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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环境信息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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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2月10日

披露2017年年度报告，在已披露的2017年年度报告中，对三家分、子

公司的环境信息进行了披露，相关信息不够详细和充分。现公司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

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 年修订）第四十四条要求，对年报“第五

节 重要事项 十七、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工作情况 （三）环境信息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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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有关内容进行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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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严格贯彻及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法》及《中国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秉承“建设绿色环保企

业，成就业内最优品牌”的环境管理理念，持续开展环保规范化管理

和污染防治工作，通过了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年度认证。报告期内，

公司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未受到环保行政处罚。 

在《2017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中，公司所属重点排污企业



有三家，分别是哈药集团制药总厂废水、废气；哈药集团中药二厂废

水；哈药集团世一堂制药厂废水。主要环境信息及治理情况分别如下： 

①重点排污企业主要环境信息及治理情况 

a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设有两座综合型污水处理厂，分别负责

处理两个厂区全部生产、生活废水，设计处理能力合计为2.5万吨/

日，采用“物化+生化处理”工艺。两个废水排放口分别安装了自动

在线监控设施；在锅炉烟尘治理方面，企业分别配套建有静电除尘、

布袋除尘等设施，在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治理方面，建设了锅炉烟气

脱硫系统，实施了低氮燃烧改造。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 

地址 一厂区：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109 号；二厂区：哈尔滨市香坊区军民街 1 号 

二、排污信息 

废水 

厂区 主要污染物 
许可排放限

值（mg/L） 

实际排放浓

度（mg/L） 

2017 年排

放量（t/a） 

核定排放总

量（t/a） 

一厂区 
化学需氧量 500 

190.08 
222.50 2663.92 

二厂区 193.00 

一厂区 
氨氮 45 

9.67 
13.37 239.75 

二厂区 21.32 

总量指标：依据 2017 年 12 月颁发的《排污许可证》，编号“912301008280277137001P”、

“912301008280277137006P”。 

执行标准：《发酵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3－2008)中规定的与下游

污水处理厂签定的协议标准。 

排放口数量及排放方式：2 个废水总排口，一厂区连续排放，二厂区间歇排放。 

锅炉废气 

厂区及排放口 
主要污染

物 

许可排放限

值(mg/m
3
) 

排放浓度 

(mg/m
3
) 

核定排放总

量(t/a) 

2017 年排放

总量(t/a) 

一厂区 1#排口 

烟尘 

80 15.5 

137.12 33.82 一厂区 2#排口 30 14.2 

二厂区排放口 80 63.2 

一厂区 1#排口 二氧化硫 400 192 551.02 229.26 



一厂区 2#排口 200 80 

二厂区排放口 400 236 

一厂区 1#排口 

氮氧化物 

400 263 

745.43 305.46 一厂区 2#排口 200 111 

二厂区排放口 400 392 

三、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

力 
运行情况 

污水处理系统 1 2001 年 物化+生化处理工艺 20000t/d 正常 

污水处理系统 2 2001 年 SBR 处理工艺 5000t/d 正常 

生产气味治理设施 2011 年 碱洗、水洗、冷凝 35000m3/h 正常 

污水处理气味治理设施 2009 年 碱喷淋+水喷淋 66000m3/h 正常 

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项目名称 竣工环保验收批复文号 

哈尔滨制药厂 2.5 万吨/日抗生素污水综合处理场项目 黑环监字[1996]38 号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热电厂二期工程（90 吨炉） 哈环审书[2007]19 号 

发酵菌渣综合利用项目 哈环审书[2013]32 号 

b  哈药集团中药二厂，建有一座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能力为

2,000吨/日，负责处理厂区全部生产、生活废水，采用“生化处理”

工艺，只有一个废水排放口并安装了自动在线监控设施；企业采购开

发区集中热源蒸汽用于生产生活，不涉及燃煤锅炉及污染物排放。 

一、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哈药集团中药二厂 

地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机场路 243 号 

二、排污信息 

废水 

主要污染物 
许可排放限值

（mg/L） 

实际排放浓度

（mg/L） 

核定总量指标

（t/a） 

2017 年排放量

（t/a） 

化学需氧量（COD） 100 70 待核定 11.32 

氨氮 8 0.5 待核定 0.32 

核定总量指标：环保部门尚未组织核定  

执行标准：《中药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6-2008》 

排放口数量及排放方式：1 个废水总排口，间歇排放 

三、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运行情况 



污水处理站 2001 年 生化处理 2000t/d 正常 

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项目名称 竣工环保验收批复文号 

哈药集团中药二厂年产 8000 万支中药粉针剂生

产全流程自动控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 
哈环高审验【2014】15 号 

哈药集团中药二厂 2000 吨/日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哈环高验【2012】5 号 

c  哈药集团世一堂制药厂，建有一座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能

力为1,000吨/日，负责处理厂区全部生产、生活废水，采用“生化处

理”工艺，只有一个废水排放口并安装了自动在线监控设施；企业2017

年实施了清洁能源利用项目，采用燃气锅炉替代了原有燃煤锅炉。 

一、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哈药集团世一堂制药厂 

地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达康路 18 号 

二、排污信息 

废水 

主要污染物 
许可排放限值

（mg/L） 

实际排放浓度

（mg/L） 

核定总量指标

（t/a） 

2017 年排放量

（t/a） 

化学需氧量（COD） 100 80 待核定 2.4 

氨氮 8 0.42 待核定 0.1 

核定总量指标：环保部门尚未组织核定  

执行标准：《中药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6-2008）                    

排放口数量及排放方式：1 个废水总排口，连续排放 

三、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运行情况 

污水处理站 2009 年 生化处理 1000t/d 正常 

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项目名称 竣工环保验收批复文号 

现代重要基地建设与完善项目 黑环建【2004】109 号 

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环保风险应急机制，公司和所属企业均制定了

《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根据事件分级分类标准分级启动和

实施，注重污染预防和应急处置设施的日常管理及演练工作，能够确

保事件时能够迅速、有序、高效地进行应急处置。 

③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http://www.shiyitang.com/


公司所属企业主要污染物在线监测数据实时接受环保主管部门

监督，重点排污企业均制定了自行监测方案并开展了自行监测，监测

方案已经在“黑龙江省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平台”进

行了公开。 

除上述补充外，本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中其他内容无变化。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