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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化学合成类制药项目按照行业分类属于医药制造业,化学合成类制药项目的生产工艺复杂、产
品及原辅料多样、排放的污染因子众多,做好此类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存在一定的难度,本文主要从工程
分析、污染防治措施、环境风险评价、环境管理等四个方面,对此类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存在的重点及难
点进行了探讨,以便更好的与排污许可相衔接,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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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key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chemical synthetic
pharmaceutical projects
Mei Li
Guoneng (Shandong) Energy and Environment Co., Ltd
[Abstract] Chemical synthetic pharmaceutical projects in accordance with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belongs to the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chemical synthetic pharmaceutical project complexity,
diversity of products and raw materials, emissions of pollution factor is numerous, do a good job i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such projects has certain difficulty, this article mainly from the engineering
analysis, measure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so on four aspects, The emphase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such projects are
discussed in order to better connect with the pollutant discharge permit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ersonnel.
[Key words] chemical synthetic pharmaceutical projec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ngineering analysis;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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