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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者致辞

企业作为社会经济个体，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我们由环境中获取资源、能量和信息，同时也有义务实施环

境保护措施，实现合法合规地利用环境资源。

本企业认真履行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义务，遵守环境保护的法律、

法规，严格执行国家和地区环保主管部门的各项环保政策，积极接受

开发区环保部门的日常监管和工作指导，不断改善自身的环境管理的

环境行为，推动本企业与社会共同进步与发展，为带动本地区的环境

保护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企业要求全体员工认识环境保护和环境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从源头上杜绝和减少污染的产生，加强对各类污染物的管理。“三废”

排放全面达标，同时合理利用资源，提倡资源的再生利用，走持续发

展之路，为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而努力。

在未来，我们仍面临严峻的环境挑战，“节能减排”是现阶段我

们环保工作的主要方向，要求在工作中利用精益管理的观念和手段，

不断摸索新条件、新技术、新方法，企业上下同心，群策群力，完成

环保目标。

2 企业概况

企业名称：天津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路 168 号

创建时间：2006 年 6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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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LI GE

从事行业：医药研发

企业简介：天津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由中美企业投资建

立的合资企业，法人代表为李革。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2006

年 6月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三千万美元，原

厂址位于黄海路 111 号，2014 年 11 月开始，搬迁至南海路 168 号一

期新址，一期占地总面积 29264.01m
2
。

主要产品及服务：从事药用化合物、中间体和精细化工产品的研

发和生产；从事生物靶标、药物分子设计及筛选等领域的研究与开发；

组合化学、有机化学、药物化学、生物技术及相关领域的技术开发、

转让及提供咨询和服务；开发、研制植物提取物及相关产品，为医药、

饮料、健康食品等行业提供服务；提供企业孵化器服务；物业管理，

自由厂房租赁；相关技术、管理、信息咨询等服务；销售本公司产品。

2016 年末总资产：约 7.14 亿元

2016 年服务总收入：约 4.4 亿元

2.5 企业的环境管理体系

企业的环境管理委员会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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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环境保护目标

2016 年度环境保护目标

①贯彻执行市环保部门的各项环保方针和政策；

②认真做好企业内环保设施的维护和正常运转，确保“三废”达标

排放；

③按时按要求交纳排污费，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④新建项目按“三同时”环保要求进行，试运行后按规定验收；

⑤注重节能减排，比上年度总能耗降低 5%。

3 环境管理绩效情况

3.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履行情况

本企业原厂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批准时间 2006

年 10 月 17 日，批准机关开发区环保局综合管理科。有关环境保护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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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投资及其占总投资的比重为 4.2%，环境保护设施在设计和建设

中已落实，履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的时间为 2007 年 9 月，验收机关

为天津市河北区环境保护监测站，符合环保排放标准。异地改扩建建

设项目（现厂址一期）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批准时间为 2008 年

12 月 2 日，批准机关为开发区环保局综合管理科。由于鉴于目前环

保形势，我司主动加大环保投入，有关环境保护设施的投资占总投资

的比重由原有的 6.5%调整为为 12.65%，环境保护设施在设计和建设

中已落实，履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的时间为 2016 年 3 月，验收机关

为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监测站，符合环保排放标准，2016

年 4月 14 日取得天津开发区环保局津开环验【2016】37 号北方基地

项目第一阶段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阶段性验收意见。目前，正在进行一

期二阶段环境验收工作。

3.2 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

3.2.1 水环境

3.2.1.1 污染因子的确定

特征污染物因子：废水主要来自实验废水、冷却循环水及其他生

活设施的生活污水，汇入厂内污水处理站，经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

进入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污染物因子主要为 COD 和氨氮。

监测:污水处理站全天有管理员值守，定期自测。

数据采集:监测数据来自环境验收报告。

表 1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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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毫克/升

污染物 依据标准 排放浓度监测数据

（年平均值）

排放规律 排放去向

2016 2015 2014

常规

污染

物

COD 500 139.2 143.5 114 有规律间断

排放

进入城市污

水处理厂

氨氮 35 10.74 8.13 5.06 有规律间断

排放

进入城市污

水处理厂

3.2.1.2 水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情况

排放污水均达标排放。

3.2.1.3 污水排放量的确定

表 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表

单位:吨

污染物
（单位）

2016 2015 2014
总量
要求

排放量 数据
来源 1

排放量 排放量

废水总排放量/t XXX 90313 监督检测 68616 43911

常规污

染物

COD （t） 45.16 12.57 监督检测 9.85 3.85

氨氮 (t) 3.16 0.97 监督检测 0.56 0.16

由于新厂区一期二阶段已开始试运行，业务也随之扩大增加，用

水量增大，但可保证污水均达标排放。

3.2.2 大气环境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

污染物因子：在实验室化合物分子合成及分离纯化过程中，可能

使用多种有机溶剂，在反应过程中有少量有机溶剂挥发，产生 VOCs

污染。

数据采集:来自环境验收报告

表 3 2015-2016 年大气污染物监测浓度、总量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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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最高允

