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圆园19年 11月 1日 第 210期
准印证号 S渊2019冤01000281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更高 更深 更广

B版

红太阳集团编印

红色十月袁旌旗漫卷遥 10月 15
日袁由 CCTV 大国品牌和中国广告
协会联合主办的野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品牌峰会冶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盛大举办遥 峰会现场隆重发布了
野新中国 70年 70品牌冶袁 红太阳荣
耀跻身第一阵营袁这是新中国 70年
来给予中国品牌企业的最高褒奖
和礼赞遥 集团企宣部总经理黄桂清
出席盛典代表红太阳接受荣誉遥

本次峰会集结了新中国 70 年
来在各产业领域最有建树最为优
秀的品牌和企业家代表百余名袁以
皇皇品牌之名袁 以拳拳赤诚之心袁
野致敬时代 致敬未来冶遥

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提出野推
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尧中国
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尧中国产品向
中国品牌转变冶的著名论断袁野三个
转变冶为新时代企业创新发展和品

牌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遥 尤其是作
为立国之本尧 兴国之器尧 强国之基
的制造业袁 中国制造业发展与品牌
强国建设相辅相成遥
作为中国绿色环保农药龙头企

业袁红太阳创业 30 年来袁自觉肩负
起振兴民族制造业的历史使命袁始
终不遗余力以壮大民族品牌为己
任袁持之以恒尧久久为功袁创造了一
家野资本尧市场尧技术尧人才尧品牌尧
文化冶等野六项自主可控冶的民族尊
严企业遥
尤其是在品牌建设和企业文化

方面袁红太阳近几年春华秋实硕果累
累遥 2018年红太阳荣膺野改革开放 40
年 40 品牌冶袁 荣登大国品牌之列曰
2019年人民日报社权威发布红太阳
品牌价值突破 357.96亿元袁站上历史
新高度曰今年 8月红太阳荣获全国企
业文化优秀成果一等奖曰 今年 9月袁

红太阳集团实现历史性突破成功进
阶中国企业 500强袁已经成为中国民
族制造业的品牌标杆遥

品牌是产品的无形资产袁是企业
走向世界的通行证袁是国家展示形象
的名片遥 当前袁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袁正处在
转变发展方式尧优化经济结构尧转换
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遥创建更多享誉全
球的中国品牌袁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
实现质量变革尧效率变革尧动力变革袁
有利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尧适应消费
结构升级遥

红太阳集团将以此次荣膺 野新
中国 70年 70品牌冶为契机袁不忘初
心袁 砥砺奋进袁 继续完成 野健康全
民袁致富农民袁恩报社会冶的绿色使
命遥 为进一步打造享誉全球的中国
品牌尧 建设制造强国贡献自己的力
量遥 渊吴清华冤

中国民营制造 500强袁 中国民营 500强袁
中国企业 500 强袁 如初升的太阳不断探求云
层边界一样袁 红太阳集团以其自身的潜能和
动力寻求企业发展的边界遥

根据 2019年人民日报社权威发布袁 红太
阳品牌价值突破 357.96 亿元遥 10 月袁红太阳
品牌价值再次攀上历史高位袁荣获野新中国 70
年 70 品牌冶袁红太阳品牌深度尧广度和温度再
次受到肯定袁 这也是红太阳继 2018 年荣获
野改革开放 40年 40品牌冶的又一次飞跃遥

品牌深度袁 源自扎根制造业的笃定
与坚守

踏着改革开放的铿锵鼓点袁 红太阳的发
展与新中国的发展亦步亦趋遥 创业之初袁红太
阳直击野三农冶痛点袁带着野既要解决粮食安

全袁又要保证食品安全冶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
感从绿色环保型农药的野风口冶起飞袁开启了
红太阳集团升级发展的第一步遥 而后袁红太阳
深耕制造产业 袁 以 野原始创新要要要集成创
新要要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冶为新路径袁在产
业发展中坚持变中求新尧 变中求进尧 变中突
破袁并逐步推出野灭铃皇冶野吡虫啉冶野吡啶碱冶
等一系列拳头产品袁边际效益突显袁交出了一
份阶段性的亮眼野成绩单冶袁更走出了一条质
量更高尧效益更好尧结构更优的新路子袁为红
太阳转型腾飞奠定坚实基础遥

