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页 / 共 7页

2018 培字第 061 号

关于举办“绿色制药环保技术及应用”研讨会

近 10年来，我国制药工业发展迅猛，行业生产总值以年均超过 20%增

幅飙升。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显示，2011 年我国制药行业实现产值 1.5 万亿

元，其中化学药品原药 3082 亿元，同比增长 25.0%；化学药品制剂 4231 亿

元，同比增长 24.1%；中药饮片 881 亿元，同比增长 51.2%；中成药 3500

亿元，同比增长 33.7%。然而在光鲜炫目的数字背后，是制药业承受的巨大

环保压力。

环保部相关人士指出，制药工业污染治理难度较大。其主要原因在于

产品种类多、更新速度快、涉及的生产工序复杂；所用原材料繁杂，而且

有相当一部分原材料为有毒有害物质；工艺环节收率不高，一般只有 30％

左右，有时甚至更低，往往是几吨、几十吨甚至是上百吨的原材料才制造

出一吨成品，从而产生大量废弃物，并且废物成分复杂，涉及的危险废物

种类多。

以中成药为例，一家大型中药企业高管告诉记者，大型中药企业每年

都要使用上万吨药材。数量庞大的中药废渣，除了被农民拉走作为肥料外，

绝大部分是直接露天堆放，还有的被不法商贩购买用以制作假药。“直接

堆放不仅占用土地，且一些残留物质会随着雨水向下渗透，有可能对地下

水造成污染。”

在药物废渣中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化学药品废渣处理。上述环保部人

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化学燃料药是制药工业污染最重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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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料药生产国和出口国，原料药产量

已占全球总产量的 80%，其中出口占到全世界原料药市场的 70%以上。以青

霉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为代表的 20余种化学原料药产量和出口量均居

世界第一。但是，我国原料药多为初级产品，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

环保部公布了《制药工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以下简称《技术政策》），

对制药工业废气、废水、废渣处理均提出要求。根据《技术政策》，“生

产抗生素类药物和生物工程类药物产生的菌丝废渣”列入《国家危险废物

名录》，应按危险废物处置；生产维生素、氨基酸及其他发酵类药物产生

的菌丝废渣经鉴别为危险废物的，按照危险废物处置。中药、提取类药物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药渣则鼓励用作有机肥料或燃料。

国家不断加大各行业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和环境整治问题，将环保和绿

色作为现代制造型企业首要指标。对于制药行业来说，制药企业的环境管

理体系建设和危废管理实践、处理制药企业有机溶剂、废水和 VOCs 及制药

中产生的三废如何有效处理利用等问题，我们需要我们诚邀制药、环保行

业内的专家、企业、学者共同来参加此次绿色制药技术及应用研讨会，会

议拟定：2018 年 10 月 27-28 日在天津召开。

一、时间地点

时间：2018 年 10 月 27-28 日

地点：天津市（具体地址报名后定向通知）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国际项目制药管理协会（IPPM）

化工 707

承办单位：天津中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凯博思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媒体：蒲公英、化工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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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题内容

课题一、制药企业的环境管理体系建设及危废管理实践应用

课题二、新型技术在处理制药企业有机溶剂、废水和 VOCs 中 的应用

（1）液膜分离技术在化工废水处理及资源化中的应用

（2）吸附技术在处理制药中 VOCs 的应用

（3）过程集成及节能优化新工艺在制药中的应用

（4）膜分离技术在处理化工废水的应用

（5）分离技术制药行业溶剂资源化技术探讨

（6）高级氧化技术在处理废水的应用

（7）EMO 微生物技术在医药行业的应用及案例分享

课题三、制药企业废水、废气和废液的资源化和处理技术专题研讨

（1）含盐废水资源化关键技术分析

（2）制药行业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技术研讨

（3）制药母液及有机溶剂资源化技术探讨及案例分析

（4）制药企业废渣、中药渣等的处置及利用

四、讲师介绍

张东辉：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研究所 副研员 。

2000 年以前主要从事精细化学品的开发，特别是高分子聚合物

助剂的开发研制工作，参与开发多个国内首创的抗氧剂品种。

2005 年以后主要从事吸附和超临界领域的相关工作，具体有吸

附分离，吸附存储，超临界萃取，超临界造粒，超临界反应等

相关工作。本科研团队与国外同行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程 迪： 沈阳化工研究院从事科研及管理工作，中化集团高级专家，教

