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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南京雪龙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评价单位：江苏国恒安全评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 建设项目概况 

1.1 项目由来 

南京雪龙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为南京云创湘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与南京南大

表面和界面化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共同在南京化学工业园投资建立，公

司注册资金 2200 万元，从事新型医药、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产品的生产和经营。

公司主营产品为培南系列医药中间体，包括比阿培南侧链、泰比培南侧链、多尼

培南侧链及阿比特龙原料药。项目投资方之一的南京云创湘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在南京化工园区内已建成一套 6t/a 的培南系列医药产品的生产装置，且运行良

好。 

培南巨大的市场和利润空间一直是各大药厂追逐的目标，培南类（碳青霉烯

类）抗生素虽然上市不到 20 年时间，但在临床上发挥了极其出色的应对耐甲氧

西林金葡菌（MRSA）的效果。根据调查，培南类药物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已超过

10 亿美元，年增长率为 5.1~7%，今后几年，培南类药物的市场发展空间十分

巨大，比阿培南的市场份额将会达到 20 亿美元左右，所以对侧链的需求十分巨

大。 

目前比阿培南国内已陆续有很多工厂获得了认证，如先生药业，鲁抗药业，

正大天晴，扬子江药业等很多国内知名药企已获得批文，有的已经在生产经营中。

随着更多的企业获得批文并新上生产线，侧链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另外国际市场

上比阿培南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也会带来侧链的需求爆炸性的增长。 

为了抓住培南系列和阿比特龙医药产品市场高速发展的机遇，扩大系列产品

的生产和销售，南京雪龙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拟在南京化工园区原南京南大表面和

界面化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所拥有的地块 2B-6-5 的南侧 24.13 亩工

业用地上新建高级抗生素培南系列医药产品及抗肿瘤产品项目，为相关制药企业

提供培南系列侧链产品和阿比特龙原料药。 

南京雪龙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抗生素培南系列医药产品及抗肿瘤产品项目

已于 2016 年 9 月 9 日取得《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备案号：2016053）。项

目建设规模年生产培南系列医药中间体 9 t（生产 6t/a 比阿培南侧链、1t/a 泰比

培南侧链、2t/a 多尼培南侧链产品），年产 1 t 阿比特龙原料药。本环评不评价

阿比特龙原料药的生产，企业后续根据市场情况，再另行报批。 



1.2 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名称：南京雪龙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抗生素培南系列医药产品及

抗肿瘤产品项目； 

项目性质：新建； 

行业类别及代码：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C2669】； 

建设地点：南京化学工业园区山许路 9 号； 

项目总投资：6000 万元，环保投资 150 万元，占比 2.5%； 

建设项目占地面积：3130m
2； 

职工人数：定员 22 人； 

工作制度：主要生产装置按三班制度，每班 8h；辅助工人及管理人员实行

白班制，每班 8h；年生产 300 天，年工作时数 7200h； 

预计投产时间：2017 年 12 月； 



2 环境现状 

2.1 环境质量 

（1）环境空气质量 

监测、评价结果表明：各测点 SO2、NO2、PM10、丙酮、HCl、乙酸乙酯、

甲醇、甲苯、乙醇、异丙醇、二甲基甲酰胺、臭气浓度、TVOC 浓度值均未出现

超标现象。项目拟建地所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良好。 

（2）地表水环境质量 

评价江段各断面每个测点总磷的标准指数 Pij 均大于 1，主要原因为上游来

水总磷超标所致；各断面 SS 均有超标现象，最大超标倍数为 1.24，主要原因为

下游码头施工所致。除此之外，pH、溶解氧、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氨

氮、石油类等标准指数 Pij 均小于 1，达到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II 类水质标准限值，能满足地表水 II 类水体功能的要求。 

（3）声环境质量 

厂界四侧厂界噪声现状监测值均满足 3 类标准要求，拟建地声环境现状质量

较好。 

（4）地下水环境质量 

对比《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监测点各监测因子均能达到标准

中的Ⅳ类及以上标准限值，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良好。 

（5）土壤环境质量 

土壤监测因子包括 pH、砷、铅、铜、汞、镉、铬、镍、锌，项目所在地土

壤环境中所有监测因子均符合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中的

表 1 中三级标准。 

2.2 评价范围 

表 2.4.1-1   评价范围表 

评价内容 评价范围 

区域污染源 评价范围内主要的污染企业 

大气 以项目所在地为中心，半径 2.5km 范围 

地表水 地面水环境影响评价为污水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的可行性分析 

声环境 厂界外 200m 范围 

地下水 约 12.38km
2
 

总量控制 区域平衡 



环境风险 以建设项目风险源为中心 3km 范围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及污染防治措施与效果 

3.1 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 

（1）废气 

本项目排放的废气主要为工艺废气和污水处理设施废气，废气中主要污染物

为甲硫醇、二氧化硫、甲苯、丙酮、二氯甲烷、DMF、HCl 等。 

（2）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工艺废水、真空泵排水、设备清洗废水、废气处理系统排

