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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层致辞

2019 年，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环保工作持续开展，“三废”治理工作又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废水全

年达标排放，中水回用率达到 30%；污水处理好氧系统封闭工程完成，废气治理效果明显，实现了废气从

达标排放到基本无气味的目标；一般固废及危废处置合规合法，菌渣综合利用研究工作已通过专家论证，

项目正在可研、环评阶段，解决了抗生素行业菌渣资源化利用的难题。以上各项成绩是在上级领导的正确

指导和公司上下的努力取得的。我们一定毫不放松地开展环境保护工作，认真履行国家的环保法律法规和

标准，践行公司的环境方针，为社会进步、为公司的绿色发展多做贡献，争创新时代的绿色工厂。

2.企业概况及编制说明

2.1 企业概况

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以研发生产微生物药物为主的综合性制药企业，位于宿州市经济开发区金泰

五路 158 号，成立于 1988 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首批技术创新型企业、安徽省产学研示范企业。

公司占地 300 亩，总资产 10.13 亿元。公司目前拥有员工 710 人，其中中高级技术人员 189 人。公司主要

产品为盐酸林可霉素、克林霉素磷酸酯、盐酸克林霉素。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所有生产线均通过了国家 GMP 认证。公司被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设立为药品 GMP 实践培训基地。盐酸林可霉素原料生产线通过了美国 FDA 认证、德国 GMP 认证、

西班牙、加拿大、日本等国注册；克林霉素磷酸酯获得 CEP 证书。

公司以科技创新引领企业发展。设有安徽省企业技术中心，安徽省微生物药物工程研究中心和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等省级研发机构。承担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3 项，通过自主研发、合作开发等方式研究开发项目

20 项，取得 18 项科技成果并成功实施产业化。公司拥有授权专利 15 项，承担省核心专利产业化示范项目

1 项，主产品盐酸林可霉素、克林霉素磷酸酯原料药专利技术分获安徽省优秀专利奖。克林霉素磷酸酯原

料药获“安徽工业精品称号”。

公司坚持市场导向，经营为中心，严格推行标准化管理工作。产品生产水平和市场占有率位于国内前

列，拥有稳定的国内优质客户、高端的国外客户。客户遍布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2 编制说明

报告界限：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环境管理

本报告书的报告时限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报告发行日期：2020 年 2 月

承诺：本报告所列事实均为公司实际状况，数据等信息准确、可靠。

信息公开方式：公司网站，公司网址：www.xinyupharm.cn

公司地址：安徽省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泰五路 158 号 邮编：234000

联系电话：0557-3622083

编制人员：孔令乔

3.环境管理状况

3.1 环境管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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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环境管理体制和制度

目前，公司形成了完善的环境管理体制，并通过了 ISO14001 认证。在管理程序上分为

行政管理和技术管理两条路线，行政管理有检查、督查和考核，技术管理有环保技术的升级

深化研究、日常环境检测等。各级环境管理人员及监管人员，职责明确，任务清晰，保障三

废治理系统稳定有效运行。

目前公司制定了完善的环境保护制度，主要制度有《新宇药业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新

宇药业环保检查制度》、《新宇药业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新宇药业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制度》、《环保岗位职责》等，另外，在环境管理体系的程序文件中对环保管理制定了具体要

求。

3.3 清洁生产及 ISO14001 认证及情况

2017 年公司通过了宿州市生态环境局组织的清洁生产审核验收（宿环函[2018]36 号）；

2018 年取得了北京东方纵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2019 年有通过的监

督性审核。

3.4 环保相关的培训、教育、演练情况

公司在环保培训方面，具有完善的三级培训体系，所有新员工进入公司后必须进行三级

环保相关知识的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才可上岗，各生产车间每年度培训中均设置了专项的环

保知识培训，涉及危废的车间部门，每年度还接受公司级的危废专项培训；演练情况：2019

年 4 月 29 日在合成车间精粉岗位进行了公司危废（危废搬运、转移过程中事故处置）的专

项演练，2019 年 6 月 26 日开展了突发环境应急事件综合应急演练，演练预案、总结及现

场图片等相关文件均已存档。

3.5 环境信息公开情况

公司环境相关信息通过市废水、废气在线监测，生态环境保护部门网站、公司在线数据

公示大屏等方式进行公示公开，保证公众可及时获得企业环境信息，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3.6 与利益相关方环境信息交流

