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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经理致辞

良好的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

展，环境保护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和谐共存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环境，企业尽自己所能保护环境是义

不容辞的责任，企业既有通过合格规范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获取利润

的权利，也有履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责任。本公司充分认识并接

受自身的环境保护责任，公司向全社会做出承诺，通过实施贯彻有效

的环境管理，完成各项环保目标，并坚持遵守以下环境保护方针：

（1）公司的环境保护方针覆盖全公司所有的活动和领域，公司所

有经营活动将严格遵守相关环境法律法规的要求。

（2）坚持把生态环境、环保、资源综合利用作为战略决策的第一

要素。建立环保部门，来实施和促进公司所有的环境保护活动。不断

健全完善公司的环境管理体系，并确保其有效运行。建立良好的社会

关系，开辟环保信息沟通的渠道。

（3）积极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减少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寻求资

源的循环利用，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积极发展自身的科技研发及

生产能力，不断改进提高产品质量，造福社会。

（4）尽可能的采用无害的原料和生产技术，避免有害物质的产生，

购买和使用环境友好的产品和服务。妥善收集和处置那些无法避免的

污染物，确保污染物排放满足相关的环境法律法规及其他标准的要

求。



（5）确保环境保护方针传达到全体员工，培养员工的环保意识，

自觉改进，预防环境影响。

我希望通过 2019年度环境报告，将公司的环境信息系统、完善、

真实地传达给公众，增进公众对企业的了解、理解支持我们的环保理

念和行动，为改善、提高环境质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

业作出的贡献。

2. 公司概况及编制说明

2.1公司概况

2.1.1公司简介

绿十字（中国）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位于安徽省淮南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为香港绿十字公司外商独资企业。职工人数 300余人。单位代

码：913404006103799005。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 116°38＇，北纬 32°

32＇。南邻 206国道，东邻华辰制药，北邻东芝堂药业及山河药辅，

西侧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厂区占地面积 40000m2,其中建筑面积

12500m2，绿化面积 9990m2。

绿十字（中国）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是以健康人血浆、乙醇等为原

辅料，年设计投浆 150吨，生产人血白蛋白、丙球蛋白及凝血因子等

血液制品，厂区以血液制品车间为主体，配套建设动物实验室，制冷

机房、宿舍、食堂、办公室及污水处理场，采用活性污泥法对废水进

行处理，日最大处理污水能力 600吨。生产工艺采用低温乙醇法，利

用健康人血浆经低温储存后融化并进行分离，然后在反应罐内加入注

射用水、试剂和乙醇进行反应，经提取、过滤、灭菌制成产品。

2.1.2公司地理位置优越

公司位于淮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医药产业工业园内，园内主导



产业：生物制品、生化制药、化学原料药、医药中间体、天然类药物、

现代中药及新型药用辅料等。主要企业有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东盛制药有限公司、安徽江中高邦制药有限公司、东芝堂

（安徽）药业有限公司、淮南泰复制药有限公司、淮南佳盟药业有限

公司、淮南永安制药有限公司等 13家企业。区内交通便捷，206国

道穿区而过，合徐高速淮南连接线位于开发区东南方向 3公里处，合

淮阜高速淮南连接线位于开发区西南方向 6公里处，经合徐高速、合

淮阜可与全国高速公路联网，规划建设中的淮蚌高速、淮滁高速距开

发区不足 5公里。淮南火车站位于开发区西侧 2公里处，京福高铁淮

南东站位于开发区东侧 3公里处，由淮南火车站可直达北京、天津、

上海等 3个直辖市，以及合肥、南京、杭州、福州、济南、郑州、西

安、成都、武汉、太原等省会城市。

2.1.3公司企业文化

2.1.3.1社训：

人和 创意 成就 奉仕

［阐释］人和是企业的发展根基，是一种人脉和和谐的体现，企

业和员工都应该能做到团结，共奋，才能达到最终的目标。 创意是

一种积极的思想，企业想要发展必须要有创新，节能的意识，创意是

一种无形的财富，只有创新才能突破、才能发展。 成就是企业的发

展目标，是一种向上的动力，没有了目标就失去了方向，失去了追求

的紧迫感和发展的加速度。奉仕是一种精神，引导员工对工作投入，

在工作中多去奉献，把力量集中到一起，才能最终达到我们想要达到

的成就。

2.1.3.2 绿十字的含义

绿色是生命、和平、繁荣和富饶的色彩，象征着我们事业的希望；



持续稳定地发展，精神和物质上的富有，不断向着温馨和睦的未来迈

进；十字是和平、奉献、爱心的标志，象征着我们奋斗的精神，不怕

困难，知难而进，关心他人，乐于助人，脚踏实地，服务社会。

2.1.3.3 宗旨: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保持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勇于开拓，不断创