许 排放

浓度

(mg/m3)

排放浓度

监测数据

年平均值

(mg/m3)

最高允

许 排放

速率

（kg/h）

排放速率

监测数据

年平均值

（kg/h）

总
量
要
求

排放量
（kg）

数据
来源 1

2016 年排放口 1-24（实验室工艺排口）

特征

污染

物

VO

Cs

40 13.53 9.4 每个排口

平均 1.19

/ 57211.4 验收

报告

2015 年排放口 1-17（实验室工艺排口）

特征

污染

物

VO

Cs

40 2.33 9.4 每个排口

1.677

/ 3354.67 验收

报告

2014 年监测特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其年排放量为 1070.7kg。

3.2.3 固体废弃物排放控制情况

3.2.3.1 危险废物排放控制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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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5 2014

危

险

废

物

HW38 、

HW42 、

HW13 、

HW49

废有机溶剂、含

腈废液、废有机

树脂、剧毒品等

空瓶及包装、易

燃液体试剂、活

性炭

液态、

固态

试

验

932.2 824.3 9.01 转 移

至 合

佳 和

滨 海

合佳

本企业全部危险废物均转移到有资质的天津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

有限公司和天津滨海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处理。2014年转移

危险废物转移频次16 次/年；2015年由于项目调整危废总量增加，转

移频次214次/年；2016年转移频次713次/年。

3.2.3.2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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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的一般固体废物为一般生活垃圾等，由市政每天负责运送

处理。

3.2.4 噪声污染排放控制情况

本企业主要为实验室研发，无大型工业机械，环境验收评价中噪

声来源主要来自周围交通和厂区设备。

3.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情况

本企业已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完成备案；无重大环境

风险源的，定期进行演习，未发生过重大环境事故。

3.4 其他环境事项

表 5 排污处理费

年度 排污处理费用（万元）

2016 593.54

2015 361.61

2014 36.4

排污处理费主要包括污水处理站运行费用，自来水排污管理费和

危险废物处理费等，2015-2016 年由于项目新建及调整，排污费增加。

4 水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情况

4.1 水资源消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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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企业的水资源消耗趋势及消耗水平

年份 总计新鲜水

取用量

(万吨/年)

单位产量综合

新鲜水耗

同行业单位产量综合

新鲜水耗

(平均水平)

2016 11.3

2015 11.3

2014 13.7

由于企业以开发药物中间体路线为主要利润来源，无标准单位产

量概念，2016 年虽然研发规模扩大，但在技术改进后，降低了循环

用水量，并经检测确认污水处理站排口水质达标后，使用污水处理站

排口用水进行绿化，都节省了新鲜水取用量，故 2016 年新鲜水用量

基本与 2015 年持平。

4.2 能源消耗情况

4.2.1 对各类能源消耗量分别折合成标准煤，总能源消耗为下述各类

能源消耗总和

1KWH 电力=0.1229 (kg 标准煤)

1 吨蒸汽=0.092(吨标准煤)

4.2.2 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

表 7 企业的能源消耗趋势及消耗水平

年份 总计能源 单位产量综 同行业单位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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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量

(以标准煤计)

合能耗 综合能耗

(平均水平)

2015 1985.2 吨

2015 1985.2 吨

2014 1988.9 吨

图 1 2014～2016 年能源消耗结构图

此图及以上表格数据包含 2014~2016 年建厂、装修在内的所有用

电和蒸汽的总量。由于 2016 年一期二阶段在建及试运行，能源消耗

仍较大。

4.3 原材料消耗情况

由于项目变化较大，无固定原材料。

5 环境效益分析

企业自建立新厂区以来，对节能减排、环保治理的投入加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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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已在北方基地厂区安装了废气治理的设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

开发区环保局的帮助下，为降低工业污染特别是 VOCs 治理方面，公

司领导及所有员工都极为重视，并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改善措施，如为

旋蒸增加二次冷凝，从员工个人操作中规范行为，降低溶剂、试剂敞

口暴露时间，所有非必要敞口的情况下皆保持封口状态，VOCs 排放

经监测达标。同时，在降低能耗方面，采用技术革新和回用处理过的

水源用于绿化的方式，减少了新鲜水用水量，已完成年度目标，从节

能环保上争取同时获得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