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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管理者致辞

诺和诺德公司是一家生物制药公司，成立于 1923 年，总部位于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90 多年来，诺和诺德公司一直以其创新的理念

居于糖尿病治疗领域的先导地位。同时，在血友病治疗、生长激素疗

法以及荷尔蒙替代疗法等领域也居世界领先地位。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是诺和诺德公司的战略性生产基

地，面向全球以及中国市场供应胰岛素耐用注射器械、胰岛素成品。

并且天津生产厂已成为全球唯一的诺和笔®大规模生产厂。

可持续发展是我公司经营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日常工作中，

我们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转化为三重底线原则，并力求通过这种方式，

实现企业的财务盈利，同时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这意味

着实现财务的盈利不是我们的唯一目标，我们开展业务时将综合考虑

财务、社会、环境等因素。因此，1975 年，诺和诺德首次成立环境

部门，进行环境政策规划。1994 年，诺和诺德成为世界首批发布环

境报告的企业。2006 年 1 月，诺和诺德与世界自然基金会签署了一

项协议，诺和诺德保证从 2004 年到 2014 年，公司全球生产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降低 10％。2009 年公司宣布提前 5 年完成了协议目标。

作为诺和诺德天津生产基地，我公司会遵照“诺和诺德管理之道”，

积极承担企业的环境责任，符合相关环境法律法规要求，鼓励环境相

关方的对话和合作，完善可持续发展流程，以期不断提高环境绩效。

Novo Nordisk is a biopharmaceutical company founded in 1923 and

headquartered in Copenhagen, Denmark. It is with more than 90 years of

innovation and leadership in diabetes care. Meanwhile, the company also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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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g positions within haemophilia care, growth hormone therapy and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Site Tianjin is a strategic manufacturing site of Novo Nordisk. It supplies to both

global and domestic market with durable devices for insulin injection and finished

products of insulin. Besides, Site Tianjin has become the single manufacturer of

Novo Nordisk to provide durable devices to the global marke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our business. The Triple

Bottom Line principle expresses Novo Nordisk’s commitment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rough this approach we seek to build our business in a way that

is financially, environmentally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This means that to achieve

financial profit is not our only goal, we consider the financial,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our business. Thus, in 1975, Novo Nordisk established the

first environmental sector to plan for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1994, Novo Nordisk

became the world's first environmental report released enterprises. January 2006,

Novo Nordisk and World Wildlife Fund (WWF) signed an agreement to guaranteed

that,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re reduced by 10% of global production from 2004

to 2014. In 2009, the company announced the completion of the agreement five

years ahead of target.

As a strategic manufacturing site of Novo Nordisk, Site Tianjin follows the "Novo

Nordisk Way of Management"; our approach focuses on actively contributing to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complying with relevant environmental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encourage dialogue and collaboration with relevant environment

stakeholders, and improving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cesse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ou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二. 企业概况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路

99 号和 145 号。天津生产厂最初于 1995 年成立，于 2002 年在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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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技术开发区扩建，并于 2003 年正式落成投产，开始向全球以及

中国市场供应糖尿病成品。2008 年底，诺和诺德总部再次斥资筹建

胰岛素生产设施以实现对中国糖尿病患者的长期承诺并满足日益增

长的市场需求。经过 5 次增资后，目前公司在华总投资额已达 6 亿 4

千万美元，约合 40 亿元人民币。目前，天津生产厂面向全球以及中

国市场供应胰岛素耐用注射器械、胰岛素成品以及胰岛素注射用针头

成品。

2016 年底，诺和诺德（天津）制药有限公司的固定资产约 128

亿人民币，年工业总产值约 122 亿人民币。

公司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多次获得“环境保护工作优秀单

位”、、“社会责任贡献奖”、“天津市先进外商投资企业奖”、“放心药

厂”等殊荣，去年还额外荣获了 “2016 年度天津开发区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生态管理标识优秀年审企业” “2016 年度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2015-2016 年度天津市滨海新区和谐劳动关

系示范企业称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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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管理体系

诺和诺德公司将 EHS 的管理纳入“诺和诺德管理之道”，成为诺

和诺德管理的基本准则。我公司的秉承的环境方针是：“在诺和诺德，

我们将减少对资源的使用，并降低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2011 年

11 月诺和诺德通过 ISO14001:2004 体系认证。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建有完善的环境管理组织，EHS（环境健康安全）部