新，开发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发展壮大企业，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方面都取得更大的成就；造福社会，也为我们前辈和加人创造美好的

生活。

2.1.3.4我们的愿景：

我们抱着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在从事现在的工作，那就是：

要用高质量的产品，奉献社会，解除那些病痛患者的痛苦。我们希望

看到的是，所有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人人脸上都洋溢着

轻松愉快的微笑，人人的行动都挥洒出健康的气息。

宗旨：诚实，热情，严谨，创新。

愿景：发挥自身的创造性，不断创新，开发出更多的新品种，

用高质量的生物制品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健康的需求，同时来

争取自身的发展。绿十字（中国）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将瞄准高新技术

产业前沿，把握国际高新技术发展趋势，利用已有的资源优势，建立

健全医药产业系统，使产品开发、生产和营销过程系统化、规范化、

集约化，不断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资源效益力争在不

远的将来，成为一个国内领先、极具国际竞争意识与能力的技术创新

性制药企业。

2.2 公司结构



绿十字（中国）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组织机构图

2.3编制说明

2.3.1本年度环境报告涵盖公司所有相关部门

2.3.2本环境报告书报告期限为 2019年 1月 1至 2019年 12月 31日，

于 2020年 1月 8日发布。

2.3.3编制单位及联系方式

编制单位：绿十字（中国）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电话：0554-3316444 电子邮箱:279748856 @qq.com

2.3.4 编制依据

《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HJ617-2011）

2.3.5 技术支持

本报告书内数据支持单位为安徽省淮南市环境保护局

2.3.6信息反馈方式

如对本报告书有任何疑问或意见，欢迎来函、来电咨询。

来函咨询地址：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庆东路 26号；



联系方式：电话：0554-3316444；

电子邮箱：279748856 @qq.com。

3. 环境管理

3.1环境管理体系及措施

3.1.1环境管理组织

公司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建立了完善的环境保护组织机构，

成立了污水处理站、总排口在线监控室。由环境部负责公司环境保护

工作，目前从事环境保护专职员工 5人，专职管理人员 1人。

3.1.2环境管理制度

目前，公司已经建立和完善了各种环境管理制度。先后制定了《环

境污染防治制度》、《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污水处理管理制度》等多

项环境管理制度为日常环境保护工作的正常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1.3 环保教育

公司一直非常重视环保管理规范及各环保相关岗位人员的培训。

公司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环境管理体系及公司内部环境管理文件为

依据。对环保环保人员，进行了相应的培训和考核。为了保障环保设

施的稳定运行，提高环保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 依据未来企业的发

展趋势，公司组织全体员工对相关的环保法规进行学习和了解以增强

广大员工环境保护意识。

每年定期进行环境应急演练，在演练过程中加强对涉突发环境事

件的处理能力，提高公司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维护企业安全生

产，保障企业的财产安全，保护环境，促进企业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

3.2 环保守法

3.2.1 环境污染事故及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

http://www.baidu.com/s?wd=%E7%AA%81%E5%8F%91%E7%8E%AF%E5%A2%83%E4%BA%8B%E4%BB%B6&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7%AA%81%E5%8F%91%E7%8E%AF%E5%A2%83%E4%BA%8B%E4%BB%B6&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7%AA%81%E5%8F%91%E7%8E%AF%E5%A2%83%E4%BA%8B%E4%BB%B6&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2019-2020年度，公司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也没有因环境

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情况。

3.2.2 环境监测及评价

为加强污染治理，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2017年公司投资 40

余万元，在公司废水总排口安装 COD、氨氮、流量、PH，共 4套在

线监控设备，并接入市环保局联网监控系统，根据监控数据结果显示，

公司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均达到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2019 年主要污染物排放及处置情况