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方有产品的需求方及原辅材料的供应方、生态环境部门、应急管理

部门，卫健委及银行等。公司环境信息通过对外信息平台传送到各相关方，各相关方可通过

各信息公开平台查看本公司的环境信息。我公司对相关信息及时更新，保持环境信息交流的



准确性、及时性。

3.7 公众对企业的环境评价

2019 年，通过公司上下的共同的努力，各项环保指标在达标排放的基础了又有明显的

进步，实现了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目前企业的各项环保工作得到了社会公众的认可。

3.8 近三年生产经营发生重大污染事故及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情况（包括受到的环境行政处

罚或者处理情况）

无

3.9 企业应对环境信访案件的处理措施及方式

无信访案件

3.10 环境检测及评价

公司按排污许可证管理规范委托第三方环境检测机构对我公司的废水、废气、噪声、土

壤、地下水、厂界恶臭等环境状况进行检测。经监测对标，我公司各污染因子排放均达标，

没有给外界环境带来明显影响，企业周边生态环境保持良好。

3.11 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措施及应急预案

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其中明确了各风险的应急处理措施，该预案在宿州市环

境保护局进行了备案。备案编号为：341300-2019-22-M，公司设有雨水事故池一座，容积

2800m³。

3.12 企业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环评审批和“三同时”制定执行情况

本年度 4 月份开建了扩建项目：发酵、提取生产线及多功能试验车间项目建设，主体工

程与同年 10 月份完成建设。环评手续及“三同时”执行符合相关要求。

4 环保目标

4.1 上一年度各项环保目标完成情况

2019 年制定的环境目标为：废水全年达标排放，中水回用率 30%；AO、板框无组织废气

项目完成，废气明显优于国家排放标准；一般固废分类管理，合理处理，危险废物依法依规

进行处置，危废专项培训及综合应急演练按年初制定的计划进行。以上目标全部完成。

4.2 采取的主要方法和措施

废水方面：加强源头控制，过程操作推行标准化。加大车间自查及公司级检查力度，对



违规情况按照公司制度进行考核。

废气方面：2019 年 8~10 月份，公司开展了废气治理工程，项目总投资 400 万左右，建

成了 AO废气反吊膜收集治理系统、板框无组织废气收集治理系统，项目实施后，厂区内做

到了基本异味，为企业员工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工作环境，同时也减少了企业生产过程中对环

境的影响。

固废方面：一般固废及生活垃圾严格分类、合理处理，危废废物全部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相关台账及转移信息均在环保平台上进行了备案。

