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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产负 5000 元到 500 亿袁从无名小卒到
荣膺中国企业 500 强尧位列世界绿色环保农药
制造八强袁 从中国制造空白到拥有 野资本尧技
术尧市场尧品牌尧人才尧文化冶的野六大自主可控冶
的具有野民族尊严冶的大型化尧数字化尧集约化
绿色生物环保农药跨国集团遥 历经 30 载风雨
洗礼的红太阳集团在野三千三万冶的洗礼中尧在
五次创新转型的奋斗中尧在时代转型发展的历
史浪潮中显得愈发光彩夺目遥 回望红太阳发展
30 年袁 红太阳将绿色环保作为厚重的发展底
色袁始终将野既要保证粮食安全袁又要保证食品
安全冶的历史责任和野健康全民尧致富农民冶的
家国情怀扛在肩上袁书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时
代野传奇冶遥

将 野绿色环保农药改造传统产业冶注
入红太阳发展基因

伟大时代成就伟大梦想袁伟大梦想赋予伟
大使命遥 红太阳集团董事长杨寿海起于阡陌袁
亲身经历让他自小就明白农药尤其是环保农
药对于野三农冶的重大意义遥 但当时国产农药
野高毒尧高残留尧高污染冶袁进口农药虽高效但
野价格高尧购买难冶袁农民根本买不到也买不起遥
没有环保农药袁 国内的粮食安全更无从谈起遥
于是袁从那时起袁杨寿海就将野环保农药冶四个
字镌刻在心底遥

1989 年袁在国家农业部野围绕推广办实体袁
办好实体促推广冶 的战略决策的滚滚春潮中袁
杨寿海怀揣着为野三农冶尧为百姓健康尧为国家
粮食安全的情怀责任和担当袁 仅凭借资 5000
元袁在野一无厂房尧二无技术尧三无资本尧四无人
才冶的情况下袁租房十余间创办了高淳农药分
装厂袁着手开展进口绿色农药分装业务袁迈开
了红太阳从野无冶到野有冶的第一步袁也开启了红
太阳用绿色环保农药改造传统产业的新征程遥

野传统产业+现代技术等于现代产业冶遥 从
90年代开始袁红太阳从最初的农药分装开始谋
求转型袁以野引进要要要吸收要要要再创新冶为发力
点袁以木薯尧秸秆类生物质能源为起点袁用野数
字化+生化技术冶拥抱传统野大农业冶产业袁打造
了生化吡啶碱产业链尧 生化新除草剂产业链尧
拟除虫菊酯产业链等野三大冶生化农药产业链遥
更值得赞叹的是袁生化吡啶碱产业链不仅一举
打破发达国家垄断袁并且产品质量尧市场份额
更是一步跃入世界前列袁将民族产业做大做强

的信号传递到了世
界的各个角落袁也打
响了传统农药向野清
洁高效尧绿色环保型
生化农药冶尧 从农业
到 野数字健康农业冶
变革的第一枪遥

将野健康全民尧
致富农民尧绿色兴
农冶视为企业发展
使命

野不讲空话 袁不
放牛话袁 要说实话冶
是杨寿海最爱讲的
一句话遥 从野空话尧牛
话 冶到 野实话 冶袁红太
阳步履不停 遥 如果
野健康全民尧 致富农
民 尧绿色兴农 冶是杨
寿海给社会的庄重
承诺 袁那么用 野大农
业+大数据冶创造野大
健康冶就是践行这一
承诺的关键一步遥

30 年风雨创业
路袁红太阳紧紧围绕
野绿色使命冶主业袁始
终不忘心系农民野买难卖难冶的历史痛点和市
民野买的安全袁吃的健康冶的实际需求袁着力打
造野双绿冶致富工程 袁并自主创造了平台+最
前一公里绿色农业技术+最后一公里绿色食
品市场的核心产业生态圈袁着力实现野健康亿
万全民尧致富千万农民冶的从野田头到舌头冶的
全程可追溯的食品安全产业化可操作尧 可克
隆的绿色发展尧责任关怀新模式遥

智慧农贸是红太阳野双绿工程冶的关键一
招遥 高淳智慧农贸市场内袁人流来回穿梭袁新鲜
的瓜果蔬菜琳琅满目袁每家商户内的电子秤格
外引人注目遥 除了基本的称重功能外袁它还会
自动生成一张野溯源二维码冶袁食品的产地尧供
应商尧商户尧检测结果一目了然袁让农产品野从
源头到舌头冶全程可追溯袁真正让市民买的放
心袁吃的安心遥 同时袁公司通过 S2B 的赋能形
式袁 为实体商贩增加了三个线上购买渠道袁为
市民享受野线上购买袁线下配送冶的全流程服务

提供便利遥 红太阳用健康尧安全尧高效护航农产
品野最后一公里冶遥

与此同时袁红太阳着眼未来袁聚焦全国野名
特优功新冶产品袁深挖地方资源袁打通野最前一
公里冶遥 在安徽石台尧海南尧湖北恩施等地成功
建设红太阳数字农业溯源工厂袁 制定从土壤尧
种植尧农资农技到产品收购标准袁并联合合作
社和农户按标准实施袁 由溯源工厂统一收购尧
分等分级尧溯源加工尧品牌策划及销售袁并结合
数字冷链物流园将产品无障碍输送到市民餐
桌袁真正将野产业扶贫十县百乡袁带动千万农民
脱贫致富冶落到实处袁也让农业成为受人尊敬
的产业袁让农民成为受人尊敬的职业遥