污染物 实际排放情况 处置方法 是否达标

废

水

废水排放量 102497吨
絮凝沉淀及生化

处理

是

COD排放量 741.5千克 是

氨氮排放量 6.805千克 是

固

废

一般固废 50吨
实行统一袋装化，

交市政环卫部门

处理。

是

危险固废 71.023吨 安徽浩悦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是

3.2.3 排污费缴纳情况

公司严格执行排污费缴纳制度，2019年各类污染物排放量均符

合排放标准要求，并按时交纳排污费。

3.2.4 环评审批及“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

公司所有新、改、扩建项目均严格执行环境影响报告评价制度和

“三同时”制度。



情况汇总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审批单位 批复文号

1 仓库和办公楼项目
淮南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

淮环开表批【2017】

09号

2

绿十字（中国）生

物制品有限公司自

建污水处理站

VOCs治理

登记表备案

备案号：

201834040002000000

38

3.2.5 环境应急情况

公司严格《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环发【2010】

113号）文件要求，编制《绿十字（中国）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于 2018年 4月 23日通过淮南市环保局淮南经济

技术开发区分局审核，准予备案（备案编号：340402-2018-009-L）。

4 保护目标及近年环保投资情况

4.1 保护目标

近期目标：按照相关规定和标准排放；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浓度符

合国家标准和地方政府的要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

率 100%。

中长期目标：坚持推行清洁生产等先进的环保理论和机制，从源

头做好全过程的污染控制，力争在 2026年使公司综合能耗和污染物

排放水平居于国内先进水平，到 2046年公司综合能耗和污染物排放

水平居于国际领先水平。

4.2 年环保投资情况



4.2.1 危险废物暂存库地面防渗改造

为更好的对危险废物进行管理，防止意外污染事件的发生，公司

应环保部门的要求，投资 10余万元对目前的危险废物暂存库进行了

地面防渗改造，采用 HDPE土工膜+150厚 C25硂+环氧树脂进行防渗

处理，并在房间四周建设废水导水沟并挖设集水坑。

4.2.2 VOCs治理

为了响应环保部门的号召，公司投资 80余万元于 2018年 11月

起对厂区自建污水处理站进行 VOCs治理，将原本无组织逸散的污水

处理站废气进行玻璃钢加盖收集，并对收集后的气体采用碱洗喷淋、

水洗喷淋、除湿、活性炭吸附、UV光解处理后通过 15m高的烟囱进

行高空排放。现已于 2019年 1月全部实施完毕。

5. 清洁生产工作

公司非常重视清洁生产，于 2016年 9月完成了《绿十字（中国）

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并于 2016年 9月 23日报告

通过市环境保护局的评估。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采取了许多清洁生产措

施。将清洁生产的理念降耗、节能、减排、增效及公司的生产、管理、

经营紧密的结合起来。

5.1不断推进工艺改造，从源头上实施节能减排

公司根据自身实际，从能源、资源、原辅料消耗和生产工艺技术

等过程分析入手，重点针对酒精回收情况，将酒精回收排放的残液收

集至收集池，并通过密闭管道输送至厂区污水处理站，采用定量滴加

的方式进行生化。酸化的残液既可以当作 pH 调节液调节污水 pH，

也避免了 COD浓度较高的残液混入普通污水中，减缓了污水处理站

的处理压力。



5.2 加强环保治理设施建设，从根本上降低污染物排放量

对于公司污水采用生化法进行处理，处理后回用于公司绿化灌

溉。不仅节约了水资源，提高了生产区的废水重复利用率，还能有效

地解决厂区绿化用水问题，而且使企业排污总量显著下降。

5.3 加大环境监测力度，全面掌握公司的污染物排放行为

本公司于 2019年 5月起委托淮南宜青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制定公司

自行监测方案，并将监测结果上传至公司网站进行公开。同时委托北

京中环大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的污染源在线设备进行维护

管理，确保各种设备的正常运行。积极安装环境专用监控设备，在公

司各污染处理设施进行监控，并将数据上传至环保部门监管平台，接

受监督。

6 结语

个体的力量也许微不足道，但是本公司相信，只要每个企业，每

个公民都行动起来，就一定能给我们的环境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和改

变，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正式秉承这种责任意识，公司努力践行环

保责任，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公司位于淮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医药产业工业园内，园内主导产业：生物制品、生化制药、化学原料药、医药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