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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13           证券简称：联环药业            编号：2018-012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4月13日在《上

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公司2017年年

度报告》，经核查，对《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进行了修订，现将有关更正事项

公告如下： 

一、第五节 十七、（三）环境信息情况 

更正前： 

1、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的公司及其重要子公司的环保情况

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现更正为： 

1、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的公司及其重要子公司的环保情况

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长期以来一直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始终按照相关监管要求严格环境管理，

制定了《EHS部工作职责》、《环保管理工作条例》等制度，并严格按照制度实

施，在生产经营中不存在对人身、财产和环境造成高危险、重污染的情况。 

公司历年来积极推行环境管理认证工作，截止2017年底，公司通过了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通过了清洁生产审核。通过引入第三方认证审核监督管理机制，实

现了公司整体环境绩效的持续改进。公司属废水国家重点排污单位，已建立了完

善的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备案工作正在进行中。 

公司自建有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粉尘等污染物治理设施，且全部稳定

运行并达标排放。其中水污染物达标排放实现了在线监测，数据实时传入当地环

境主管部门。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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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污信息 

大气污染物 

有组织排放 排放口数量 6 

排放口 

编号 

排放口 

位置 

排放 

方式 

主要/特征污

染物名称  

排放浓度

（mg/Nm3） 

排放

总量

（t） 

监测 

时间 

执行的污染物排

放标准及浓度限

值（mg/L） 

核定的排放总

量（t） 
是否超标 

DA001 
119° 26′ 3.30” 

32° 22′ 21.47” 
排气筒 

甲醇 ND / 2017.11 60 / 否 

非甲烷总烃 ND / 2017.11 80 / 否 

DA002 
119° 26′ 3.30” 

32°  22′ 20.75” 
排气筒 

甲醇  /  60 / / 

非甲烷总烃  /  80 / / 

DA003 
119° 25′ 58.66” 

32° 22′ 20.39” 
排气筒 

甲醇  /  190 / / 

非甲烷总烃  /  80 / / 

DA004 
119° 26′ 1.90” 

32° 22′ 19.49” 
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  80 / / 

DA005 
119° 26′ 0.74” 

32° 22′ 22.69” 
排气筒 

氯化氢  /  100 / / 

非甲烷总烃  /  80 / / 

DA006 
119° 26′ 1.82” 

32° 22′ 22.84” 
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  80 / / 

氨（氨气） 7.42 / 2017.11 /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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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组织排放  

无组织排放编号 主要/特征污染物名称 产污环节 排放标准名称 排放浓度限值（mg/Nm3） 

MF0184 
甲醇 

爱普列特粗品制备及精制 
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 DB 32/3151-2016 

1.0 

非甲烷总烃 4.0 

MF0188 
甲醇 

爱普列特晶体固液分离 
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 DB 32/3151-2016 

1.0 

非甲烷总烃 4.0 

MF0014 
甲醇 

达那唑粗品制备及精制 
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 DB 32/3151-2016 

1.0 

非甲烷总烃 4.0 

MF0017 
甲醇 

达那唑晶体固液分离 
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 DB 32/3151-2016 

1.0 

非甲烷总烃 4.0 

MF0375 

氨（氨气） 

废水处理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93 

1.5 

臭气浓度 20 

硫化氢 0.06 

MF0369 非甲烷总烃 化学品储存 
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 DB 32/3151-2016 
1.0 

MF0298 

氨（氨气） 

锂氨反应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93 
1.5 

非甲烷总烃 
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 DB 32/3151-2016 
1.0 

MF0415 
甲醇 氢化可的松粗品 

制备及精制 

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 DB 32/3151-2016 

1.0 

非甲烷总烃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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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0382 
甲醇 氢化可的松结晶 

