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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本册为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第四期2016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发布周期
每年一期。

时间范围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本册主要发布2016年企业数据。

报告组织范围
公司法人：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核心产品：扶正化瘀胶囊/片剂，芪麝丸为代表的中药产品
办公场所：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1027号33楼
生产基地：上海市宝山区石太路1288号

主要内容
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度关于战略目标、科学发展、公平运营、环保节约、安全生产、
顾客与消费者权益、合作共赢、和谐劳动关系、社区参与和发展方面的社会贡献。

数据来源
以2016年度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运营、财务、统计和管理绩效报告提供的数据为主。

报告获取方式
电子版：敬请发送电子邮件至sundise@sundise.com索取。
纸质版：敬请前往公司获取。

编制依据
《企业社会责任指南》（SEO-CSR1.0）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工业企业及工业协会社会责任指南》（GSRI-CHINA 2.0）

采用环保纸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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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al manager delivered a speech

创新和追求是人类的本能，与天奋斗，其乐无

“中国制造”成为一个世界性词汇，是世界给予中国的最

穷。人类进化和成熟的过程，展现的恰恰就是：追

好礼物。但质量愈来愈成为“中国制造”痛点，公众苦品质

求梦想，不断创造、创新的历史。中华民族五千年

久矣。供给侧改革需要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推动一场品质革

的奋斗史，同样也迸发了例数不尽的奇迹。创新，

命。而品质所系，恰在工匠精神。

根本就是我们民族的灵魂。
创新同时也是我们黄海制药的灵魂，作为上海
生物医药行业中的一员，身处战略新兴产业，黄海
制药要提取中华文化积淀最厚重、最有优势的中医
药板块的精髓和传承，聚焦新的产业点，瞄准国际
临床治疗的空白领域，让中医药发挥出她传统优势
的同时，实现中药理论的创新，在国际临床治疗的
空白领域画上浓厚的一笔。

•“ 让 中 医 药 走 向 世 界 ” 是 我 们 的 使 命 ， 学 习 工 匠 精
神——认真、敬业、执着、创新，聚焦中药现代化、国际
化。持续创造，做行业领跑者。
• 整合全产业链资源，深度融合信息化，向质量效益型药
业集团转型升级。
• 不忘初心，致力于成为一家社会赞誉，员工满意，客户
尊重的品牌企业。
我们将持续为社会发展尽责，打磨匠心与匠魂，成为
“中国制造”向“中国质造”和“中国创造”过渡的先行者。

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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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原名为上海黄海制药厂）成立于1970年，拥有40余年的药品研发及
生产历史。2000年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由上海现代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投资成立，注册资本
一亿元。

因为专业 所以卓越

黄海制药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已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GMP
（2010新版）认证。长期以来，企业与多家研究机构合作，借助中医药传承创新基地上海中医药大学及医
药制造工程技术渊薮之地华东理工大学的研发技术，专业的学术推广团队和覆盖全国的市场销售网络，走
出了独特的产学研医发展道路，具备完整的中药产业链。
黄海制药拥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核准的药品生产批文54件，包括处方药（ETC）产品
33个和非处方药（OTC）产品21个。其中，国家级重点新产品1个，发明专利产品7个，上海市重点新产品
1个，国家中药保护产品2个，上海市高新成果转化A级项目1个，上海市专利新产品1个，上海市著名商标1
个，上海市名优产品产品9个，拥有多条中、西药独立生产流水线。
黄海制药聚焦国际临床治疗的空白，采用产学研医合作模式，使高屋建瓴的技术发展与商业化运作相
结合，形成了数个高标准、高起点的自主创新产品，如“扶正化瘀”、“芪麝丸”等。
黄海制药的产品市场分布于上海、安徽、河南、湖南、浙江、广东、河北、陕西、江苏、山东、广
西、山西等全国多个省市，产品受到市场的欢迎。根据上海市医药行业协会统计，2016年度，在上海市中
成药企业排名中，黄海制药工业总产值名列第7位；主营业务收入位居第6位；利润总额位居第11位。
黄海制药从一家产品结构单一、老化的国有药企，已成功转型为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混合所有制药
企。“创造、聚焦、合作”是企业值得坚守和践行的核心理念。未来，公司将放眼于全球产学研医大合作
模式的探索，努力使积淀数千年的中医药瑰宝，成为“越民族、越国际”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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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正化瘀胶囊/片是黄海制药及其母公司现代中医药与上海中医

创造

药大学肝病研究共同研究、开发的治疗肝纤维化/早期肝硬化的创
新复方中药，是黄海制药的主打创新产品，用于治疗肝纤维化及早
期肝硬化，是《全国中西医结合肝纤维化诊疗指南》推荐的首个临
床用药。扶正化瘀胶囊/片分别于2002年与2005年获得国家新药证
书，产品基于的“扶正化瘀”创新中医理论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二等奖；相关研究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中国专利优

聚焦

秀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三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等诸多国家、市级奖项。扶正化瘀是国家重点新产品、上海市专利
新产品、上海市自主创新新产品。

合作

扶正化瘀胶囊已连续10年（2007~2016）被评为“上海中药行
业名优产品”；扶正化瘀胶囊/片2015年荣获“上海市名牌产品”
称号。扶正化瘀胶囊/片的销售网络现已覆盖全国各地，并于2011
年成功进入香港、澳门及新加坡等地。

【创造】创新是企业灵魂
我们致力于中医药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在传统中医药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将科
研成果转化为销售成品，创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成药产品。我们引进全球领先的管理办法，
取长补短，创造符合现代中药企业的国际产学研医合作模式，开拓全球医药市场，培养具有国
际领先技术的专业团队，真正实现中医药国际化之路。

【聚焦】聚焦国际上公认的难治病
我们瞄准国际上公认的难治病，选择国际上尚无药可用的空白领域，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
势，并将其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以求实现理论上的突破，梳理覆盖全球的现代中药品牌，更为
广大患者带来福音。

【合作】采用全球产学研医的合作模式，整合全球丰富资源
我们整合全球丰富资源，采用全球产学研医的合作模式，不仅将全球资源运用于产品研发
中，更将其整合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以建立立足于国内，国际领先的现代中医药企业。

8

扶正化瘀片已于2013年完成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批准的“扶正化瘀片治疗慢性丙型肝炎肝纤维化的美国Ⅱ期临床试
验”，是国内首个亮相于美国肝病年会（AASLD）、亚太肝病年会
（APASL）等国际医学界盛会的复方中药产品。扶正化瘀的安全性
及有效性已被国际众多专家所认可。

复方丹参片
复方丹参片是黄海制药的高新技术产品，其主要成分丹参和
三七均来源于公司合作建立的、符合国家GAP标准的原药材种植基
地，因此产品质量稳定、可控，与同类产品相比，具有一定的竞争
优势。目前，复方丹参片的销售网络已覆盖河南、山东、安徽、江
苏等省市，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美誉度。
复方丹参片亦在行业内受到认可，于2004-2016年被评为“上
海医药行业名优产品”，2016年被评为“上海中药行业名优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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芪麝丸

仿制药

芪麝丸是我国仅有的按照循证医学方法进行研发的口服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和椎间盘退变性疾病的复
方中药产品，是施杞教授根据中医药辨证论治理论，在30余年临床和实验研究基础上的经验总结。芪麝丸
于2009年获得国家新药证书，并进入《上海市基本药物目录》。
2016年芪麝丸被评为“上海中药行业名优产品”。
2007年芪麝丸成为国家“973”课题的主要用药；共发表论文论著249篇（SCI收录43篇），其中9篇
论文在国际脊柱病研究领域的最高级别杂志《SPINE》上发表；获国家发明专利4项；完成了符合国际医