乘着国家供给侧改革的春风袁红太阳抓住
了野健康冶这一核心关键袁将目光投向了功能软
饮尧功能食品等领域遥

硒元素作为一种在抗癌尧治疗心血管疾病
等方面有卓越表现的多功能营养素备受市民
青睐遥 红太阳以此为切入点袁 在距离高淳 300

公里的安徽野富硒第一村冶仙寓镇开发了第三
代功能软饮要要要生命源水袁并于 2016年正式投
产遥 与此同时袁红太阳依托数据平台高位嫁接
物联网尧云计算尧冷链物流等工具袁将富硒米尧
富硒油等健康的农产品送往百姓家袁也将富硒
食疗尧富硒保健尧富硒养生尧富硒旅游等健康的
生活方式带给千家万户遥

从创业之初将野绿色环保农药改造传统产
业冶注入红太阳发展基因袁再到将野健康全民尧
致富农民尧绿色兴农冶视为企业发展使命袁红太
阳历经五次转型升级袁完成了野产业升级尧团队
接班尧模式换档尧制度变革冶四大历史性目标袁
但始终不变的是殷殷的家国情怀和拳拳的赤
子之心遥 站在建国 70周年的新起点上袁红太阳
必将再次用野三创三敢冶精神袁在时代的大潮中
勇担历史使命争做野时代弄潮儿冶袁在公司由高
速向野量质双高冶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再
次创造新的野神话冶浴

苏蔓琪

野家国情怀冶梦圆野时代使命冶

红太阳 30年“健康全民、致富农民、绿色兴农”实践路

10月 23日袁 马鞍山副市长李强
莅临国星生化召开现场办公会遥会间袁
李强询问了国星生化的发展情况袁高
度肯定了国星生化十余年来为马鞍山
经济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袁 并表态将
竭力帮助公司更高质量发展遥

集团副总裁陶峻汇报了国星发展
情况袁他表示袁近年来公司不仅成功投
资建成年产 45.5万吨野全国制造业单
项冠军冶 吡啶碱产业链 渊产能占全球
45豫以上份额袁全国 65豫以上份额袁完
全掌握市场话语权冤袁接连荣获野国家
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冶野国家级绿色工
厂冶野国家级智能工厂冶野国家企业技术
中心冶 等近百项省部级以上重大荣誉
成果袁 并且各项经营数据始终保持不
低头向上高质量发展遥 尤其是今年以
来袁 国星生化在保持稳步向前发展的
同时袁坚持安全环保底线袁以壮士断腕
的勇气和决心展开了一场刀口向内的
自我革命袁 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大检
修袁并已克服重重难关袁全面拉开复产
复工的序幕遥

李强指出袁 在当前世界经济大环
境不景气的情况下袁 国星生化展现了
非凡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袁 作为马
鞍山最具规模尧 最具发展前景的重点
企业之一袁也是市委尧市政府的重点服
务对象袁政府将组织力量袁有求必应袁
积极主动地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袁引
领公司高质量发展遥

国星生化总经理谷顺明陪同接
待遥 渊胡佳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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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4日上午袁 万州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白文农带队到重庆华歌
调研 叶特种设备安全法曳 的实施情
况遥 重庆华歌董事长陈志忠接待了
白文农一行遥
调研组首先听取了公司关于特

种设备安全的汇报袁 了解企业特种
设备种类及特种设备的详细情况袁
并查看了公司特种设备台账及特种
设备使用登记袁 检查了企业特种设
备从业人员资格证有无有效和聘用
记录袁并深入实地查看了氯气房尧压
力容器等特种设备使用情况遥
陈志忠表示袁红太阳自 2008年

到万州来袁一直坚守安全法不放松袁
作为危化企业袁 必须不断增强员工
特种设备安全知识的培训袁 加强运
行检查并做好台账记录袁 定期开展
特种设备安全应急演练袁 确保不出
特种设备安全生产事故袁 严守安全
红线袁 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袁推动万州经济高质量发展遥
白文农对华歌特种设备管理

情况表示了肯定袁他指出袁本次调
研一方面要全面检查万州企业
叶特种设备安全法曳 的实施情况袁
从而深入推动叶特种设备安全法曳
在企业的落实曰 另一方面希望企
业自身要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
管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袁有效
预防特种设备事故发生袁 切实保
障企业安全运行遥

渊何婷婷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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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0日袁 万州区政协主
席罗能平带队调研重庆华歌污水
处理相关工作遥

在重庆华歌环保站袁 重庆
华歌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志忠陪
同罗能平参观了新上的污水处
理中试装置并现场介绍了重庆
华歌 RO 反渗透膜处理装置运
行流程将工业原水转变为净水
的情况遥

陈志忠介绍袁 重庆华歌自
2008 年来到万州投资建设以
来袁一直秉承着野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冶的理念袁一直坚守着
保护野长江母亲河冶的红线袁积
极进行环保行动袁 加大环保成
本的投入并加强环保设施的建
设袁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尧保护
生态环境尽一份力遥 他强调袁环
保治理既要长治久安袁 更要防
患于未然遥 环保工作只能提前
做尧超前做袁才能让环保工作有
条不紊袁更能事半功倍袁让社会
放心尧人民安心遥

罗能平对重庆华歌的环保工
作给予高度的肯定袁 对重庆华歌
所肩负的社会责任表示认可袁他
指出袁环保工作任重而道远袁企业
在生产的同时一定要重视环保工
作尧一定要重视污水处理工作袁要
把工作抓实抓细袁 为实现企业健
康尧 绿色发展提供一条充满前景
的道路遥 渊何婷婷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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