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 10日-12日袁第 83届中国国际
医药原料药展会渊API China冤在南昌绿地
国际博览中心举办袁 中邦制药携拉唑类尧
沙坦类尧沙班类三大系列拳头产品亮相展
会遥

作为中国制药行业发展的见证者及
推动者袁API?China原料药展深耕行业需
求尧推动产业升级与市场变革的融合遥 本
次展会汇聚了 1000 多家原辅料生产企

业袁300多家医药包装企业以及 500多家
制药设备企业袁吸引了数万名海内外专业
制药人士袁研讨分享全球制药研发尧生产
领域的最新技术与产品遥

随着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和共同审评
审批的政策不断推动袁中国制药企业迎来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遥 同时袁环保和
安全生产要求的不断提高袁要求制剂企业
和原料药企业有更加深入的合作遥

此次参展袁充分彰显了红太阳医药的
专业性和强大的综合实力袁大幅提升了企
业形象袁 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行业资讯袁为
进一步开拓市场奠定了基础遥结识了众多
国内外新客户与意向客户袁巩固了老客户
的合作关系袁红太阳医药的产业链优势及
完善的产品结构得到认可袁进一步扩大了
公司在行业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力遥

渊丛晓丹冤

10 月 18 日袁2019 海峡两岸
渊江苏冤名优农产品展销会开幕式
在江苏省盐城市国际会议展览中
心盛大举行遥 本次展会由江苏省
人民政府主办尧 省供销合作总社
承办的重要农业展会袁 已成为江
苏尧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对台工作
重要窗口袁 加强海峡两岸合作的
重要途径袁 展示我省现代农业和
供销合作事业改革发展成果的重
要平台遥农展会从 2009年至今已
成功举办十届遥

展会期间袁 来自全国各地的
参展商近千家袁 带着天南地北尧海
峡两岸的各种农产品尧名特优产品
向采购商推介遥红太阳食品产业公
司于 2018年通过批准成为省总社
开放办社第一批成员企业并应邀
参展本次展会袁此次农展会对于我
司打造数字健康农业和食品安全
产业的品牌有重要意义遥

红太阳食品产业公司总裁尧
南京红太阳数字供应链公司董事
长卞秋明参加会展并出席了开幕
仪式及省总社首批开放办社企业
宣传推介会遥 本次推介会是红太
阳数字农业产业的首次亮相袁会
上袁 卞秋明就数字农业产业的核
心价值尧 创新模式和愿景规划进
行重点推介袁 红太阳数字农业产
业通过整合红太阳集团内外资
源袁形成数字溯源工厂尧数字健康
城和智慧商业三大板块袁 解决最
前一公里服务千县万乡十万村的
农民买难卖难问题和最后一公里
健康千市万区亿户的市民舌尖健
康问题遥 依托红太阳集团全球
108 个国家及地区的市场资源袁
成功完成了数字化+国际健康农
业渊生化农业尧健康农业冤的闭环
产业链生态圈遥

此次参展袁 充分彰显了红太
阳集团在农业产业领域的专业性
和强大的综合实力袁 大幅提升了
企业形象袁 红太阳数字农业产业
的新产业模式受到了政府领导尧
参展企业及群众的高度认可和追
捧袁 进一步扩大了公司在行业内
的影响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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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意识袁促

进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遥 10
月 22日袁国务院安委办危险化学品
重点县专家指导服务组指派 7位专
家到南京生化检查并指导安全生产
工作袁江北新区安监局尧化转办一同
参与检查指导遥

红太阳股份总经理尧 南京生化
董事长陈新春介绍了红太阳南京生
化各产业生产情况尧应急管理情况尧
公司实际运行情况以及近年来公司
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尧 提高安全生
产管理水平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等遥随后袁检查组分组对安全基础管
理尧设计与总图尧试生产与工艺尧电
气尧仪表尧设备尧应急与消防尧重点危
险化学品特殊管控做了更加细致地
检查遥在生产车间袁检查组一行查看
了大型机组尧 罐区的管理和运行状
况袁是否符合行业标准和安全条件袁
是否设有安全装置袁应急救援装置袁
安全警示标志和危化品存放管理袁
并详细询问了相关作业人员安全规
程操作和风险隐患知识遥

检查完毕后袁 检查组及相关领
导尧部门负责人召开末次会议遥检查
组负责人表示袁 化工企业要以安全
为基础袁要把安全生产袁应急管理视
为常态袁化工全员必须培训到位袁认
真执行企业尧 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袁重理论袁抓实操袁层层把关袁一步
到位遥

对于检查组的检查和要求袁南
京生化领导高度重视袁 对检查组领
导辛勤的检查及给予的宝贵经验和
建议表示衷心感谢遥借此契机袁南京
生化会继续加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制袁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袁提升安
全生产标准化管理水平袁 使公司安
全生产再上新的台阶遥