品名

剂型

规格

碳酸氢钠片

片剂

0.5g*100片

氯化钾缓释片

片剂（缓释）

0.5g*24片

硫酸亚铁片

片剂（糖衣）

0.3g*60片
0.3g*100片

硫酸亚铁缓释片

片剂（缓释）

0.45g*24片

葡萄糖酸钙片

片剂

0.5g*100片

西咪替丁片

片剂

0.2g*100片

大黄碳酸氢钠

片剂

0.15g*60片

酚酞含片

片剂（含片）

0.1g*100片

非诺贝特片

片剂

0.1g*100片

卡马西平片

片剂

0.1g*100片

氨络酸片

片剂（糖衣/薄膜衣片）

0.25g*100片

健胃消食片

片剂（异形片）

0.5g*36片
0.8g*32片

甲巯咪唑片

片剂

5mg*100片

门冬酰胺片

片剂

0.25g*30片

曲克芦丁片

片剂（糖衣）

60mg*100片

宁心宝胶囊

胶囊剂

0.25g*50粒

学评价标准的临床前研究，与多达2000例受试者上市后大样本的再评价研究，其在广泛人群内的安全性
及有效性再次得到了验证。
芪麝丸相关理论已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相关研究获得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一
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中西医结合科学技术奖、中华医学奖一等奖、优秀发明奖一等奖。
2015年芪麝丸成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并被上海市中药行业协会评为“名优产品”。

丹参片
丹参片是黄海制药的高新技术产品，其提取工艺及设备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丹参片的主要原药材
（丹参）采自公司位于山东的丹参种植基地，其加工过程受到公司严格的监管和控制，使每一批药材的有
效成分都达到企业内控标准和国家标准。
丹参片已连续2年（2015~2016）被评为“上海中药行业名优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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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荣誉
ompany Product

★ 2002年至今 高新技术企业
★ 2010年 上海市品牌企业

2016年荣誉

★ 2012-13年 上海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 2012-14年 上海市合同信用等级AAA企业
★ 2010年至今 五星级诚信企业
★ 2012年至今 上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五星级诚信创建企业
★ 2013年至今 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 2014年 上海市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
★ 2014年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唯爱天使副主任单位
★ 2014年 上海市两新组织优秀支部网站
★ 2014年 上海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 2014年 上海市先进职工之家
★ 2014年 上海宝山区先进工会

五星级诚信创建企业

★ 2014年至今 上海市统计信用优秀单位
★ 2015年 五星级诚信创建企业
★ 2015年 统计信用优秀单位
“双海牌”丹参片、扶正化瘀胶囊/片、复方
丹参片、芪麝丸2016年度上海中药行业名优产品

★ 2015年 基层基础建设先进奖
★ 2015年 宝山区工业、商业系统节能先进集体
★ 2015年 宝山区工会工资集体协商先进奖
★ 2015年 宝山区工会组建先进奖
★ 2015年 月浦镇团队创先特色班组

“双海牌”扶正化瘀上海名牌产品

上海市著名商标“双海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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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业链完整，拥有全部知识产权
公司突出药品制造以质量为核心的产业链特点

he company production chain

利 润

14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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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管理体系

黄海制药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围绕社会责任八大核心主题，结合企业核心理念——“创造、聚焦、合
作”，从公司战略层面全面、细致地指导与协调各部门参与到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建立、规则制定、运行、
反馈中，并自利益相关方的反馈意见中完善体系，建立履行社会责任的长效机制。做到全员参与，监督
和鼓励基层部门加入到履行社会责任的日常管理，扩大加强责任能力建设和责任沟通。
企业每年度以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为载体，系统反映和披露上一年度在落实各项社会责任中所做的实
践案例和绩效成果，并逐年完善，持续推进社会责任工作，履行社会责任。

长期坚持中医药理论的传承与创新，落实“科学发展”，瞄准
国际治疗的空白领域，整合全球优质资源，实现“合作共赢”，以“诚
信和公平运营”为基础，创造填补全球临床治疗空白的药物。
在“中国制造”迈向“中国精造”的道路上，学习工匠精神，
领悟匠心与匠魂，持续做好“环保节约”、“安全生产”，兼顾“经
济责任与顾客权益”，打造出“以质量为核心”的“现代中医药”
精造与创造。为社会和患者创造源源不断的放心药、创新药，减
少缺医少药带来的遗憾，不间断、持久地为社会发展尽责。

社会责任
模型

科学发展
合作共赢
公平营运
环保节约
安全生产
顾客权益
和谐关系
社区参与

聚焦产业链所属区块及节点，
深耕细作，做“现代中医药”
行业好工匠！
16

17

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社会责任报告

Shanghai Huanghai Pharmaceutical Co., Ltd.

s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s

OCIAL RESPONSIBILITY CONSTRUCTION

黄海制药已连续四年编制《社会责任报告》，并通过各种平台向利益相关方发布社会责任信息，

OCIAL RESPONSIBILITY CONSTRUCTION

企业利益相关方包括股东、客户、消费者、供应商、合作伙伴、政府、社区、行业协会、竞争对
手、员工、媒体、慈善基金。黄海制药一直非常关注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期望与反馈，将继续努力与利益

并借此与利益相关方沟通，希望获得广大企业、个人的反馈。

相关方构建出可持续发展的友好关系，实现社会责任的快速提升。

社会责任报告展示

股东：上海现代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的责任

沟通与回应

尊重与参与

• 创新产品

• 股东大会

• 黄海制药负责新产品转移、建立

• 品牌价值

• 董事会

严格的研发药品标准、按销售计

• 科研

• 财务报表

划提供合格产品，是制定生产计

• 经济价值

• 年度报告

划、执行落实制造预算的质量中

• 质量控制

2012 社会责任报告展示

2013 社会责任报告展示

2014 社会责任报告展示

心和营销中心。

客户和消费者：中国及东南亚国家的百家医院、
药品零售终端，患者
我们的责任

沟通与回应

• 生产安全

• 满意度

• 通过会议、电话、定期拜访等方式进行有效沟通。

• 匠心产品

• 品牌

• 设客户服务热线，详细记录反馈客户的意见与需求。

• 优质产品

• 媒体报道

拥有完整的服务流程，客户意见及时上报，客户投

• 合同、

• 行业会议、

诉主动解决，并电话随访。

商业道德、
法律规范

研讨会、展会

尊重与参与

• 设有微信服务号及微博，在线为患者提供全面的疾病
及产品资讯服务、疑难解答。内设消费者专线，每一
个电话都详细记录消费者意见和诉求，经过上报核实

2015 社会责任报告展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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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作出相应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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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为企业提供生产所需原料药、包材等
药品生产流程中必须具备的要素的企业、个人
关注重点

关注重点

• 符合中国药典质量标准

• 合同

• 符合企业自订质量标准

• 审计

• 成本可控、质量保障

• 反馈

尊重与参与
• 积极为社区公益事业出力，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依靠企业优势，组织参加医学知识普及相关的
科普讲座等。积极为慈善事业出力，连续6年资助贫困学生。
• 参与学术讨论，合作学术会议，推广肝病知识，提升产品知名度。
• 定期通过纸媒、BBS传递科普知识，通过公共平台及专业媒体推广肝病及产品知识，
关爱肝病患者。

• 持续合作

合作伙伴：员工

关注重点
• 通过招标、实地考察、调研等方式对供应商进行严格筛选，确保供应商提供的产品

关注重点
• 权益保护

符合企业内部标准及国家标准。
• 定期对供应商进行审计，严格控制、监督、检验药品原材料的质量和安全性，保障
原材料成本、质量可控。

• 职业成长
• 民主管理

• 与供应商建立良好长期的合作关系，充分信息沟通，把好药品生产第一关。

• 员工生活
沟通与回应

111 政府与行业协会

• 职工代表大会

我们的责任

沟通与回应

尊重与参与

• 政策支持

•会议
•调查问卷
•调研活动
•转型创新

• 与政府相关部门保持良好联系，

• 法规变化
• 行业动态与趋势
• 科技创新投入、

按时纳税， 积极申报各类课题，
寻求政府支持。
• 积极参加各项活动，获得更多行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 纳税

• 员工座谈
• 走访与慰问
尊重与参与
• 通过职工大会、安全培训、员工意见征集、党组织生活会、员工活动、工会旅游等项目，
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劳逸结合。