门总体负责全公司环保工作，每个部门设有不少于 1名的兼职 EHS代表。

 本年度环境保护目标和任务

诺和诺德公司为了不断地推动环保工作的进程，每年都会建立环

境保护目标并在全厂范围内对其进行追踪，使公司的环保工作不断的

向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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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诺和诺德环境管理目标 2016 年诺和诺德环境管理指标

固体废弃物排放（吨） 小于 2084 吨

水消耗 小于 27.4 万吨

能源消耗量 小于 6903.13 吨标准煤

环境法规符合性评审 100%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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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环境管理绩效情况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履行情况

2016 年底，诺和诺德公司通过了国家环保部委托天津市环保局

对二期扩建项目（第二阶段 L71 线）竣工环保验收现场检查，至此，

诺和诺德二期扩建项目环保验收工作全部完成。

 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

水环境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12/356-2008 三级排放标准，出水水质稳定，达标排放。

表 1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统计表

单位:毫克/升

污染物 常规污染物 COD 氨氮 总磷 挥发酚

依据标准 DB12/356-2008 三级 500 35 3 2

排放浓度

监测数据

2014
一期厂区 202 29.9 0.46 --

二期厂区 100 5.86 1.99 0.05

2015
一期厂区 280.7 19.2 1.84 --

二期厂区 111 11.4 1.9 0.05

2016
一期厂区 174 16 2.66 --

二期厂区 203 13.4 1.75

排放规律 不规律间断排放

排放去向 天津泰达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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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一期项目没有大气环境污染物排放。

二期项目排放的污染因子包括：酚类和非甲烷总烃，排放符合《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含有酚类和非甲烷总烃的

生产废气，均经过HEPA H14滤纸高效过滤器（对粒径为0.3μm的微粒

设计去除率大于99.97%）后，由高度为20米的排气筒排放。

表 2 大气污染物监测浓度统计表

污染物 排气口名称
常规污染物

酚类 非甲烷总烃

最高允许 排放

浓度
(mg/m3) 100 120

排放浓

度监测

数据

年平均

值
(mg/m3) 2016

KFQ154-气 1 2.6

KFQ154-气 2 1.6

KFQ154-气 3 0.84

最高允许 排放

速率
（kg/h） 0.17 20

排放速

率监测

数据

年平均

值
（kg/h） 2016

KFQ154-气 1 3.81*10-3

KFQ154-气 2 5.2*10-4

KFQ154-气 3 1X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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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弃物排放控制情况

2015 年中公司开展“降低胰岛素报废率”项目，2015 年底初见成效，

在产量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危险废弃物数量有所降低。 表3 危

险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统计表

名称
废 物

类别

主要有

害成分

形态

(固、

液、气)

产生来

源

年排放量 /t
处置

方式
处置单位

2016 2015 2014

废胰岛

素
HW02 胰岛素 液

生产过

程
151.44 150.675 153.6 焚烧

天津合佳威立

雅环境保服务

有限公司

实验室

废液
HW49

化学试

剂
液

实验过

程
6.909 1.293 3.127 焚烧

化学品

沾染物
HW49

有机试

剂
固

生产过

程
8.945 14.187 14.05 焚烧

电子废

弃物
HW49 重金属 固

办公用

品
4.917 5.277 4.953

再利

用

泰鼎（天津）

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表 4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及处置情况

年份 固废名称 产生量
综合利用

量/t

处置量

/t

贮存量

/t

排放量

/t
排放去向

2016
纸品及纸箱 559.415 559.415 0 0 0 天津银雪环保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托盘 155.301 155.301 0 0 0

2015 纸品及纸箱 443.183 443.183 0 0 0 天津银雪环保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托盘 139.850 139.850 0 0 0

2014 纸品及纸箱 303.857 303.857 0 0 0 天津银雪环保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托盘 130.57 130.57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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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污染排放控制情况

表 5 噪声污染排放及处置情况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情况

公司依据实际情况，充分评估厂内风险，编订了《诺和诺德（中

国）制药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并已在 TEDA 环保局备案。

该预案包括了综合预案和专项预案，其中专项预案包括化学品库化学

品的泄露应急处置、氨机房液氨泄露处置等。相关应急物资配备齐全，

并设有专人专管。

依据该预案要求，公司定期组织演习，已确保达到所有员工了解

并能正确执行该流程。

年份 测 点

位置

对应噪声

源

噪声源

性质

昼间噪声排放

（ 6 时 --22

时）/dB(A)

夜间噪声排放

（22 时--6 时）

/ dB(A)