运行管理方面：加大各类环保设备设施运行的检查力度，强化处理效果，严格执行夜班

值班经理制度，实现了环境治理的 24 小时全天候监管，对环境治理中的违规行为严格按照

公司环保制度考核到人。

4.3 下一年度环保目标

全年无环保事故，废水达标排放，中水利用率再提升；废气进一步规范管理，强化跑冒

滴漏控制；一般固废严格分类，合规处理；危废依法依规处置，固废高效益的资源化利用（有

机肥项目）开始筹备。

4.4 环境绩效的比较

2019 年全年环境保护工作执行到位，同往年相比，周边生态持续改善，未对企业周边生

态造成明显不良影响。

4.5 生产经营过程中资源能源的消耗量

表一 2019 年原材料消耗表

原材料名称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合计

玉米淀粉（吨） 7968.16 7909.52 7424.32 7500.84 30802.84

葡萄糖（吨） 137.375 147.35 110.175 94.025 488.925

黄豆饼粉（吨） 714.42 657.9 660.88 687.12 2720.32

玉米浆（吨） 1810.42 1609.48 1569.08 1535.41 6524.39

液碱（吨） 3615.6 3489.34 3454.3 3529.54 14088.78

氯仿（吨） 28.59 16.61 64.23 52.02 161.45

4.6 产品或服务产出情况及废弃产品回收情况



表二 2019 年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合计

盐酸林可霉素原料药

（十亿）

299540.60 277132.377 273862.327 316999.566 1167534.87

盐酸克林霉素原料药

（Kg）

10525 4500 0 9545.52 24570.12

克林霉素磷酸酯原料药

（Kg）

2226.49 3220 20826 21440.04 47712.53

本年度无废弃产品

4.7 企业环保活动费用

公司环保活动费用主要有环保治理设施运行费用，环保设备设施维护费用、环保改造项

目费用、环境监测费用，环境认证费用，固废（危废）处置费用等。全年共发生环保费用约

3109 万元。

5 降低环境负荷的措施及绩效

本年度公司推进清洁生产改造，减少废弃物产生和排放，重点推行三废综合利用，实现循

环经济，如加大中水回用量（已达 30%）、开展药渣综合利用实验研究。

5.1 产品生产总量和销售总量

表三 2019 年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合计

盐酸林可霉素原料药

（十亿）
299540.60 277132.377 273862.327 316999.566 1167534.87

盐酸克林霉素原料药

（Kg）
10525 4500 0 9545.52 24570.12

克林霉素磷酸酯原料药

（Kg）
2226.49 3220 20826 21440.04 47712.53

5.2 废弃产品及包装容器的回收量



公司生产过程中无废弃产品产生，包装容器部分为原厂家中转使用，废弃的包装容器主

要有豆饼粉等原辅料的吨包袋，全年产生约 20 吨。

5.3 消耗能源的构成及来源

公司能源消耗情况为电能：为国家电网统一供电；供水：地下水和地表水，地下水占

60%；蒸汽：外购与自产搭配使用，外购约占消耗比例的 70%；中水回用约 30%。

5.4 利用效率及节能措施

利用效率：电能约 88%，蒸汽 75%

节汽措施：①强化余热余能综合利用（如消毒废热回收，蒸汽冷凝水回收再利用等）；

②加强管理，对保温系统定期巡视，破损处及时修复；③定期清理换热系统，保持良好的利

用效率；

节电措施：①淘汰技术落后的高能耗设备，推动节能技术升级改造；②运行控制中避免

设备无功运转；③日常方面：使用节能电气，照明做到人走熄灯、空调等停机。

5.5 温室气体排放种类及排放量

主要排放的温室气体为发酵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具体数量未列入检测范围。

5.6 废气排放种类及排放量

厂区内废气共分为四大类：一是发酵生产废气；二是有机溶剂废气；三是污水处理过程

中产生的恶臭气体；四是锅炉排放烟气。发酵生产废气月 20 万方/小时通过三级净化处理，

生产罐数基本在 56 与 80 台之间；有机溶剂废气，主要产生源集中在提取、精制及合成车间；

污水处理废气排放量每小时约 70000 方；锅炉烟囱废气每小时 13500 方。

5.7 废气处理工艺、达标情况

厂区内针对不同的废气性质制定了不同废气处理方案，并安装了不同的废气净化装置，

整体来说，针对溶解性较好的废气，采用冷凝+水洗的方式进行去除，溶解性相对不好的采

用冷凝+水洗+活性炭吸附的工艺进行去除，硫化氢等酸性气体采用碱洗的方式进行去除，恶

臭气体采用碱洗+焚烧等联合工艺进行去除。通过以上多手段、多措施的实施，各废气排放

口均优于国家的废气排放标准。

5.8 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及减排效果

二氧化硫主要排放口在锅炉烟尘，其来源为沼气中的硫化氢及菌渣中的含硫物质，在生

产中，2017 年增加了一套沼气脱硫塔，运行后，沼气中的硫化氢可降低到 100ppm 以下，