体固液分离 

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 DB 32/3151-2016 

1.0 

非甲烷总烃 4.0 

MF0100 非甲烷总烃 
特非那定粗品 

制备及精制 

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 DB 32/3151-2016 
4.0 

MF0097 非甲烷总烃 
特非那定结晶 

体固液分离 

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 DB 32/3151-2016 
4.0 

MF0368 

氨（氨气） 

危库暂存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93 

1.5 

臭气浓度 20 

硫化氢 0.06 

MF0308 

氯化氢 
左炔诺孕酮结晶 

体固液分离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0.2 

非甲烷总烃 
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 DB 32/3151-2016 
4.0 

大气污染物排放 主要/特征污染物名称  排放总量（t） 
核定的排放总

量（t） 
是否超标 

合计 VOCs 1.8 5.0264 否 

 

水污染物 

排放口数量 1 

排放口 

编号 

排放口 

位置 

排放 

方式 

主要/特征

污染物名称  

排放浓度

（mg/L） 

排放总量

（t） 

执行的污染物

排放标准及浓

度限值（mg/L） 

核定的排放

总量（t） 

是否 

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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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001 
119° 26′ 2.58” 

32° 22′ 12.65” 
接管 

化学需氧量 177.05 14.921 500 21.366 否 

氨氮 8.249 0.692 70 1.923 否 

总磷（以 P

计） 
0.0036 0.110 8 0.165 否 

 

危险废物 

废物名称 
是否危险

废物 
危废代码 处理处置方式 年产生量（吨） 

年底库存量

（吨） 
处置数量（吨） 处置去向 备注 

废甲醇 是 900-404-06 
委托有处置资质单

位处置 
155.228 44.559 226.232 宜兴迈克  

废乙醇 是 900-403-06 
委托有处置资质单

位处置 
69.472 15.671 73.204 洪泽恒泰  

废四氢呋喃 是 900-404-06 
委托有处置资质单

位处置 
88.391 19.800 84.797 金坛荣盛  

废丙酮 是 900-402-06 
委托有处置资质单

位处置 
269.405 7.897 270.74 扬州富齐  

废醋酸乙酯 是 900-403-06 
委托有处置资质单

位处置 
16.08 2.160 35.65 宜兴迈克  

废吡啶 是 900-404-06 
委托有处置资质单

位处置 
3.488 38.403 /   

废活性炭 是 900-039-49 
委托有处置资质单

位处置 
2.614 0 16.2 阜宁亚旗  

蒸馏残渣 是 271-001-02 
委托有处置资质单

位处置 
3.778 9.7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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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污泥 是 263-011-04 
委托有处置资质单

位处置 
2.8 7.700 12.9 扬州杰嘉  

二、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 

设施类别 防治污染设施名称 
防治污染 

设施编号 

污染治理 

设施工艺 
投运时间 处理能力 运行情况  

大气污染物 

工艺有机废气治理设施 TA001 二级活性炭吸附 2012 / 正常  

工艺有机废气治理设施 TA002 二级活性炭吸附 2012 / 正常  

工艺有机废气治理设施 TA003 二级活性炭吸附 2013 / 正常  

工艺有机废气治理设施 TA004 二级活性炭吸附 2013 / 正常  

工艺有机废气治理设施 TA005 二级活性炭吸附 2013 / 正常  

工艺有机废气治理设施 TA006 二级活性炭吸附 2013 / 正常  

水污染物 综合废水处理设施 DW001 

隔油，中和，水

解酸化，A2/0,调

节 

2007 1500m³/d 正常  

危险废物 危废仓库 / /  / 正常  

噪声 隔音、采用底噪设备 / / / / 正常  

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行政许可名称 项目文件名称 制作或审批单位 批复文号（备案编号） 

项目环评报告 
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文峰路厂区）

环境现状评价 

扬州美境环保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编写日期： 

2014 年 6 月 

环评报告 

批复文件 

关于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文峰路厂

区）环境现状评价的审核意见 
扬州市环境保护局 扬环函【2014】7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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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我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扬州制药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均在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路 21号厂址内组织生产，共用一套污水处

理设施。《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文峰路厂区）环境现状评价》及《关于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文峰路厂区）环境现状评价的审核意见》，

实质是对我公司及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州制药有限公司的评价及审核意见。 

2012年 12月，本公司与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综合服务协议》，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公平合理的市场价或内部核定价向本公