水、地面冲洗废水、实验室排水、生活污水及循环冷却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

氨氮、SS、二氯甲烷等。 

（3）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是真空泵、离心机、空压机、冷却塔等。 

（4）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工艺滤渣、溶剂蒸馏釜残等。其它固废还有废

包装材料、实验室废弃物、污水处理站污泥、废活性炭、生活垃圾等。 

3.2 环境影响预测结果 

（1）对水环境影响 

本项目产生和排放的废水主要有工艺废水、真空泵排水、设备清洗废水、废

气处理系统排水、地面冲洗废水、实验室排水、生活污水及循环冷却水等。废水

经厂区污水预处理系统处理后纳入南京化工园污水处理厂处理，最终排入长江。

建设项目废水量较小，不会对废水最终受纳水体长江造成不利影响。 

（2）对大气环境影响 

本项目产生和排放的废气有组织废气包括反应尾气、减压蒸馏不凝气和烘干

废气、污水处理站废气等。企业对厂区内产生的废气进行有组织收集，减少废气

的无组织排放。废气有组织收集后经废气处理装置处理后均能做到达标排放，对

周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3）噪声影响 

预测结果表明，项目建成后各主要噪声设备对厂界昼夜间噪声影响不大，厂

界昼夜间噪声均能达到《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3类标准。本项目噪声对敏感



点影响较小。 

（4）固废影响 

本项目固废暂存一定时间后，统一送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采取上述措施后，

固体废物对环境的污染影响很小。 

（5）地下水环境影响 

拟建项目正常工况对地下水影响较小。在非正常工况发生污染物渗漏情况

下，对地下水的影响范围集中在地下水径流的下游方向，由于项目所在区域地下

水水力梯度较小，污染物迁移速度也较慢，在预测的较长时间内，影响范围仅在

厂区范围内，不会对周围的环境保护目标和河流造成不利影响。 

3.3 污染防治措施 

（1）水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送入南京化工园污水处理厂处理。污

水处理设施采用混凝沉淀+ABR 厌氧+缺氧+二级 MBR 处理工艺预处理后能达到

南京化工园污水处理厂的接管要求。 

（2）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甲硫醇废气经二级活性炭吸附去综合废气处理系统处理；真空废气经

水环真空泵水箱水吸收后负压收集后进入综合废气处理系统处理；其他工艺废气

直接送综合废气处理系统处理；污水处理站废气经负压收集送综合废气处理系统

处理；综合废气处理系统采用“逆流式碱洗涤吸收塔+逆流式雾化水洗塔+三相多

介质催化氧化塔”工艺，废气处理达标后由 20m 排气筒排放。 

（3）声环境保护措施 

在工艺设计上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风机采取隔振或消声措施。 

（4）固体废弃物环境保护措施 

危险固废委托专业单位进行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3.4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本项目环保工程固定总投资 150 万元，约占总投资的 2.5％。根据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及污染防治措施分析，环保设施的建成与投入运行，可以满足本项目

废水、废气、噪声等达标排放、污染物总量控制及清洁生产的要求，并可以保证

企业有良好的生产环境。上述情况表明本项目环保投资可以满足环保设施要求。 



根据污染治理措施评价，项目采取的废水、废气、噪声、固废等污染治理设

施，可达到有效控制污染和保护环境的目的。本项目环境效益表现在以下方面： 

（1）废水治理的环境效益分析 

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经预处理达到接管要求后接管至园区污水处理厂进一

步处理，达到一级排放标准后排入长江，可使废水中污染物大幅度消减，降低了

对长江水环境的影响。经预测项目废水对评价段长江水环境影响较小，不会影响

长江水质。 

（2）废气治理的环境效益分析 

本项目通过适当的环保措施(废气处理系统、排气筒高空排放)，使废气污染

物排放量得到削减，大大降低对大气环境的影响，能够收到良好的环境效益。 

（3）噪声治理的环境效益分析 

本项目通过合理布局及采取针对性较强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如对噪声污染

源加隔声罩及减振装置。这些措施的落实大大减轻了噪声污染，可以确保厂界噪

声对外环境影响较小，能够收到良好的环境效益。 

(4)固废的环境效益分析 

本项目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3.5 拟采取的环境管理制度 

公司领导必须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应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以促进工厂的环境

保护工作，并通过经济杠杆来保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的认真执行。根据工作需要，

建议制定如下的环境保护工作条例及制度： 

（1）环境保护职责管理条例；（2）建设项目“三同时”管理制度；（3）污水

排放管理制度；（4）排污情况报告制度；（5）污染事故处理制度；（6）排水管网

管理制度；（7）固体废物贮存管理制度；（8）环保教育制度。 

4 公众参与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在江苏环保公众网（http://www.jshbgz.cn）进行了 10 个 

工作日的公示，公开的环评信息内容包括： 

（1）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2）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3）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4）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5）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6）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7）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 

5 环境影响评价总结论 

拟建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用地规划为工业用地，基本符合相关规划，

选址合理；项目工艺及设备属于国内先进水平，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各项污染

治理措施可行，经有效处理后可保证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不会降低区域环境功能类别，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较好；能维持当地环境质量，

符合环境功能要求；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后环境风险属于可接受水平。因此，从

环保角度看，拟建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6 联系方式 

（1）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南京雪龙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南京化学工业园区山许路 9 号 

联系人：周总             联系电话：025-57521080 

（2）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名称：江苏国恒安全评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湖西街 8-2 号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025-86558990 

传真：025-86558962         E-mail:jsghhjb@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