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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环境信息报告  

 

一、公司基本信息 

本公司系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发[1999]96 号文批准，由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源裕投资有限公司(香港)、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公司、浙江泛美发展有限公司和

浙江名策投资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9 年 5 月 11 日在浙江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取得注册号为 330000400001808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现有注册资本 405,549,248 元，折 405,549,248 股(每股面值 1 元)，均系无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公司股票已于 1999 年 11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公司位于浙江省德清县钟管镇工业区，以生产

生物农兽药的原药及其制剂系列产品为主，是国内

规模最大的新型农药、兽药生产企业之一，国家重

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工业行业龙头骨干

企业。公司名列全国动物保健品行业 10 强。201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44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0.83 亿元；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23.34 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4.26 亿元。 

二、技术创新成果 

公司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和院士专家工作站，生物农兽药创新团队被省委、省

政府批准为省首批重点企业创新团队。2014年，公司充

分利用研发平台，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强化技术创新，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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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转型升级战略目标，实施重点优势产品技术攻关并开发储备适量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的新产品项目。2014年，公司研发投入3557.61万元，申报项目7项，其中国家级项

目2项、市县级项目5 项。截止2014年底，公司已累计申报专利66项，其中已授权45

项。 

三、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 

创新生物科技，关爱人类健康，打造绿色生态是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公

司始终坚持“清洁生产、预防污染、节约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针，积极推进清

洁生产。通过转型升级，加强源头管理、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减少污染排放，节约

能源资源，努力减轻和消除生产活动中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实现生产经营与环境保护

的协调发展。 

四、环境管理建设及清洁生产运营情况 

（一）完善环境管理体系  持续开展清洁生产 

公司重视环境、职业安全管理工作，不断完善 IS014001 环境管理体系、

OHSAS18001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和安全管理标准化管理体系，并专门建立了企

业环境监督员制度。公司设立了从公司到各分厂的全面监管网络体系，由公司分管领

导担任环境管理总监，下设企业管理监察部并配备安全环境监督员，要求按规定组织

实施并进行监督检查。 

1．按规范编制年度工作计划。根据 IS014001 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标准的要求，结合公司管理手册、程序

文件、作业指导书等内容，公司将相关体系培训、内外审核、管理评审等列入年度工

作计划，由公司质管部按计划组织实施，企业管理监察部每月对各分厂进行监督检查

和百分考核。2014 年，公司通过了清洁生产体系的复评及管理体系的第三方评审。 

2．强化体系建设宣传和培训。2014 年，公司相关责任部门按年初工作计划组织

开展各项培训。企管监察部定期对各单位各级管理人员进行环保、安全、职业卫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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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标准、事故案例分析等知识的培训，再由各级管理人员逐级对分厂员工进

行培训，切实加强体系建设的广泛宣传，增强员工的环保安全意识和规范操作技能。

对新入岗的从业人员进行“三级”教育并考试，确保员工合格上岗、规范操作，从生产

环节提高安全、环保、节能减排节约能资源，提高生产效率。 

3．细化目标考核、明确各级人员工作职责。按国家新的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

不断完善安全、环保、综合管理目标责任制，明确责任、工作目标指标。通过逐级落

实签订责任书，把责任落到实处，每月绩效考核，确保目标指标的完成。 

4．完善体系的有效管理。公司定期开展管理体系评审，持续完善公司各项制度。

将管理体系纳入公司综合管理百分考核，加强隐患排查和现场管理，确保体系正常运

行。 

5．加强事故预防和应急管理。2014 年公司与镇政府联合成立《浙江升华拜克镇

企应急救援中心》实训基地，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事故应急救援培训和演

练。公司参加德清县消防大队组织的应急救援技能比武活动，荣获团体第二名、单位

二项第一名等荣誉。2014 年，公司继续完善环保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案、专项预案

和车间重点岗位应急方案，并通过县环保局评审。公司建立了应急响应计划，各分厂

成立应急救援小组，切实加强事故预防和应急管理。 

（二）持续推进化工行业专项整治，提升生产装备 

  1．建立专项整治长效机制，持续开展整治提升。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十二五”时期重污染高耗能行业深化整治促进提升的

