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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药行业发展水平与人类生命健康紧密相关,在创造大量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综合
科技实力的体现,同时也是资本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成长型行业,目前国内对于制药类项目特别是生物
制药类项目政策总体持鼓励态度,生物制药类项目投资逐渐增多。如何在生物制药类项目落地前期对企
业选址以及可能产生的污染进行识别并提出针对性的污染防治措施,已成为企业保证项目顺利落地及
后期合法运行必须要重视的问题。本文对生物制药企业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时的思路进行介绍,为企
业项目决策及开展环评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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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human life and health.
While creating a lot of economic benefits, it is also a reflection of a country's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and also a high growth industry in the capital market. At present, domestic
pharmaceutical projects are generally encouraging, especially biopharmaceutical projects, and investment in
biopharmaceutical projects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How to identify the enterprise site selection and possible
pollution and put forward targete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in the early implementation of
biopharmaceutical projects 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enterprises must pay attention to to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and the legal operation in the later stag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deas of
bio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when carrying ou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work,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 project decision-making and EIA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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