南京生化总经理杜翔袁 安全总
监王福军全程陪同接待遥 渊王倩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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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5日袁 从正在上海召开的第十
九届全国农药交流会上传来喜讯袁红太阳
再夺两项全国农药大奖院红太阳股份荣登
野2018年度中国农药出口额 30强冶位列第
5位尧南京生化野绿色脱氢偶联技术制备敌
草快项目冶荣获野第十二届中国农药创新贡
献奖技术创新奖冶一等奖遥 红太阳股份总
经理陈新春出席会议并领奖遥

野2018年度中国农药出口额 30强冶排
名活动由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组织开展袁是
通过对 2018年度中国农药出口数据进行
整理尧核对以及对企业发展态势和竞争力

等诸多方面综合分析而确定的榜单遥此次袁
红太阳股份位列榜单第 5位袁 这无疑是对
公司近年来深入贯彻落实我国农业 野一带
一路冶战略尧积极带领中国农药加快野走出
去冶步伐的肯定遥

野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农药创新贡献奖冶
也是农药行业备受瞩目的一个奖项袁 是国
家科技部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审核批准设
立的农药行业唯一的社会科技奖励遥 南京
生化野绿色脱氢偶联技术制备敌草快项目冶
经过专家组层层评审脱颖而出袁 一举拿下
技术创新奖一等奖袁 展现了红太阳雄厚的

科技创新实力遥
敌草快是全球四大主要非选择性除草

剂之一遥 随着全球最大的非选择性除草剂
草甘膦屡陷致癌风波被越来越多国家禁用
而出现市场萎缩的趋势袁 敌草快必将迎来
广阔的替代空间遥 不同于传统的交叉偶联
和环合法袁 红太阳绿色脱氢偶联技术制备
敌草快的工艺路线具有成本低尧三废少尧产
品优等特点袁市场竞争力强遥 目前袁红太阳
已经具备 10000吨/年的敌草快产能袁国内
产能最大遥今年上半年袁公司敌草快产品的
销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遥 渊张春丽冤

深耕行业屡创佳绩

红太阳再夺两项全国农药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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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6日原18日袁 第十九届全国农
药交流会暨农化产品展览会渊ACE展会冤
在上海世博展览馆成功举办遥红太阳股份
派出一支由销售尧技术尧管理等部门 70余
人组成的团队参展袁重点展示了红太阳在
除草剂尧杀虫剂尧杀菌剂尧精细化工品等领
域的拳头产品遥

ACE农化展是农化行业极具影响力
的国际性年度盛会遥 本届展会总面积达

4.2万平方米袁7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袁产
品覆盖肥料尧农药全产业链袁吸引了来自
80多个国家和地区尧1500 余家境外采购
商前来参观洽谈袁观众超 4.5万人次遥

以展为野媒冶袁红太阳在本次展会中取
得了远超预期的丰硕成果遥 三天中袁共有
200多名来自亚太尧拉美尧欧洲尧非洲等地
区的专业客户来到红太阳展区咨询洽谈袁
他们对红太阳产业链优势尧 产品品质尧品

牌国际影响力等给予了高度评价遥红太阳
业务人员与这些客户就全球各大农化市
场的法规变化尧市场需求尧贸易形势等议
题进行了深度交流探讨袁特别是就如何深
化合作达成了一系列意向和共识袁为公司
进一步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尧加快品牌野走
出去冶尧 提高经营业绩奠定了重要基础遥

渊张春丽冤

红太阳大阵容参展第十九届 ACE农化展

中邦制药参展中国国际医药原料药展

10 月 26 日袁 受江苏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委托袁省卫生监督所尧质检院专家
组对世界村天然保健品公司申报的特
膳食品进行了现场核查遥

核查组专家依照叶特殊膳食食品生
产许可审查细则曳等技术规范尧标准袁采
取实地勘察尧查阅文件尧记录等方式袁对
生产车间尧设备尧环境尧工艺尧品控尧仓储
等方面进行了严格认真核查遥经核查组
综合评定袁世界村天然保健品公司申报

的特殊膳食以近乎满分的优异成绩袁顺
利通过核查袁成为省内首家通过特膳食
品现场核查的企业遥
据了解袁特膳食品是为满足某些特

殊人群的生理需要袁 或某些疾病患者
的营养需要袁 按特殊配方而专门加工
的食品遥 特膳食品市场潜力巨大袁前景
一片光明遥 2018 年中国特膳食品市场
规模高达 4500 亿元袁年均增长 20%遥预
计未来几年将突破 10000 亿的市场规

模袁 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特膳食品
消费国遥

此次通过特膳食品现场核查袁标志
着世界村天然保健品公司成功打入高
端食品领域遥 未来袁世界村天然保健品
将牢记野新时代新担当袁科技健康专家冶
的时代责任袁不忘初心袁不辱使命袁坚守
梦想袁在特膳食品尧保健食品领域精准
发力袁创新发展浴

渊丛晓丹冤

世界村天然保健品全省首家通过特膳食品核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