司提供有偿的综合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向本公司提供安保、环保、生活后勤等，除上述收费外，考虑到服务成本和其他不可预测因素，就所提供的综合

服务收取综合服务费，收费标准暂定为每月 4万元。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自 2013年 1月 1日起计算。协议有效期满，如双方未终止本协议或者未重新签

订新的协议，本协议有效期自动顺延三年。（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 2013年 1 月 5日、2016年 4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联

环药业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联环药业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关于重新审议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2年 11月，本公司的子公司扬州制药有限公司与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综合服务协议》，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公平合理的

市场价或内部核定价向本公司提供有偿的综合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向本公司提供安保、环保、生活后勤等，除上述收费外，考虑到服务成本和其他不可

预测因素，就所提供的综合服务收取综合服务费，收费标准暂定为每月 4万元。协议有效期为五年，自 2012年 8月 1日起计算。协议有效期满，如双方

未终止本协议或者未重新签订新的协议，本协议有效期自动顺延五年。（详情请见我公司分别于 2013年 8月 23日、2016年 8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联环药业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联环药业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关于重新审议关联交

易的公告》））。 

四、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主要编号 

由于 1.0 版“应急预案”到期，2017 年 10 月起，公司委托“江苏智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应急

预案”和“环境风险等级评估报告”的编制，以上文件已通过了专家评审后进行了修改，现已报扬州市

环境保护局，备案工作正在进行中。 

环境风险防范工作

开展情况 

为全面贯彻“防御为主，合理处置”的环境应急方针，预防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积极、有序地应

对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故，防止因组织不力或现场救护工作混乱延误事故应急，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防

止事故发生对环境的污染 

突发环境事故发生

及处置情况 
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落实整改要求情况 无环境整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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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自行监测概况 

类型 排放源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排放途径和去向 

废水集中排放 排口 1 COD 连续监测 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或工业废水集中处理厂 

废水集中排放 排口 1 氨氮 连续监测 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或工业废水集中处理厂 

自行监测方式 自动监测、第三方运维 

委托监测情况 

（含第三方运维） 

1、COD 自动监测仪：  

   运维单位：无锡大宇科技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CCAEPI-ES-2016-023 号 

   运营等级：自动连续监测（水、气）正式 

   有效期：  至 2018 年 8 月 6 日 

   运维人员：丁逸、沈成毅 

   证书编号：ZDJC（S）-13100110             ZDJK（S）201600957    

2、氨氮自动监测仪：  

   运维单位：无锡大宇科技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CCAEPI-ES-2016-023 号 

   运营等级：自动连续监测（水、气）正式 

   有效期：  至 2018 年 8 月 6 日 

   运维人员：丁逸、沈成毅 

   证书编号：ZDJC（S）-13100110             ZDJK（S）20160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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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五节 十七、（三）环境信息情况 

更正前： 

2、重点排污单位之外的公司 

□适用  √不适用  

现更正为 

2、重点排污单位之外的公司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帝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从事医药化工产品、医疗器械的

研发及技术成果转让，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执行环境保护工作，始终坚持开展

环境影响专项分析（污染防治措施分析）工作，2016 年 8 月顺利通过环保局对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验收编号：宁栖环验 2016-20。2016 年

11月 10日取得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320113-2016-000022-B。 

南京帝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投资近 60 万元建立污水处理站，与建设单位南

京中意昂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五年废水处理设施委托运营合同。污水经过

处理达标后排到江苏省生命科技创新园园区污水管网。实验室废液和固废存放在

符合环保局规定的危废存放间，并与南京化学工业园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和江

苏省生命科技创新园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危险废物处置三方合同。实验室废气经过

活性炭吸附处理装置后排入大气中。委托江苏国恒检测有限公司对研发中心废气、

废水、噪音等进行检测。 

南京帝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严格按照环保要求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已经在江苏省生命科技创新园备案），制定环保规章管理制度，做好环保逐日

自查记录。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的其他内容无变更，《公司2017

年年度报告（更正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查

阅，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