同时在锅炉烟气排口增加了碱性洗涤装置，进一步提高二氧化硫的去除率，减少二氧化硫的

排放。2019 年锅炉 SO2 均值低于 50mg/m3



5.9 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及减排效果

氮氧化物的产生源主要是菌渣中的蛋白质，生产中主要通过末端的碱洗，对焚烧中产生

的氮氧化物进行去除，其综合去除效率约 50%。2019 年制定了锅炉超低排放的技术方案。

5.10 烟尘等污染物的排放量及削减措施

烟尘的主要产生源为生产过程中的生物质烘干及锅炉燃烧的废气，其中生物质烘干工段

采用了布袋除尘，能有效的拦截废气中的粉尘，锅炉粉尘原通过多管旋风除尘和水膜除尘联

合工艺，为更深度的去除烟气中的粉尘，2017 年通过立项，增设了一套布袋除尘系统，烟

尘的总去除率达到 99.5%以上，废气中的烟尘含量低于 40mg/m3。2019 年度该系统运行良

好，排放均值低于 30mg/m3。

5.11 废气特征污染物的排放量及削减措施

发酵生产废气及有机溶剂废气的特征污染物为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水处理特征污

染物为恶臭、硫化氢和二氧化硫，锅炉烟气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减排措施：一是

加强现有处理设备设施运行管理，保证处理效果；二是，保证生产设备、设施的完好性，减

少跑冒滴漏产生的废气源；三是，寻找新工艺、新技术，提高废气处理自身的标准，提升去

除效果；四是，完善细节，将较小的废气产生源也纳入集中管理，做到不疏忽、不遗漏，全

面综合管理。

5.12 主要原材料消耗量及削减措施

发酵生产的主要原材料使用集中在发酵车间，其中玉米淀粉是消耗量最大的原材料，其

他原料玉米浆、豆饼粉、葡萄糖等使用时按工艺配方进行执行，有机溶剂类辅料主要在提取、

精制及合成生产线，2019 年具体使用情况见表一。淀粉等农产品类原材料主要消减措施：1，

严把原料质量关，避免不合格原料成为废料；2、生产工艺过程控制严格执行相关规程，不

浪费；3、大力推行资源综合利用。

5.13 水资源来源、构成比及消耗量

本公司水资源主要来自地下和地表，地下水使用占比略大，全年消耗量 164 万吨左右。

5.14 水资源重复利用率及提高措施

目前，公司建设了完善的循环水系统，中水回用系统，循环系统为封闭系统，损失相对

较少。中水回用于循环水、卫生用水、绿化用水等方面，当前中水的回用比例为 30%。

5.15 废水产生总量及排水所占比例



2019 年污水产生总量约 156 万吨，其中中水回用占 30%。排水占总废水量的 70%。

5.16 废水处理工艺、水质达标情况及排放去向

废水经厌氧、好氧、絮凝、芬顿等多级工艺进行综合处理，处理后的废水水质优于行业

排放标准。公司预处理后的废水排入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园区污水处理厂再处理后进行最终

排放。

5.17 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及削减措施

2019 年全年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如下表：

表四 2019 年废水主要污染物排量

排放量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合计

COD排放量（吨） 28.8 28.5 36.5 17.6 111.4

氨氮排放量（吨） 2.5 1.4 3.7 1.3 8.9

主要消减措施：①综合利用（如刷罐水回用），源头消减，减少废水产生；②中水回用，

直接减少排放量；③加强污水治理工艺过程控制，强化去除效率。

5.18 废水特征污染物排放量及削减措施

我公司所排放的废水主要污染物是化学需氧量和氨氮，2017 年起，我公司就制定了一系

列的中水回用计划、污水深度处理技术研究等，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污染物的产生

和排放。2019 年该措施仍继续并加强落实。

5.19 固体废物产生总量及减量化措施

表五 2019 年主要固废产生情况

序号 种类 数量（吨）

1 污水处理污泥 20335

2 锅炉灰渣 981

3 菌渣 5623.5

4 生活垃圾 42

公司的固体废物产生源主要有：生活垃圾、污水处理污泥、锅炉焚烧灰渣，减量化措施：

生活垃圾主要通过管理来实现，首先实现垃圾分类制度，将能回收作为资源的全部进行回收

（纸板、木块等），其次，实行依旧换新，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如拖把等卫生工具。污水处

理污泥减量措施：①提升污水生化处理效果，将废物直接代谢；②保证污泥处理设备良好运



行，减少污泥含水率。锅炉灰渣主要通过焚烧过程控制，使其充分燃烧。

5.20 固体废物相关管理制度情况

公司的主要固废有生活垃圾、锅炉灰渣，均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制度和要求，同时在 2017

年重点推进了公司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以 103、104 车间为试点车间，2018 年制定了