业内资讯，并同时加强与行业内

• 注重员工精神文化需求，注重员工身体健康状况。

兄弟单位的沟通与交流。

• 培养员工的归属感。

社会与公众：社区、媒体、慈善
我们的责任

沟通与回应

• 公益慈善事业

• 公益活动

• 人文关怀

• 社区活动

• 环保节能

• 健康知识普及

• 关注社区发展

• 志愿服务

• 宣传
• 学术会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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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制药秉承“创造、聚焦、合作”的理念，践行社会责任，建立产、学、研、
医发展模式，稳健推进技术创新、产品革新，以工匠精神深钻产品质量，以提高人类
生活质量为目标，致力于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研发创新、敬畏生命、回馈社会、客户至上是我们的责任理念。我们以此为核心，
开展责任管理，提高企业自身的综合竞争力。

2016 年是国家导向与企业实践相一致的一年，是企业收获机遇，同时
也面临巨大挑战的一年。随着国家政策导向逐渐强调“着力推进中医药创新”、
“全面提升中药产业发展水平”、“积极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和“推进中医
药信息化建设”，中医药行业迎来了振兴发展的大好时机。
黄海制药将乘风破浪，紧抓机遇，围绕国家导向，从知识产权、产业链、
国际合作、
“两化融合”各方面逐条细化，深根细作，使政策符合、基础扎实、
可持续发展，以“匠人”态度创制良心药、放心药，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创造
有价值的财富，为社会发展尽责。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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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创新
模式创新
国际产、学、研、医的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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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2013年

2014

2015

2016

主营业务收入

19809.3

22415.7

24060.7

27007.2

缴税总额

1997.0

2897.0

3052.5

3000.2

总资产

33332.9

39630.5

39318.3

37438.0

科研投入

858.4

1026.5

782.0

9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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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创新

● 扶正化瘀

公司聚焦国际空白领域，针对肝病、颈椎病、更年期综合征等国际难治病领域，不断加快新
品种的开发和药品研发。通过国际产、学、研、医的合作模式，与国内和国际知名院校、研究所、

扶正化瘀片的国际化进展
公司已于 2013 年完成扶正化瘀片的美国Ⅱ期临床研究，临床研究结果显示扶正化瘀治疗慢性丙型

医院开展合作，聚集国内外先进资源，引进和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建设顶尖学科，为公司产

肝纤维化患者具有良好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耐受性，且对阻止肝组织纤维化的发展有良好的作用趋势。

品研发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力量。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筹备扶正化瘀片的美国Ⅲ期临床试验。

公司主要围绕肝病、颈椎病领域的治疗药物不断开展创新研究，包括已经成功上市，并在美
国完成Ⅱ期临床试验的抗肝纤维化药物“扶正化瘀”和治疗颈椎病药物“芪麝丸”的一系列科学
研究，以及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创新中药“笑脂片”的开发研究。

为进一步阐释扶正化瘀的作用机制，中美双方优势互补产学研医合作。阐明扶正化瘀片主要效应成
分及作用机制是开展美国临床试验及上市的必要条件，也是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需求。相关研究内容已
获得国家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专项资助（项目编号 2014DFA31440），
目前本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基本探明扶正化瘀治疗肝纤维化的作用机制。相关研究结果在
国际顶尖杂志发表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并获得多项国际发明专利。

颈椎病
肝病

扶正化瘀片与“十二五”重大专项
公公司于 2014 年至 2016 年进行了“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重大新药创制的项目（课题编号：
2014ZX09301309-002）。
课题是由公司主持，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和美国南加
州肝病研究中心联合申报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与此同时，公司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合作开展了“中医药联合恩替卡韦治疗乙肝肝硬化
的临床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共有 20 余家临床试验机构参与本研究，需招募受试者人数达到 1050 例，
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采用肝组织病理活检进行疗效评价的临床试验研究。
该研究已获得国家卫生部“十二五”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的支持（课题编号：
2014ZX100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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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脂片

● 安年颗粒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NASH) 患者众多，其中 15% 左右患者会发展为肝

安年颗粒是上海现代中医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研发的治疗妇女更年期综合征的中药新药，亦是中医

硬化，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且目前尚无有

界普遍用来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传统名方“二仙汤”的改良剂型。“二仙汤”是上海中医药大学张伯讷

效治疗药物。

教授于上世纪 50 年代创制的名方，全方由温肾益精养血药仙茅、淫羊藿、巴戟天、当归和滋阴泻火药

笑脂片以“疏肝健脾、理气活血”的中医理论为指导，经十余年研究成方，

知母、黄柏两个部分组成。临床应用 50 余年，该方能补肝肾之精气不足，温养肾阳真火，而使火涵水中，

由八味中药组成。经临床 76 例患者 3 个月治疗观察，发现可有效逆转脂肪肝，

弗与上炎，泻有余之肝阳相火，纳无根之火下潜，有效改善更年期综合征之临床症状，安全性好，因而

改善肝功能，是 NASH 理想防治药物。

得到国内外中医界的认可。

在《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笑脂片的成药性研究》项目中，公司研发了“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

安年颗粒作用机制研究曾于 1993 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曾被列为“国家自然科

肝炎的笑脂片”，完成了“笑脂片”药学、药效学、一般药理学、毒理学研究和小规模临床观察，确定了“笑

学基金”国家级研究项目。公司已完成安年颗粒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多中心、随机、双盲、阳性药对照

脂片”治疗脂肪性肝炎的成药性，获得了 1 项欧洲发明专利授权。

II 期、III 期临床试验研究和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研究结果均表明安年颗粒疗效
确定，安全可靠，有望成为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理想的常用临床药物。

● 芪麝丸

1. 芪麝丸大样本再评价研究的顺利完成
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生物医药领域产学研医合作项目的支持下，公司与上海市八家三级甲等医
院进行产学研医合作，针对 WHO《全球十大顽症》——颈椎病，完成了超大样本量（2000 例）的“芪
麝丸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再评价研究”（项目编号 ：11DZ1921100）。
本研究结果显示 ：在常规临床剂量下，芪麝丸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在更大范围人群用药安全、疗效
可靠。进一步验证了“芪麝丸”针对神经根型颈椎病具有很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能够很好的缓解和治
疗患者疾病痛苦。研究所获得的大量宝贵数据将为指导临床更科学、合理地用药提供依据。
芪麝丸的成功开发和大规模临床应用，为广大颈椎病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治疗药物，改善患者生活质
量，填补颈椎病领域治疗领域空白。

2. 芪麝丸获得国家“中药保护品种”称号
芪麝丸凭借其可靠的药品质量和疗效，通过了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总局（CFDA）的严格审核，最终被 CFDA 批准为“中药
保护品种”。
“中药保护品种”称号的获得，不仅是对企业合法权益的保
护，更是 CFDA 对“芪麝丸”药品质量和疗效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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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项目与成果

知识产权
黄黄海制药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每年都会维护内部专利体系，致力于专利产品的开发和保护。

ᑈ催ᮄᡔᴃ乍Ⳃ

公司的知识产权主要来源于科研项目的开发成果、自主申请、转让以及通过产、学、研、医合作模
式，获得高等学府给予我们的帮助，共同申请专利。公司对每个高新技术产品都采取严密的专利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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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物（N项）
指纹图谱

血浆中有效物质
质量控制（N项）

产品及工艺

应用（N项）

设备（N项）

配方的制备方法，保
护围绕配方的生产工
艺（提取方法创新）

成品质量控制（N项）
指纹图谱
颗粒剂改造

外观（N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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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制药已获得授权专利 54 项，其中发明专利 39 项，11 项为美国、加拿大、欧洲发明专利 ；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3 项，外观专利 2 项。

核心专利——产品及工艺
02151147.0
02136002.2
99113887.2
011265590
01126883.2
200510028951.0
200610106720.1
200710040144.X
200510028975.6
201310111665.5
201310111817.1
201310111279.6
201310111278.1

一种增加骨密度和延缓衰老的保健食品及其制备方法
一种保肝护肝及调节血脂的保健保健食品及其制备方法
一种治疗慢性肝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一种治疗颈椎病的中药复方制剂及制备方法
从植物丹参中提取纯化丹参素的办法
从丹参中提取原儿茶醛和丹参酚酸的方法
一种治疗慢性肝病的中药复方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电渗析法脱除植物提取液中重金属的方法
一种防治酒精性肠道损伤和肝损伤的中药复方制剂
一种治疗肝纤维化的5组分植物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一种治疗肝纤维化的4组分植物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一种治疗肝纤维化的5组分植物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一种治疗肝纤维化的6组分植物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US9138449 B2