指导意见》（浙政发【2011】107号），省、市、县《 化工等行业整治提升方案的

通知》和长效管理机制办法等文件精神，公司在2013年专项整治的基础上持续推进，

经公司化工行业整治提升验收和长效管理机制领导小组办公会议讨论，公司编制了

《2014年整治提升方案和实施计划》。2014年公司继续加大环保投入，其中，持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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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化工行业整治提升投入约2200万元，热电分厂脱硫、除尘提标项目投入约2100多

万元。 

在整治过程中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

总经理为组长，分管副总经理为副组长，

公司企业管理部为环境监督员、各分厂负

责人为组员。各分厂也相应成立领导小

组，设立环境管理机构，形成了以分厂负

责人为组长、综合科、各车间主任为组员

的环境整治管理网络。通过专项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了总体整治方案，明确各分厂为

单位的整治内容、时限要求和责任人，并将环境整治管理责任列入到各级管理人员的

工作责任制和绩效考核体系，形成了一个全覆盖的长效管理机制。 

2．提升三废治理，提高处理效率。 

（1）废水治理提升改造。公司现建有

日处理量 8000 吨/天的集中污水处理中

心、日处理量 4000 吨/天的高浓度污水预

处理和 3000 吨/天厌氧处理设施系统，为

企业发展夯实了基础。为提升废水治理效

率，2014 年公司针对 8000 吨/天的集中污水处理中心实施废水深度处理工艺和设备

设施改造，进一步提高处理效率，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2）废气治理设施改造。公司废气主要在

生产中产生，有酸性气体和有机废气，对于酸

性废气采用多级碱液喷淋加活性炭吸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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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有效的吸附处理；有机废气采用多级冷凝、吸附的工艺减少气体的挥发，使挥发

的气体进一步回收利用。污水处理产生的硫化氢气体和迈威分厂含有机挥发性气体实

现了有组织吸收预处理和集中处理；粉碎、过筛、预混、干燥气体采用布袋除尘和滤

筒除尘的方式进行有效的收集处理，减少了无组织排放。 

2014 年公司根据整治方案，在原有废气

集中焚烧处理的基础上加大投入：一、迈威分

厂将原一车间酸性废气经预处理后的废气再接

入热电焚烧处理系统。二、莱福分厂二部提取

三车间压力机增设 11 台不锈钢尾气吸风罩，收

集生产过

程的产生

的尾气并接入废气焚烧处理系统，减少废气的产

生，改善周边环境。三、改造莱福分厂发酵车间

尾气装置，将原一级处理增设为二级尾气喷淋处

理塔（七组），提高尾气处理效率，减少尾气的

排放。废气排放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1996）中的二级标准。 

热电分厂根据环保部公告（2013 第 14 号）

《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

开展实施热电脱硫、除尘项目，对 2 台 75 吨/h

循环流化床燃煤锅炉进行脱硫、除尘改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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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对除尘系统进行改造升级，将静电除尘器改造为静电-布袋结合除尘器，原布袋更

换为超细纤维滤袋，项目实施后有利于进一步改善周边环境。                                   

（3）固废治理实施分类处置。公司的一般固废委托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部分

综合利用；危险固废委托有资质的处置单位进行焚烧处理。2014 年，生活垃圾由镇

环卫所统一转运焚烧发电；煤渣由水泥厂回收利用；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及农药残渣

委托湖州工业和医疗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衢州清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处理。 

公司建成了规范的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在原

有的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迈威分厂重建固废处

理及存储场所、污水处理中心增设污泥干化设备

并建设规范污泥处置场所，确保危险固废储存符

合规范和要求，并按规范建立健全了“三废”台账，

按规定填报处置计划。 

3、有效实现管理目标，符合“三废”治理要求 

2014年实现了环境事故为零的目标。全年未发生环境纠纷，未受到任何形式的环

境保护行政处罚。 

（三）淘汰落后设备，提升现场管理，减少跑冒滴漏，全面推进节能降耗、减排

工作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十二五”时期重污染高耗能行业深化整治促进提升的

指导意见》-浙政发【2011】107 号、《浙江省印染造纸制革化工等行业整治提升方

案的通知》-浙江环保厅、浙江经信委，浙环发【2012】60 号、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湖州市印染造纸制革化工四大重污染高耗能行业整治提升实施方案的通