公司的垃圾分类管理制度，各车间部门全面推广垃圾分类管理办法,2019 年该制度全面推行，

一般固废产生量较管控前减少了 80%。

5.21 危险废物管理情况

公司的危废废物有：精馏及蒸发残渣、废活性炭、毒性沾染物、废矿物油、菌渣，菌渣

目前通过公司自建焚烧炉进行焚烧处置，排放的废气经检测合格，其他危险废物均由在安徽

省生态环境厅备案的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处置，危废管理平台的相关台账及时、准确，

转移联单等手续均符合要求。

5.22 危险化学品产生、使用和储存情况

公司非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生产过程中仅涉及危化品使用及储存，危险化学品主要集

中在液体仓库及危化品仓库，该仓库各项安全、环保管理措施、制度健全，应急措施系统完

备，使用及储存情况见下表：



表六 危险化学品使用及储存情况

序号 化学品名称 危化品类别 使用部门 储存地点 储存量 储存方式 安全措施 备注

1 丙酮 易燃、易爆 104#、105#、合成 5号库 30 吨 罐装 设置围堰，密封操作，全面通风

输送控制流速，防止静电积累

卸货配备相应品种消防器材和静电接

地报警器。

卸货和输送杜绝跑冒滴漏。

2 丁醇 易燃、易爆 104#、105# 5 号库 25 吨 罐装

3 甲醇 易燃、易爆 合成 5号库 20 吨 罐装

4 乙醇 易燃、易爆 合成 5号库 25 吨 罐装

5 DMF 易燃、易爆 合成 5号库 25 吨 罐装

6

7 三氯甲烷 易燃、易爆 合成 2号库 20 吨 桶装 桶盖密封严密，无渗漏。

排风设施按规定开启。

运输轻装轻卸，严禁倾斜和撞击。

设置集液池。

8 吡啶 易燃、易爆 合成 2号库 10 吨 桶装

9 氯化氢乙醇 易燃、易爆 合成 4号库 10 吨 桶装

10 盐酸 腐蚀品 104#、105#、合成 4号库 10 吨 桶装 1.设置围堰，密封操作，全面通风

2. 卸货和输送杜绝跑冒滴漏。11 液碱 腐蚀品 104#、发酵、合成 5号库 80 吨 罐装

12 硝酸钠 强氧化剂 发酵 3号库 40 吨 袋装 堆放高度符合要求，无倾斜。

外包装完好，无破损，无散落固体物。

运输轻装轻放，防止外包装损坏。

13 硝酸铵 易爆 发酵 3号库 20 吨 袋装

14 片碱 腐蚀品 104#、105#、合成 3号库 20 吨 袋装



5.23 危险化学品排放和暴露情况

公司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危化品种类及数量较多，主要的危化品均储存在液体罐区及危化

品仓库，液体罐区设计了安全围堰，各储罐配有氮气保护及呼吸阀排放废气的收集治理系统，

固体危化品全部储存在危化品专用仓库内，无暴露与直接排放。

5.24 危险化学品运输、储存、使用及废弃各阶段的环境管理措施

公司针对危化品的运输、储存、使用及废弃各阶段制定了相关的环保管理制度，对送货

单位、运输司机、仓库保管人员等均有明确的要求，总体的原则就是不管在危化品的哪个环

节都不能产生对环境造成影响的事故，针对意外情况，公司相关部门也制定的相应的管理预

案。

5.25 厂界噪声污染状况

厂界噪声按照自行检测要求，每季度均进行一次检测，从检测结果看，噪声无超标点，

但东厂界噪音值偏高，需加强噪音防护。

5.26 噪声污染采取的主要控制措施

降噪的主要是，一是在设计上，选择较为先进的设备，并安装配套的减震垫（器），从

源头上减少噪音的产生；不可避免的噪声采用隔声措施进行防护，如，控制室采用双层门窗；

二是，加大培训教育，是员工清楚如何进行噪声的有效防护，如门窗及时关闭等；三是加强

监督考核力度，对生产过程中的违规操作进行相应从处罚。

6 与社会及利益相关者关系

6.1 与地区、社团、周边居民共同开展环保活动情况

目前，公司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周边没有一般居民居住区，公司的生产与周边的企

业保持良好合作关系，针对环保违规，各单位间也形成了相互监督的监管模式。让园区内的

企业在大家的共同监督下，整体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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