A MEDICINAL COMPOSITION FOR LIVER DISEASES

EP 2144058B1

Detection of blood plasma amygdalin of dissipating blood stasis botanical

EP2146206B1

Detection of blood plasma schizadrin B of dissipating blood stasis
botanical

EP2157427B1

Detection of 3-(3,4-dihydroxyphenyl)-lactic acid (danshensu)and salvianolic
acid B in blood plasma after administering a botanical extract

2685358

Method of Detecting blood plasma danshensu and salvianolic acid B after
administrator of Fuzhenghuayu (FZHY)

2685357

Method of Detecting blood plasma schizandrin B after administrator of
Fuzhenghuayu (FZHY)

2685359

Method of Detecting blood plasma amygdalin after administrator of
Fuzhenghuayu (FZHY)

原材料、提取物、有效物质质量控制
200710040136.5
200710040331.8
200710040141.6
200710040134.6
200710040139.9
200710040135.0

扶正化瘀植物药中桃仁原料指纹图谱质量控制方法
扶正化瘀植物药中五味子原料指纹图谱质量控制方法
扶正化瘀植物药中丹参原料指纹图谱质量控制方法
扶正化瘀植物药中松花粉原料指纹图谱质量控制方法
扶正化瘀植物药血浆苦杏仁苷的测定方法
扶正化瘀植物药中虫草菌粉原料指纹图谱质量控制方法

200710042984.X

一种加入内标物的绞股蓝药材指纹图谱质量控制方法

201410857207.0

一种川芎挥发油包合物指纹图谱的测定方法

201410857198.5

一种黄芪川芎提取物指纹图谱的测定方法

201410857192.8

一种黄芪指纹图谱的测定方法

201410852010.8

一种青风藤指纹图谱的测定方法

2016 年，黄海制药对全产业链下的专利工作做了更为系统的规划和执行。利用全产业链共用的专
利数据库，围绕公司高新技术产品——扶正化瘀、芪麝丸、安年颗粒，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糖尿病、
脂肪肝等领域，制定企业专利战略，为公司日后专利发展所参考。

成品质量控制
200910201472.2

扶正化瘀药物组合物指纹图谱质量检测方法

201110459290.2

一种芪麝丸制剂的中药指纹图谱检测方法

应用、设备
200410093015.3

超临界流体制备天然植物挥发油——高分子聚合物微胶囊

200510111744.1

超临界提取与喷雾干燥耦合制备花椒油微胶囊的方法

201320686075.0

一种中间物料位置获取系统

201320686106.2

一种物料周转容器清洗有效期状态判断系统

国外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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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9161959 B2

Use of a vegetable drug composition in the manufacturing of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portal hypertension caused by hepatocirrhosis

US7993928 B2

Detection of blood plasma danshensu and salvianolic acid B dissipating blood stasis
botanical

US8334110 B2

Detection of blood plasma amygdalin of dissipating blood stasis botanical

US7989212 B2

Detection of blood plasma schizadrin B of dissipating blood stasis bota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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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与品牌
商标价值与品牌建设息息相关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C

RAFTSMAN SPIRIT

商标是企业的无形价值，品牌是企业核心价值的体现，两者
相辅相成，品牌是企业的生命力。自企业品牌建设与提升项目的
顺利开展，经过 10 多年的积累，“扶正化瘀”品牌已在行业内享
有较高的知名度。扶正化瘀产品是黄海制药首个自主创新中成药

● 质量方针
科技创新、质量至上、持续改进、安全有效、诚信求实、顾客满意。

● 质量目标
重点数据

产品，经过一系列的项目建设，我们以“打造国际化品牌”、”塑

质量管理与控制

造中药现代化典范“为目标，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为抓手，建立了”
扶正化瘀“的全方位商标、知识产权维护体系，履行品牌的社会
责任。

每年产品抽检合格率 100%，检验正确率 100%
年度产品质量投诉占比产品的销售数量每年降低 50%，投诉处理率 100%
重大质量安环事故为零。
人员培训计划落实率 100%
偏差上报率 100%，纠正预防措施完成率 100%
每年投入资金不低于 100 万元用于更新仪器设备和工艺改进，确保良好的资源配置。

如今，扶正化瘀患者数在细分市场占有率超 50%。

● 质量体系架构
2016 年增加了信息化部，“两化融合”，保障质量。又自质量部中细分出 GMP 部，保障生产质量。

同时，代表企业质量与口碑的“双海”牌商标，也在国内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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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建设

小案例

了包括澳大利亚、美国、中国香港等地的商标共 7 个，并获得授权，为进一步打造国际化品牌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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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除获得“双海牌”扶正化瘀上海名牌产品、上海市著名商标“双海牌”外，企业还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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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正化瘀胶囊获批变更工艺处方，将在制剂一车间生产采用传统的湿法制粒变更为，
在制剂二车间生产采用流化床制粒技术。
1. 流化床制粒机机体密封性好，原辅料从投料到制成颗粒出料的整个过程都在密闭状
态下操作，粉尘无外泄、飞扬，可有效避免交叉污染，保证生产环境符合 GMP 要求 ；
2. 制成的颗粒均匀，松实适宜，颗粒间色差小，流动性好，有助于减小装量差异。操
作简单，物料的混合、制粒、干燥在一台机器内完成，简化了生产工序，减轻劳动强度。

● 种植基地建设
黄海制药坚信“药品质量是设计和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出来的“。为了保证中药材质量，公司
与产业链上游兄弟企业（安徽致和堂药业有限公司）合作，在云南、山东、辽宁、甘肃等地，优选当地
道地药材品种，投资建设符合国家 GAP 种植规范要求的中药材种植基地。
我们将继续通过创新与品质追求，提升企业的整体形象，增加无形资产和市场影响力，促进中药在
国际医药领域的发展。

34

。丹参、五味子、山桃仁、绞股
公司中药材种植标准研发团队于 2015 年获得“上海市创新团队称号”
蓝和三七等多个中药原材料标准规范化 GAP 基地建设已经完成，保证了公司生产用药的质量稳定和可控。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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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子种植基地
公司与农户合作，按照 GAP 规范要求，在辽宁省丹东市完成五味子种植基地的建设。
2016 年扩大五味子种植基地面积 278 亩。经过扩建，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800 亩。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绞股蓝种植基地
公司对陕西省平利县和云南省绿春县进行了实地调研，已与云南省绿春县政府达成合作
意向，目前完成前期种植技术准备及现场考察。计划一期落实种植绞股蓝 500 亩。

松花粉采收基地
在宝山区与云南省维西县对口帮困扶贫的合作中，公司启动与云南省维西县松花粉及云
南地产药材基地建设合作洽谈，签订合作协议。该项目有益于进一步完善企业的产业链建设，

丹参种植基地

实现政府、企业及贫困群众三方受益。

公司与当地企业合作，按照 GAP 规范要求，共同建设丹参种植基地，基地面积达
1000 亩，每年能实现 50 吨以上的供应需求。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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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范工程二期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公司现有的生产、仓储和研发检验的场地日益紧张，产能接近瓶颈。为了满
足未来发展和扶贫的需要，公司启动“扶正化瘀产业化”二期项目的建设工作。项目将按照“实用、高效、
先进、绿色”的理念进行项目规划和设计，该项目的建成将使公司的生产厂房和辅助配套设施，得到全
面的填平补齐，能有效地提升公司的药品生产工艺、新药研发实力、质量管理水平，是公司在未来几年
产能释放，实现中药现代化、国际化和标准化的国家战略的必要条件。目前该项目正在设计阶段。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信息化建设
● 智能制造项目
中药“扶正化瘀”药品智能制造示范项目于 2015 年正式启动，本项目得到了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专项资金的支持（课题编号 ：XX-XXFZ-02-14-6265）。
本项目主要针对公司主打产品“扶正化瘀”的产业链，通过中药制造过程和信息化技术的深度融合，
解决中药生产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传递不及时、管理与生产脱节，决策指挥落后等现状，在保证药品质量
的同时，提高生产过程的透明
度，做到高效生产，优化管理。
通 过 实 施 LIMS（ 实 验 室
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对实验
室检验全流程的信息化管理，
提高的检验过程的效率和规范
程度，保障了药品质量。

