋战一线袁加班加点袁
快速准确地安排好尧 完成好
每日的生产任务遥 今年 30出
头的他已从刚到车间的文弱
青年成长为车间生产管理的
一名野老手冶袁并连续三年被
公司评选为年度优秀干部遥

陈芳工作中用心用脑尧上
进忘我的精神是长江涂料每位
员工袁 尤其是青年干部们的好
榜样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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