执行标

准 Leq

等效

声级

执行标

准 Leq

等效

声级

2015 厂 界

外1米

交通+设备 交通+设备 65 57.4 55 47.9

2014 厂 界

外1米

交通+设备 交通+设备 65 56.6 55 51.2

2013 厂 界

外1米

交通+设备 交通+设备 65 52.5 55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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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至 2016 年，公司未收到任何环境信访、环境投诉和行政

处罚。

化学品泄漏应急演习

危险废弃物泄漏应急演习

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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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水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情况

表 6 企业的水及能源消耗统计表

年份
新鲜水区用

量（万吨）

电能消耗

（吨标准煤）

蒸汽消耗

（吨标准煤）
天然气（吨标准煤）

热水消耗

（吨标准煤）

能源总消耗

（吨标准煤）

2014 19.09 2743.13 2621.54 59.67 85.33 5509.67

2015 20.84 2852.57 2690.23 55.7 183.94 5782.44

2016 19.97
0 (实现全部

绿色能源)
2692.82 56.42 172.58 2921.82

图 1 201~2016 年能源消耗结构图

五. 第三方验证情况

诺和诺德公司委托普华永道对全球的环境数据进行审计，并通过

纳斯达克指数向全球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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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环境信息

诺和诺德公司将环境责任纳入“三重底线”，是公司任何活动的

基本准则。自 2001 年起诺和诺德成功地在保持业务持续增长的同时，

实现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持续下降。

一期厂区现利用太阳能热水器提供了洗手间和浴室的热水需求：

二期新建厂区从设计阶段就采用了更多先进低碳环保的节能技

术，包括，厂房的自然采光、氨制冷、压缩空气新式冷干和变频控制

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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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至 2016 年期间，公司对现有厂区也积极进行节能改造，共实

施 7 项，均获得良好收益。

项目完成时间 项目描述 节约能源类别 节约能源量

2014 年

自然冷却项目 电能（千瓦时） 259167

通风系统热回收项目 热电能（千瓦时GJ） 1017

绿色办公项目

从 2014 年 6 月到 12 月，使用再生纸用

于日常办公达到 39%，相当于减排 42.3t

CO2;

办公废纸回收共 3.1t，相当于保护了 53

棵树，节约 314t 新鲜用水;

回收废电池 14.5kg

2015 年
中水回用绿化项目 水（吨） 15000
B940 空压机干燥塔改造项目 电能（千瓦时） 93000

2016 年
耐用器械生产车间更换 LED 等 电能（千瓦时） 24710
为空压器系统安装 ES360 控制系统 电能（千瓦时） 130840

2016 年，公司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活动，致力于营造良好的“环

保氛围”，不断提升“环保意识”，同时与开展的 5S 与 Process

Confirmation 等精益生产工具结合，通过员工和经理的全面参与来

不断提高公司的环保业绩。

 2017 年，公司将会持续在节能方面进行改善，能源消耗等指标皆

为致力于产量增加的同时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量的降低，201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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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南开大学合作，并在丹麦总部能源管理专业人员的指导下，

积极努力的改善能源管理水平，希望通过节能诊断等方式不断寻

找新的改善机会寻找节能。

2016 年度，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完成了来自总部及

工厂定义的所有目标、指标，符合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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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公益活动

2014 年 9 月 10 日，天津能源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诺和诺德，诺维信

和维斯塔斯共同签署绿色购电项目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签署各

方将携手建立一个装机规模为 50 WM 的风力发电厂，生产出来的绿

色能源主要满足诺和诺德和诺维信公司的生产需要。丹麦首相托宁-

施密特，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出席了此次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自 2015 年 10 月 15 日起，公司已 100%实现绿色能源。2016 年，丹麦

总部能源管理者与天津工厂管理层代表一行人赴内蒙古太仆寺旗再

访头之箭风电厂，与当地政府与村民进行沟通，在这一年间，不但诺

和诺德实现减少 3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同时也拉动了当地的就业，深

受当地人民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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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语

公司将继续承担社会和环境责任的义务，以和其它经营领域相同

的方式进行管理。制定了长期环境表现目标，并将“三重底线”原则

融入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工具和个人绩效评估奖励方法之中，每位诺

和诺德员工都将为公司的环境表现承担相应责任和义务。

我们将继续履行我们在环境保护领域的社会责任，提升环境绩效，

扩大环境保护影响力，努力共同营建一个美丽天津、美丽泰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