实施了报表系统，规划了公司的数据集成架构模型，打通了各业务系统间的信息壁垒，使公司管理
层可以在统一的平台对公司的业务状况进行及时全面的了解和掌控。

● 两化融合
公司按照“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要求”，进行了贯标工作，编写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系列文件，并制定了“规划引领、能力突破、品质卓越、绿色高效”的两化融合方针，把“中成药生产
过程质量精细化管控能力”作
为企业在信息化环境下拟建设
的新型能力。本项目目前正处
于试运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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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医药信息化建设
公司贯彻以药品质量为核心的理念，参照”工业 4.0”，
“中
国制造 2025”等指导文件，以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为支撑，遵
照 GMP、GAMP、ISA-88/95 等法规、标准和行业规范，制
定了公司的信息化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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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扶正化瘀”药品智能制造示范项目正式启动
中药“扶正化瘀“药品智能制造示范项目于 2015 年初正式启动。本项目得到了上海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专项资金的支持（课题编号 ：XX-XXFZ-02-14-6265）。
本项目主要针对公司主打产品“扶正化瘀”的全产业链，通过中药制造工业和信息化技术的深度融合，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正式启动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是企业系统地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两化融合过程管理机制的通用方法，覆盖
企业全局，可帮助企业依据为实现自身战略目标所提出的需求，规范两化融合相关过程，并使其持续受控，
以形成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所要求的信息化环境下的新型能力。

解决中药生产企业普遍存在的“管理、操作靠经验，信息传递不及时、不全面，管理与生产脱节，生产
指挥滞后”等现状，真正实现中药全过程的数字生产，在保证药品质量的同时，提高生产过程的透明度
和均衡性，做到高效生产、优化管理。

实施前提

实施效益

1. 已实现了线上日常办公和流程审批，提高办公效率，节约管理成本。

总结提炼规律

引导企业发展

整体提升产业

企业在信息化环
境下企业管理方
面的实践经验、
规律和方法的总
结提炼

系统规范企业两
化融合管理、稳
定获取预期的两
化融合成效

全面引导企业实
现从单项应用向
综合集成跨越，
加速产业整体提
升

2. 已完成信息采集和能源管理（SCADA）系统的实施，实现黄海制药主要生产系统和关键设备的
数据采集和在线实时监控。
2015 年国家工信部组织年度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的遴选工作，在上海市经济和西新华
委员会和各行业协会的推荐下，国家工信部批准上海现代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为 2015 年度两化融合试
点企业，黄海制药是现代中医药“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实施主体。
黄海制药通过信息化技术深度融合中药产业链，实现中药生产过程从供应链管理、计划排产、生产
过程、质量管理等环节的全面信息化，保障中药“扶正化瘀”工业化生产的质量均一性和稳定性。

3. 已完成产业链上财务软件平台的集成和统一，为后续的推进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信息化打下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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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赢

国际合作

政企合作

黄海制药汲取国内产学研医模式的合作经验，开创了复方中药作为处方药走向国际的道路。长期以

厂区周边道路

来，公司坚持整合全球资源，以国际化理念，积极与国际组织、国际一流企业、学术机构合作，以自身实践，

公司在 1995 年黄海制药迁至目前地址时，投资开辟修缮了通往石太路的道路，道路设计承重为 20

探索中药国际化的发展道路。

吨。随着道路的开通以及厂区周边的发展，此条道路通行车辆亦随之增多，特别是重型货车的通行对道
路的损坏较严重，也给附近同行的人员和车辆带来了安全隐患。

Almac Clinical Technologies

在当地镇政府的支持下，公司以镇企合作的方式，在 2016 年对这条道路进行了重新修缮。优化了
企业周边的环境，改善了厂区周边人员及车辆的正常通行条件，提升了企业的形象。

Everest Clinical Research Inc.

PRL Central Laboratory Services

亨廷顿医学研究中心
（Huntington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s）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Medidata Solutions, Inc.

Flagship Biosciences, Inc.

University of Virginia

贝勒医学院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Dav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南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厂区园林建设
公司贯彻可持续发展与建设绿色工厂的理念，与厂周边村里签订了厂区周边约 50 亩空闲土地的长
期租赁协议，计划在土地上种植各类观赏性中药材的“百草园”，不但可以改善厂区周边环境，而且还
可以对厂区周边土地进行生态恢复。目前该项目正在设计阶段。

南加州肝病研究中心
（Southern California
GI& LIVER CENTERS)

上海博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中医药大学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Stanford School
of Medicine）

230M

3
130M

4

6

1

2

犹他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Utah）

2

2
2

56M

7

154M

44

244M

5

60M

8

9

1：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区
2：水生植物及水产养殖区
3：休闲区
4：常绿果树白芨种植区
5：落叶果树黄精种植区
6：灌木区
7：湿生植物区
8：皂角树篱
9：河岸覆盆子、枇杷带、
地被植物选白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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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合作

公平营运 —— 严格落实“八项规定”
黄海制药党支部定期召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党员集中学习大会，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学习

供应商审计
保供应商管理

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发挥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着力“四风”整治。党支部与工会联合组织全体员工学

在所有的产品质量事故中，因原料包材造成的事故占的比列最为巨大，达到了 55%。因此企业近年

习中央八项规定的同时，准确把握“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体要求，从理论学习和实
践出发，加强作风建设，做到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在黄海的任何一项生产经营活动中，都务实清廉。

来一直加强供应商管理，保障供应商和经销商的合法权益。
在保障权益工作中，我们制定了系统的措施，为我们的供应商和经销商提供安心的合作模式和透明
的合作平台。
根据 "2010 年新版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 对供应商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审计要求和条
款增加至 11 条。

供应商审计流程
供应商资质

评估

供应商管理

制定

审计方案

建立

审计报告

获取

建立

供应商档案

建立

质量协议

试验报告

• 自查

充分认识开展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专项检查，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就

“吃、拿、卡、要”对购物卡、礼金券等购买发放情况等开展自查自纠，并同时对履职待遇相关情况开
展调研统计。
• 约束

结合发现的问题和不足，采取有效措施，强化制度约束。每年严格制定财务预算管理，严

格规范业务接待、公车使用管理，严禁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送礼和铺张浪费。

10 家供应商进行了现场审计。日常发现
的问题及时和供应商沟通解决，2016 年分别对供应商存在的问题发了
12 个整改意见的函。
加大对供应商的现场审计，2016 年分别对

46

• 监督 建立网上匿名举报、OA 系统内部意见等多种监督反馈渠道，鼓励所有员工加入到监督工作
中，发掘群众力量，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
不姑息、决不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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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
黄海制药一直是上海市宝山区“反腐倡廉”建设试点单位。“推进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加强廉洁文
化建设”是黄海党支部每年的重点工作。2016 年为更好地加强监管与日常引导，建设了在线学习平台，
配合已建立的“反腐倡廉”机制，利用信息化技术更便捷、更多样化地统一全体党员及全公司员工思想，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尊重产权
黄黄海制药尊重《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相关法律
规定，在体制内执行发明创造奖励制度，激励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
公司尊重他人的知识成果，从未发生过侵害他人专利产品的案件。

帮助“反腐倡廉”工作小组，
抓 有 形 及 无 形 教 育， 潜 移
默化使廉洁文化渗入至每
一 人 心 中。 黄 海 制 药 党 支
部的在线学习平台受到一
致好评，获得“上海‘两新’
组织优秀支部网站”荣誉
称号。
黄海党支部反腐倡廉工作延续上一年传统并有所创新 ：
1. 充分发挥“廉洁文化学习园地”以及“党建文化阵地”的教育作用，坚持革命历史传统教育，组织党员参观烈士纪念馆、
先进事迹展览馆等，并利用在线学习平台交流互动，畅所欲言，发表感悟。让每一党员对反腐倡廉的认知在学习交流中升华。