品牌广度袁 得益于锚定数字化发展
的眼光与魄力

新时代下袁 红太阳以全新姿态从新起点
再出发袁 始终坚持用数字化拓宽企业发展广

度袁以数字化敲开行业变革大门袁引领企业创
新蝶变遥 红太阳用数字化拥抱产业袁将数字化
延伸至医药健康尧汽车动力尧环保新材料尧工
业大数据等多个领域袁 成功独创了适应于数
字经济时代下制造业发展的 野平台+技术+品
牌冶经营新模式袁并通过技术创新尧产业创新袁
实现了野产业平台化尧平台实业化尧实业品牌
化尧品牌国际化冶的具有责任担当的高质量发
展新格局袁助力产业裂变升级遥

品牌温度袁 生发于企业文化的情怀
与担当

红太阳的崛起袁 是一个行业一个时代的历
史跃迁袁是一次次战胜野宿命冶袁打碎野定论冶袁重
塑野舆论冶的自我蜕变遥30年来袁红太阳扛起了扶
贫助困的社会责任袁托举起野全员幸福红太阳冶

的筑梦力量袁走出了争创野健康中国冶领先企业
的铿锵步伐遥当重新扣问历史袁红太阳之所以能
够历久弥新尧连绵不绝袁靠的是始终坚持野三创
三敢冶的奋斗姿态袁靠的是野马上就办冶的真抓实
干袁靠的是紧握野健康全民尧致富农民尧绿色兴
农冶的使命初心袁靠的是野人世间条条路坎坷袁成
事业须步步开拓冶的探索开拓袁靠的是凝结了红
太阳 30年创业精华的融合了野儒释道冶文化和
毛泽东思想的企业文化遥

新时代下袁 红太阳的品牌力量在历史的
洗礼下愈发熠熠生辉袁 彰显了红太阳在经济
全球化背景下的蓬勃生机袁 昭示了红太阳作
为一代民族企业的使命担当和光辉未来遥 面
向未来袁 红太阳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
一往无前的拼搏姿态不断丰富红太阳品牌深
度尧广度尧温度袁让公司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上行稳致远遥 苏蔓琪

30年荣耀满载 红太阳品牌实力再次飞跃

红太阳荣膺新中国 70年 70品牌 今年是红太阳创立 30周年袁当国际农化行业感
叹红太阳 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时袁 人们不禁想探
寻院红太阳从哪里来袁会向哪里去钥 红太阳在推动建
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农化钥

野致力于绿色生命科学产业袁让中国绿色农资服
务全球农业袁让世界绿色农产品服务中国冶袁集团董
事长杨寿海提出了新型国际化战略遥 红太阳始终坚
定地做世界农化的建设者尧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尧人类
健康的维护者袁展示出一个负责任大企业的诚意尧决
心与担当遥
在人类发展历程中袁30年只是沧海一粟袁 但对

于红太阳袁却意味着沧桑巨变遥 红太阳靠借资 5000
元创业起步袁历经千难万险袁依靠创新创意尧艰苦奋
斗袁 用十多年时间完成了中国乃至全球企业几十年
走过的发展历程袁 创造了世界农化历史上前所未有
的发展奇迹袁 为中国民族工业和世界农化的发展注
入了正能量遥
中国作为世界农业大国袁 曾经依赖进口跨国公

司农药产品袁正因为有了红太阳袁渐渐成为绿色农药
出口全球的输出型大国遥 这是红太阳对世界农化与
发展乃至全人类健康的最大贡献遥
红太阳在世界农药行业率先转型为生化农业为

主体的环保农业袁 从而促进整个农化行业的升级换
代袁 减量增效遥 曾经师从国外跨国国际巨头的红太
阳袁已经拥有了野自主可控冶的野新型除草剂产业链冶尧
野生化吡啶碱产业链冶尧野拟除虫菊酯产业链冶 三大自
主创新产业链袁 红太阳用生物技术+数字化改造传
统产业袁取得 68个世界野话语权冶绿色农药产品袁成
为改写世界绿色农药市场格局的领先企业遥
红太阳 30年创造专利及专有技术超千件袁成为世

界农业国家不可或缺的资源类公司遥 野红太阳不能没有
世界农业袁世界农业也不能没有红太阳冶袁在巴拿马世
界农药大会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长的发言中一语道出
红太阳已成为世界农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今天袁野中国造冶 已经深度嵌入到了全球产业链

条当中袁 红太阳正用中国创意和智慧改变世界绿色
农业发展新格局遥

野世界农化好袁红太阳才能好曰红太阳好袁世界农
化将会更好冶袁这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农化行业发展实
践所证明的道理袁 也是未来中国农化行业获得更大
发展必须把握的时代大势遥 红太阳将矢志不渝地为
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农化和全球人类健康贡献力
量遥 这正如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长所评价的院野未来
20年内袁世界上没有谁能够替代红太阳遥 冶 黄贤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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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 30周年时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