知》-湖政办发【2013】5 号和《湖州市印染造纸制革化工行业整治提升验收规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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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管理办法的通知》等文件精神，通过提升设备，不断创新工艺，实现节能减排，

提高效益。 

1、引进先进设备，淘汰落后。公司淘汰了落后装备，提高装备水平。一、莱福

分厂淘汰明流式压滤机，增设 2 台暗流式压滤机，并采用尾气收集、集中焚烧处理；

二、迈威分厂淘汰非密闭抽滤设备，优化醚化粗品出料工艺，减轻劳动强度、改善操

作环境，从源头减少污染物的产生。 

2．持续开展节能降耗，提高效益。一、莱福分厂空压车间采用 1 台 380 立方无

油离心式 TRXM2 空压机替换 8 台 40 立方 L 型水冷活塞式空压机提升空压机装备，

年可节电 106.8 万度，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减少了环境噪音；二、莱福分厂浓缩车间采

法拉伐换热浓缩替换传统的夹套换热浓缩，项目实施后每蒸发 1 吨水可节约蒸汽 0.7

吨，年可节汽 17050 吨。上述两项目实施后年节约标煤量 2078 吨，其中节电量 106.8

万度，节蒸汽量 17050 吨。 

（四）项目建设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 

公司在新建、扩建、改建项目建设中，按国家环保法律法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和验收制度实施，严格执行项目“三同时”制度，确保建设项目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试生产后验收。2014 年完成对年产 10000 吨硫酸粘杆菌素预混剂项目建设

并投入试运行；年产 20000 吨 10%L-色氨酸预混剂及 500 吨 L-色氨酸精品项目通过

相关部门验收。 

（五）确保环保设备设施的有效运行 

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管理，确保处理设施的运行正常，按环保部门要求委托专业

机构对环保在线监测设备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委托第三方定期进行监测，确保自动

监测数据的有效性。2014 年，公司根据环保部门监督性监测及排污收费等相关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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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做到总量控制在许可证范围内并按期缴纳排污费。 

（六）建立健全环境风险管理体系 

公司建立健全环保风险管理机制，

根据环境法律法规和环保部门的要求，

进一步完善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危险化学品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和《车间危险化学品泄漏处理方案》，

委托浙江省湖州环盛环境保护科学设计

有限公司编制，并通过县环保局组织专家评审，建立了从公司到各分厂的应急组织，

强化了各分厂、各部门的工作职责，按化工行业专项整治要求配备了事故应急池和相

应的应急设施，并定期检查维护设施、组织应急演练。2014 年，公司分别组织开展

危化品泄漏和火灾事故应急综合演练和专项处理演练8次。提高了企业自防自救能力。  

五、公司 2015 年的环境行为计划 

认真落实国家新的环保法律法规和有关部门的规定和标准要求，加快产品结构调

整，进一步完善环保设施及装备的进一步提升，促进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2015 年年初，公司已明确环保安全工作思路、计划目标，并制定了目标实施方

案，组织实施整治提升工作： 

（一）按国家环保部对《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提标升级和县环保局要求，

在原由的基础上按时完成对热电分厂两台 75 吨循环流化床锅炉脱硝工艺处理锅炉烟

气，达到环保排放标准。 

（二）加强科研研发力度，改进工艺，减少污染物的产生，节能降耗，提高经济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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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续开展清洁生产，通过工艺改进、引进先进的设备设施，提升自动化控

制水平，实施清洁生产持续改进。 

（四）按国家新的环保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制度，定期组织对员工进行学习培

训，提高全员的环保安全意识和操作应急技能。 

（五）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加强对生产环节三废处理装置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

每月组织对各分厂的环保设施运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百分考核，发现问题及时整

改，做好日常的维护保养，确保设备设施正常运行，“三废”处理稳定，达标排放。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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