公平竞争
黄海制药始终坚持依法合规地进行研发、生产与销售工作，药品生产关系大众健康与生命，我们严
格遵守《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遵循公平竞争原则，讲究诚信经营，坚决抵制商业贿赂和腐

2. 党支部一直将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与行政工作相结合，各部门负责人“一岗双责”，将廉洁建设融入企业内部管理之中。

败等行为成为生产经营中的蛀虫。近一年来，企业开展了信用评价，对企业的各项对内、对外工作及流

3. 黄海党支部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反腐倡廉号召，连续四年取消年夜饭大型聚餐，组织全体员工以茶话会等形式参加年会

程进行了严格的评价与梳理。

活动。
4. 利用两新互动平台，开展学习体会交流，使得学习教育不拘于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更增加了支部学习的互动性，经过升级，

守合同、重信用，严格执行企业的《合同管理制度》，令每一笔交易都有据可循。采购等工作也始
终根据国家有关招投标法严格执行。

互动交流平台更便捷，功能更齐全，获得党员们一致好评。
5. 延续传统，做好困难党员走访慰问、流动党员的管理等工作。

两学一做
响应党中央号召，为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引导广大
党员进一步增强看齐意识、党性意识、规矩意识，积极开展“两学一做”活动。加强党员党性并以此建
设榜样，引导全体职工，以精神文化的提升带动企业经营发展，履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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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节约——绿色种植
环保种植
公司设立中药材种植标准研发创新团队。在浙江、安徽、云南、西藏等多个省份研究原材料的种植
与质量保障，确保中药原材料的供应与成本。从药材种质资源出发，优化影响中药材生长过程中的每个
因素，同时采用高效液相色谱、薄层色谱、原子吸收等质控技术使所有的因素标准化，为公司提供安全、
有效、稳定、可控的中药材，促进中药产业的发展。
公司组建的中药材种植标准研发创新团队目前已完成 5 个中药原材料标准规范化 GAP 基地建设。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清洁生产
黄海制药于 2008 年 10 月荣获“上海市宝山区环境保护工作先进单位”称号、于 2009 年 10 月荣
获“上海市清洁生产示范企业”称号。2015 年 7 月被评为“上海市宝山区工业系统节能先进集体”称号。
公司全面施行清洁生产工作，打造节能减排的绿色企业。
2016 年企业用清洁能源代替了燃煤锅炉，锅炉废气达到了零排放。提取车间对药渣中的乙醇进行
蒸干回收利用，减少了排放，降低了企业成本。提取车间中药药渣变废为宝，变为有机肥料和动物饲料。
企业对蒸汽凝水进行回用，利用凝水的余热进行场地的清洁，冷水的预热等。

针对不同的中药原材料，采取不同的种植手法和合作模式，在实现全产业链模式的同时，保障公司
产品的质量可控，严格规范按照中药原材料当地的种植环境，建立相对应的种植、采收、监控标准，保
护了当地宝贵的生态资源。

种植基地案例 ：
松花粉基地建设
与云南省维西县、大理州建立合作共建关系，
开展松花粉的采摘，建立松花粉标准采收操作规程，
对农户进行培训，建立轮采制度，实现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
五味子基地建设
五味子在种植过程中不断利用新技术、新方法，

2016 年度清洁生产相关工作 ：
1. 生产过程优化 ：实施了 SCADA（数据采集和过程监控）系统，对生产线、关键生产设备、生产
环境的关键数据以及能耗和污水等信息进行了全方位的采集，实现了对生产全过程的实时在线监控和生
产过程的可追溯。而且通过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改进生产工艺和优化能源利用效率，保障药品
质量。同时节约了人力资源。

实现产品优质、绿色安全的的理念。不单纯施用化
肥，每年均施用一定量有机肥和生物菌肥，保证产
品的优质。在种植过程中使用可降解生物质地膜，
地表覆盖有机物等措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三七种植基地
云南省峨山县新建三七种植基地 300 亩，全部
采用微喷灌，适合三七生长特点，。节约用水，减少了能源使用，实现环境友好。

2. 设备改造和更新 ：生产车间排风设施改造——使用低能耗、低噪声的水帘风机 ；照明改造——汞
灯改为节能灯 ；新型冷凝器的替换，增加冷凝效果、提升物料回收。全面实现节能低耗设备的更替。

3. 污染物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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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国家大气污染控制规划，制定并实施 VOCs 减排方案，方案获
上海市环保局、环科院的审批一致通过，实施方案后，实现 VOCs 减排率达
56.18%，并对减排的废气进行回收利用。
更新在线监测系统，实现污水排放浓度的可视、可控 ；
加强物料的利用管理，使得清洗废水中残留物料含量接近于零，逐步实
现废料的零排放，不仅减轻了污水处理站的负担，且提高了出水的质量 ；
药渣综合利用——正在实验将其添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三废排放——规范化建设
废水 ：实行雨污水分流系统。雨水经雨水管道直接排入厂区南界和北界顾泾河水体 ；污水经污水管
道排入自有污水站，处理达标后排入厂区基地南界顾泾河。
噪声 ：主要生产设备均安装在建筑物内，由建筑进行隔声，对外的窗户均采用中空玻璃，可以较好
的降低室外噪音的分贝值。企业厂界边界噪声可达到 GB12348-2008 的 2 类标准值。
固体废弃物 ：产生的固体废物均与专业单位签订协议定期清运（可回收利用部分将其回收利用），

废水废气处理

做到完全不外排。

废水废气处理
4. 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替代 ：
拆除原有两台燃煤锅炉，采用集中供热系统进行供气。集中供热系统以华能电厂发电余热作热源，
通过输热管道连接至我公司内部供热管网，为余热回收再利用，能耗为零，且不产生燃烧废气等污染物。

废
水
处
理

制剂车间废水
生活污水

罗茨风机

集水池1

提 取 车
间 生 产
污水

综合调节池
混凝沉淀池

接触氧化池

5. 管理加强 ：
制定主要原料的使用
规定，采用合理的奖惩制度，激励员工对物料节约使用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大大减少了原料的浪费现象；
实行环保工作网络化管理，分级管理、责任到人，定期巡检、检测，并做好记录，严格杜绝任何污

达标排放

集水池2

污泥浓缩池

废
气
处
理

二沉池

干燥工艺
锅炉

旋风除尘器除尘
水膜脱硫装置

板框压滤机

干化污泥
外运处置

高空排放
脱硫
除尘

高空排放

黄海制药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染物不合标准的排放现象 ；
定期对环保管理人员进行管理技能培训、对全体员工进行意识化加强培训，使得环保工作得到应有
的重视、环保意识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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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完善管理体系

节能减排
指标

安全生产管理指标

2015年

2016年

90235.1280

97060.7896

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数量 7 个

污水排放总量（吨）

32715

34379

安全生产资金投入 150 万元

单位产品污水排放量（吨/万片）

0.363

0.354

安全生产培训人次和覆盖率到达 100%

废气排放总量（万Nm3）

1669

1587.9

安全生产培训 180 人次

0.0185

0.01636

安全生产大检查 19 次

产量（万片）

单位产品废气排放量（万Nm3/万片）

重大人身伤亡事故次数 0 起
重大设备事故次数 0 起
违反安全生产法规收到的重大罚款及处罚数 0 起

单位产品污水排放量年减排率达到 2.48%
单位产品废气排放量年减排率达到 4.86%

安全生产理念
坚持“安全第一”的正确观念，自始至终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贯彻落实安全

资源综合利用改造——药渣利用等
药渣的主要成分为植物组织和水，富含大量有机物。结合生态厂区建设，利用药渣和生物菌肥配合
应用做为植物种植基肥，减少了化肥施用，增加的土壤有机质与肥力，改良了土壤结构，更有利于植物
生长 ；同时在种植过程中应用药渣覆盖地表，具有抗旱节水，抑制杂草生长的效果，有效减少能耗、水、
管理用工和减少除草剂的使用，节约成本且环境友好。

生产管理工作的基本方针，即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1. 安全生产的主要任务 ：改善劳动条件，保障员工的安全和健康。
2. 各级领导必须遵守“管生产同时管安全”的原则，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使生产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3. 建立健全各级安全机构和各级规章制度，确保安全管理机构的有效运作及安全规章制度的落实有
效，完善安全管理体系。