授级高工，九三学社沈阳市委科技委员会委员，沈阳师范大学

名义教授研究领域（研究课题），农药、染料及中间体行业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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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防治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指导研究生研究方向，污水处理科

研成果及所受奖励“液膜分离工艺从废水中回收酚、氰技术”

获 2000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液膜分离工艺从废水中回收

酚、氰技术”获 1999 年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科技进步二等奖。

王彦飞：工学博士，教授，硕导，天津科技大学化工与材料学院副院长，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技术中心副主任、中国化工学会化学工程专

业委员会“全国蒸发专业学组”专家。主要从事海卤水资源综

合利用及工业结晶工艺开发及工程技术研究。目前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 20 篇左右，申请发明专利 5 项，授权 2

项。累计完成科研项目 40余项。

邱 挺： 福州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院长。主要从事化工分离过程、化工

过程强化、绿色化学工艺、环境化工等方面的研究。主持或参

与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国际合作项目、863 项目、国家火炬计划

项目及省级科研项目等研究工作。在国内外权威感悟上发表过

论文 60多篇，SCI/EI 收录 40 余篇，申请专利 30多项，授予专

利 15项。

华 超： 副研究员，2005 年 9月至 2008 年 1月在天津大学精馏技术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从事高纯溶剂分离耦

合技术的开发。2008 年 3月进入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绿

色过程与工程实验室，现主要从事绿色化学化工、传质分离和

环境化工的基础和应用研究。目前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以第一作

者或通讯作者在 CES 等高水平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 20余篇，

被 SCI 或 EI 收录 10 余篇申请发明专利 5 项，已授权专利 4 项，

合作撰写专著 1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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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鹏：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制药工程系副主任、

天津大学山东研究院技术委员会主任、淄博还困化工技术有限

公司董事长，同时担任国内多家化工和制药公司的技术顾问。

长期从事以精馏为主，与吸附、离子交换和化学反应耦合的高

纯度奋力、热敏物料分离以及共废物分离的新技术研究和开发，

在药物分离、药厂溶剂回收、电子化学品纯化、高纯试剂分离

精制、维生素 E分离精制以及天然产物的分离提取等领域取得

了上百项研究与工业应用成果，为企业创造了极大的经济效益。

方 静： 教授，博士，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河北省“三三三人才”，

河北工业大学溶媒回收与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副主

任。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省市

级自然科学基金、厅级重点基金等科研项目。作为骨干成员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河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五、会议服务特色

1、发表论文：本次大会将面向全国征集与主题相关的学术报告、论文、

调研成果，择优选用，刊登在大会论文集中；

2、论文接收截止日期：2018 年 10 月 12 日。

3、会议发言：本次大会为新技术新产品企业提供报告发言时间，以此来

展示企业技术、产品优势，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4、发言时长：4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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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议赞助

大会期间，展示区将为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之间搭建合作平台，加

大科技成果的推广力度，企业可扫码添加招商负责人微信，进行详细咨询：

七、会议报名

1、注册费：1600 元/人（含授课费/资料费/证书费/发票/午餐 不含交通、

住宿费）

2、付款方式：

2.1 银行电汇

账 号：0302047509300049778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市黄纬路支行

名 称：天津凯博思科技有限公司

汇款注明：绿色制药

2.2 现场缴费：支持微信、支付宝转账方式

3、优惠说明：

3.1 本次培训报名 4人，即可免费赠送一个名额（第 4人免费）；培训期

间午餐免费。

3.2 10 月 13 日前电汇，12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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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IPPM 个人会员、企业会员可按会员 8折优惠（和以上优惠条件不互

斥）。

4、发票及证书：

4.1 培训结束后颁发培训证书。

4.2 仅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内容为 “会议费”或“咨询服务费”。

八、报名方式

1、如果您有意向参与此次大会，可扫描下方二维码二维码提交报名表！

2、电脑复制以下链接到浏览器访问报名！

https://hy.ouryao.com/plugin.php?id=ts_meet&ac=list_apply&mid=

130

3、联系方式

毛老师：15122174087 微信：maoyingming

梁诗诗：13713685099

陈无暇：13642180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