黄海制药对资源综合利用进行了改造，改造前后物耗和能耗均得到了大幅度的节约，以年加工 200

4. 保证定期对全体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和技术培训，不断提高员工的劳动技能。

吨丹参计算，经济效益达到 67.7 万元。

5. 注重人员管理、制度建设、技术改造，不断完善综合治理工作机制。

改造后经济效益节约验证表

安全管理制度

项目内容
年节水
年节煤
年节乙醇
药渣收益
煤渣收益
节约人工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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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吨）
3430
343
70
1200
300
13000

单价（元/吨）
5
280
7100
6
200
5

效益（万元）
1.715
9.604
49.7
0.72
6
67.739
68.1

黄海制药的安全管理制度健全。在日常工作中，每月召开全厂安全员会议，排查厂区的安全隐患，
提出整改措施 ；制定下月的安全计划 ；安排各安全员下月的安全工作。
定期进行安全设施、设备年检 ；定期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组织职工进行职业病检查，确保
劳动防护用品的及时发放和有效佩戴。

55

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Shanghai Huanghai Pharmaceutical Co., Ltd.

安全整改的实施
黄海制药的生产分为旺季和淡季，在生产淡季，公司对内部的生产设备等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和大修，
消除安全隐患，相关大修改造有 ：
1.全体员工进行安全知识考核，重点班组进行有关安全知识培训，具体内容为 ：安全用电、压力设
备和管道的特性、特种设备管理条例、升降电梯的使用规范等。

2016年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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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文化建设
安全承诺
黄海制药根据自身的行业生产特点和实际情况，建立起包括安全价值观、安全目标等在内的安全承
诺。明确了安全问题在组织内部具有最高优先权，并被全体员工知晓和理解，必要时会要求供应商、承
包商等相关方提供相应的安全承诺。

2.排查全厂硬件设施的安全隐患工作，发现隐患及时在大修期间整改完毕。
3.本年度组织全厂安全员的培训工作二次，具体学习有关安全生产保障法、宝山区从业人员安全防
范手册、上海市安全生产基本常识、安全生产检查要点工作。
4.全厂进行有关防盗防窃的宣传工作，加强各部门的防范意识，做到事事有措施，人人有责任，层
层有落实。
5.加强大修期间参与人员的各类安全措施及监督工作，做到一事一安排，全面落实安全责任制所规
定的要求。
6.加强特种设备的检修工作，对国家所严格规定的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等设备和附件，逐条进行年
检和安全复查工作，对制剂、提取车间两台货运电梯做好三级维保工作。
7.日安全检查制度，凡易燃易爆区域、高空作业、高温工段进行作业均严格落实日安全检查制度的
检查工作，对外来施工作业单位必须签订安全承包工作协议。

安全行为与激励奖罚制度
黄海制药把安全绩效与工作业绩相结合，在奖惩制度中既包含有
事故发生率等消极指标，也有对安全成绩给予认可的积极指标。审慎
对待员工的差错，仔细权衡惩罚措施，避免因处罚而导致员工隐瞒错
误。通过在企业内部树立安全榜样或典范，发挥安全行为和安全态度
的示范作用。
安全信息传播与沟通
黄海制药综合利用各种传播途径和方式，将组织内部有关安全的
经验、实践等信息及时完整传播给每位员工，建立了良好的安全事项
沟通程序，提高了传播效果。

安全教育培训
黄海制药安全部门定期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全员参加，每年 1-2 次。

56

57

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Shanghai Huanghai Pharmaceutical Co., Ltd.

2014年社会责任报告

全员参与安全事务
全体员工都能认识到自己负有对自身和同事安全做出贡献的重要责任。企业积极组织开展各项安全

2016年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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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与消费者权益
月消费者质量投诉处理流程

活动，是落实员工这种责任的最佳途径。还有员工安全改进小组，给予必要的授权、辅导和交流。建立
起领导亲自挂帅的值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及时了解全厂的安全信息。

产品质量可追溯
审核与评估
黄海制药对自身安全建设情况进行定期的全面审核，落实整改那些不安全的实践和有缺陷的事项，
识别新的改进机会，以确保其安全绩效与企业协调一致。目前新的一轮第三方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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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劳动关系
公司始终贯彻创新、聚焦、合作的核心发展理念，将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岗位的发展紧密结合，
同每位员工充分交流，使得双方在职业发展的目标层面达成共识，从而建立目标共识。公司在遴选到合
适的候选人，办理录用入职时，即和员工签订岗位职责并确定员工的职业规划路线，既有专业的职业规划，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人员结构
2016 年黄海制药职工总数为 254 人，其中 ：研究生 7 人，大学本科 66 人，大专 74 人，中专及以
下 107 人。
2016 年黄海制药职工中有职称人数 31 人，其中：高级职称 7 人，中级职称 10 人，初级职称 14 人。

同时也有管理方向的职业规划。连续两届获得“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单位”称号。

团队培养
专业技能培养
针对信息部开展了培训工作，为信息部每位员工设计职业生涯规划，明确员工成长目标和晋升标准，
注入明晰的发展前景和动力。并根据每位员工的岗位要求和发展规划，制定培训计划，并以外部培训、

人才战略
人才是公司价值成长的基石，是公司的重要资产、是企业的血脉。公司对员工负责，员工奉献于公司，
发展于公司，才能实现员工价值与公司价值共成长。
黄海制药倡导爱公司、爱本职、爱创新 ；团结合作、待人诚信，攻坚克难的人才观。通过搭建并完
善有效的员工关系沟通平台，加强员工关怀，设计更合理的员工福利，实现公司、客户、员工利益的共
同增长，实现员工的安家乐业。

个性化的职业发展路线 ：

部门内训、微信群分享资料和云课堂等多种方式，提供全面、灵活的专业技能、职业化技能、沟通和管
理技能等知识的学习。
管理人才培养
开展黄海厂区的培训工作，安排黄海骨干员工参加管理技能方面的培训，提升骨干员工的职业化素
质以及自我管理、团队管理、项目管理的水平，为骨干员工向管理岗位顺利转型打下良好基础。加强黄
海基层和中层培训，针对日常重复性的培训任务（员工入职培训、安全培训、GMP 基础知识培训等），
设计并制作电子课件，提高培训的灵活性和效果。成立黄海学习群，并建立黄海微型图书馆，供有兴趣
的员工借阅。通过以点带面培养黄海的学习氛围，促进建立学习型组织。
后备干部培养
经过职工大会全员投票，选出三位副职后备干部，分别对口专业技术、经营管理方向进行培养，培

专业发展方向 ：

养时间为一个短期，两个长期。三位后备干部工作能力强，个人素质过硬，在群众中拥有良好基础，充
分体现了民主意愿。
高校联合培养

管理路线 ：

黄海制药与高校合作，建立实习基地，招募大学生、硕士生实习，建立道德规范教育基地，利用公
司的企业文化来教育熏陶学生，培养出能和公司一起成长的人才。公司根据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优先
接收合作方高校按公司要求定制培养的毕业生就业。从而培养出可塑性比较强的，能适应并认同企业文
化的人才，沉淀为公司的可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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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员工
党建带群建，推进企业的民主建设
黄海新支部以党建带群建，优势互补，增强党
支部对广大职工的影响力与号召力的同时，推进企
业民主建设。在“集体劳动合同”、
“工商集体协商”、
“女职工特殊权益的保护”、“职工医疗保险保障”、
“职工困难长效补助、救济、慰问制度”、“职工每
年疗休养”等工作中，坚持以“职代会”形式，推
进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在黄海广大职工中有很强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经济、文化两手抓，丰富职工文化生活
1. 立足岗位发挥职工的创新能力。深入开展“安康杯”和职工经济技术创新活动，教导员工树立紧
迫感、危机感、责任感，发挥了员工的创造性。开展安全生产及生产质量保证的培训活动，进一步提高
了职工对现场安全生产管理、危险源整合管控、季节性劳动防护措施落实等工作的参与度。
2. 充分发挥职工特长，搭建职工表演舞台。黄海工会举办了各种面向广大工会基层的欢庆活动，受
到了群众们的大力支持与欢迎，调动了职工的活跃细胞，极大程度上拉近了职工间的距离，加强了企业
的凝聚力。提升公司员工精神文化素质，展示企业文化品牌形象。
3. 开展多方面企业职工培训，包括安全生产、质量管理、职业技能等方面的培训，满足职工个人发
展的需要，同时增强职工的安全质量意识、职业技能等。
4. 鼓励员工参与到志愿者活动中，锤炼素质，丰富精神生活，获得自我实现的需求满足。

的影响力，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管理层深入基层，了解基层员工的生产、生活需求
企业管理层、党支部定期看望基层员工，与员工交流，
收集意见，向困难员工送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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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职工福利，增强企业凝聚力
1.“六一”儿童节、“三八”妇女节、重阳节等各节日的慰问工作、员工生日福利发放、生病职工慰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社区参与和发展——社区参与

问工作、职工家属丧葬慰问工作、帮困和助学补助、逢年过节困难家庭的慰问、高温季节大修人员慰问、

1. 积极参加月浦镇组办的各项活动。

停产期间高温补贴、降温费的及时发放等等工作，将组织的温暖送到职工心坎。这些工作既维护企业的
整体利益，又维护了员工的具体利益。
2. 主动为职工办理“在职职工住院互助保险”、“女职工特种重病互助保险”、“退休职工住院互助保
险”、
“特种重病团体互助医保”等，使得不论是黄海的在职职工还是退休职工均享受到不同程度的保障，
同时企业组织全体员工健康体检，保障了职工的身体健康、维护了职工的权益，让广大职工充分感受到
企业对每个职工的关怀。
3. 多年来一直坚持“表彰先进、鼓励优秀”，进行一年至少二次的职工疗休养，获得了广大员工的好评。

2. 响应上级单位的共建和谐社会的号召，
慰问困难党员、积极主动安置外来务工流动党
员、关心春节不返乡的外来务工人员，并带去
亲切的慰问。

2016 年公司停产期间先后组织了一次 30 多名基层职工赴“西山”三日疗休养，和一次工会班组长及公
司部分中层干部“恩施大峡谷”——“神农架”的健身加休闲活动，开拓了职工视野，陶冶了情操。

3. 积极参加一年一度的义务献血活动，认
真宣传无偿献血相关知识，本着“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服务理念，积极组织本单位职
工参与无偿献血活动，用实际行动为社会奉献
一份爱心和力量，展现了一份浓浓的社会责任
感。

4. 应政府解决人口就业问题的需求，公司
为各类人才提供了就业岗位，并积极参与市、区
组办的现场招聘会，提供岗位有十余种，2015
年新进人员共 25 人，包括周边村民、外来务工
人员、应届毕业生等。为村镇建设带来经济效
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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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捐赠
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唯爱天使基金喜迎十周年之际，企
业积极参与到“慈善帮困与培养医学紧缺人才”的公益活动中，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r

责任展望

esponsibility outlook

助寒门子弟成为医生扎根基层，十年来，我们配合“唯爱天使”，
资助三千人次医学生。总经理涂驭斌获唯爱天使基金成立 10 周
年贡献奖。__
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发起，2016 年，
上海现代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已连续三年定向捐赠抗肝纤维化现
代中药——扶正化瘀片的“唯爱天使爱肝之旅赠药活动”。

自 2014 年 6 月 23 日开出首张处方，已坚持三个年头，
累计参与城市 82 个，2016 年共有 685 位医生参与，开出
7238 张爱心处方，赠送 72987 瓶扶正化瘀片。

■ 学习工匠精神，聚焦中药现代化、国际化。持续创新，做行业领跑者。
■ 整合全产业链资源，深度融合信息化，向质量效益型药业集团转型升级。
■ 借力资本市场，推进现代中医药事业的新一轮高速发展。
■ 不忘初心，成为一家社会赞誉，员工满意，客户尊重的品牌企业。
目前赠药活动正在持续开展中。更多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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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推行公益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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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基础研究”获国家科

1970年

2010年

临床应用”获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二等奖，是中医药
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重

2013年
黄海制药成为上海市小巨人
培育企业。扶正化瘀片抗慢
性丙型肝炎肝纤维化美国Ⅱ
期临床试验揭盲，安全性、
耐受性、有效性获得美国
FDA最严格的认证。成为上
海现代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股东现代中
医药新注入资金，企业将建
设成为良好的融资平台。

明专利获得美国专
利局授权。黄海制
药通过最新版GMP认
证（丸剂）。芪麝
丸获批成为国家中
药保护品种。

程竣工。芪麝丸IV期临床
试验启动。建设安徽池州
种植基地，为公司中药生
产提供低成本、高质量、
标准化的原材料保障。扶
正化瘀高技术产业化示范
工程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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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意见表
反馈意见表
反馈意见表

反馈意见表
反馈意见表

我们希望听取您的意见和建议，恳请您在百忙中对我们工作和报告提出宝贵意见：
我们希望听取您的意见和建议，恳请您在百忙中对我们工作和报告提出宝贵意见：
我们希望听取您的意见和建议，恳请您在百忙中对我们工作和报告提出宝贵意见：
我们希望听取您的意见和建议，恳请您在百忙中对我们工作和报告提出宝贵意见：
1、您对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总体评价为：
1、您对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总体评价为：
1、您对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总体评价为：
1、您对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总体评价为：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很好
□很好
□较好
□较好
□一般
□一般
□较差
□较差
□很差
□很差
2、您认为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在主动服务政府、客户（业主）方面做得如何：
2、您认为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在主动服务政府、客户（业主）方面做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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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很好
□很好
□较好
□较好
□一般
□一般
□较差
□较差
□很差
□很差
3、您认为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在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做的如何：
3、您认为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在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做的如何：
3、您认为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在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做的如何：
3、您认为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在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做的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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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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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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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
□一般
□一般
□较差
□较差
□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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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认为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在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交流方面做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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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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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差
□很差
□很好
□很好
□较好
□较好
□一般
□一般
□较差
□较差
□很差
□很差
5、您认为本报告是否能反映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对经济、社会、环境的重大影响：
5、您认为本报告是否能反映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对经济、社会、环境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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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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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差
□很好
□很好
□较好
□较好
□一般
□一般
□较差
□较差
□很差
□很差
6、您认为本告别所披露信息、数据、指标的清晰、准确、完整程度如何：
6、您认为本告别所披露信息、数据、指标的清晰、准确、完整程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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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较好
□较好
□一般
□一般
□较差
□较差
□很差
□很差
7、您认为本报告的内容安排和版式设计是否有利于您的阅读：
7、您认为本报告的内容安排和版式设计是否有利于您的阅读：
7、您认为本报告的内容安排和版式设计是否有利于您的阅读：
7、您认为本报告的内容安排和版式设计是否有利于您的阅读：
□很合理
□较合理
□一般
□较差
□很差
□很合理
□较合理
□一般
□较差
□很差
□很合理
□很合理
□较合理
□较合理
□一般
□一般
□较差
□较差
□很差
□很差
8、您对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与本报告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在此提出：
8、您对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与本报告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在此提出：
8、您对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与本报告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在此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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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选择以下方式提供您的反馈建议：
您可以选择以下方式提供您的反馈建议：
您可以选择以下方式提供您的反馈建议：
您可以选择以下方式提供您的反馈建议：
邮寄：上海市宝山区石太路
邮寄：上海市宝山区石太路
1288 1288
号 号
邮寄：上海市宝山区石太路
邮寄：上海市宝山区石太路
1288 1288
号邮政编码：200942
号邮政编码：200942
邮政编码：200942
邮政编码：200942
传真：021-56155076
电话：021-56151065
传真：021-56155076
电话：021-56151065
传真：021-56155076
传真：021-56155076
电话：021-56151065
电话：021-56151065
电子邮件：sundise@sundise.com
电子邮件：sundise@sundise.com
电子邮件：sundise@sundi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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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上海市石太路1288号
邮编：200942
电话：021-56151065
传真：021-56155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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