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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杨森简介

“我们要把创新的药品带给中国患者”

西安杨森创始人-保罗•杨森博士

• 创建于1985年
• 美国强生子公司
• 最早进入中国的合资制药企业之一
• 致力于满足中国患者的需求

中方

汉江制药厂

陕西省医药总公司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外方

强生

比利时杨森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1985年，强生公司在中国建立了第一家合资企业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30%
70%



西安杨森产品简介

Tablets 片剂

Capsules         胶囊

Creams 乳膏剂

Liquids            液剂

Suppositories 栓剂

Powder 散剂

Tube Filling 管装

Bottle Filling 瓶装

Sachet Filling 袋装

Blistering 铝塑包装



工厂级EHSS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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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的权利和义务
权利

 安全健康保障权：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订立的劳动合同，应当载明有关保障从业人员劳动安全、
防止职业危害的事项，以及依法为从业人员办理工伤保险的事项。

 知情权和建议权：从业人员有权了解其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及事故应急
措施，有权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建议。

 监督权：从业人员有权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有权拒绝违章
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

 紧急情况处置权：从业人员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停止作业或者在采取可能的
应急措施后撤离作业场所。

 社会保险和民事赔偿权：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
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

 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权：从业人员有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权利。

义务

 遵章守纪、服从管理义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参加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义务：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
生产知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报告不安全因素义务：从业人员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立即向现场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报告；接到报告的人员应当及时予以处理。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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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S 管理体系

EHSS标准
强生全球制定的EHSS标准覆盖安全、健康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所有方
面，每个下属子公司有责任通过最符合其场所和运行的方式来达到标准
中的要求。EHSS标准每年会进行回顾和修订。EHSS标准共有27个章
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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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S 管理体系

Comprehensive EHS&S Audits（综合
性EHSS审计）

Comprehensive EHS&S Audits是J&J用来评估EHS标准和法规符合性
的过程，它为如何进行评估 设置了具有前瞻性、清楚的要求。为自评和
联合评估提供了工具。每一个制造和研发场所都需要每年完成自评估和
每三年由第三方（内部和/或外部）完成的联合评估。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J&J 要求在每个下属子公司的制造和研发场所建立环境管理体系，通过
ISO14001 审计，以实现对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的承诺，并确保环境管
理的持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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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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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工厂无害废弃物回收率>80%，排水COD平均32mg/L



环保与安全行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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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监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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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管理 流程
Management Process Flow Chart

安全环境方针 EHS Policy

安全环境管理体系文件

Management System Documents (Manual, Procedures, etc)

培训、教育、交流 Training,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评估、审计、检查 Review, Assessment, Inspection

建立、跟踪 MAP Create MAP & Follow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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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健康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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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管理程序--环保管理程序
Standard Management Procedure-Environment  Protect Procedure

DS 编码 DS 版本 文件名称

DS-SOP-11852 02
环境因素的识别和评价程序
Environmental Factor Ident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Procedure

DS-SOP-11854 01
监测与测量程序
Monitor and Measurement Procedure

DS-SOP-11855 01
污染物释放管理程序
Pollutant Release Management Procedure

DS-SOP-11856 01
能源资源消耗控制程序
Energy Consumption Control Procedure 

DS-SOP-11857 03
危险废弃物管理程序
Harmful Rubbish Management Procedure

DS-SOP-11858 03
无害废弃物管理程序
Harmless Rubbish Management Procedure

DS-SOP-11859 03
大气管理程序
Atmosphere Management Procedure

DS-SOP-11860 03
水及雨水安全环境管理程序
Potable water system management procedure

DS-SOP-11861 01
贮罐管理程序
Tank Management Procedure

DS-SOP-11862 07
废水管理程序
Waste Water Management Procedure

DS-SOP-11864 01
固定资产和非固定资产报损变卖程序
Procedure for Fixed & Non-fixed Assets Selling and Loss 
Reporting 

DS-SOP-11865 01
厂区环境管理程序
Plant Environment Management Procedure

DS-SOP-11866 01
草坪维护管理程序
Lawn Maintenance Management Procedure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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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用水 Water Saving

1. 加强用水设备日常管理与维护，严禁跑冒滴漏；如
发现有漏水现象，在无法采取有效措施的情况下，
须马上向公司相应部门反映以便及时修理。

2. 用完水后做到随手关水。

3. 淋浴室严禁洗衣服，本着节约的原则用水，不用时及
时关上水龙头。

4. 严禁在公司或厂区马路上洗车，洗车不仅浪费水，且
洗车水排入雨水沟是违规的。

5. 工厂要采取措施减少水资源浪费，鼓励节水方案的实
施。



节约用电 Electricity Saving

1. 空调温度设置，夏季不低于26℃，冬季不高于20℃，开空调
时关闭门窗，外出无人在办公室内应关闭空调。

2. 办公场所及公共场所自然光度足够时不再开灯。做到人走灭灯，
杜绝长明灯、白昼灯（应急灯除外）。

3. 将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等办公设备设置为不使用时自动进
入低能耗休眠状态。

4. 下班前关闭办公室等一切工作场所可关闭电源，包括空调、电
脑主机、显示器、插座、饮水机等。

5. 不用时，将充电器从插座上取下。

6. 优先采用环保型、节能型电器和设备，避免使用大功率电器。



节约用纸 Paper Saving

1.文件和材料的起草、修改和传阅尽量在电子媒介上进行，减少纸
质文件印发和传真的使用频率，加快推进无纸化办公。

2.利用电子邮件代替普通的信件往来，方便快捷又节约纸张。

3.发放文件要严格核定印发的份数，尽量避免多印和彩色打印。

4.电脑文件打印前事先进行页面优化设置，提倡双面打印和复印，
尽可能使用再生纸。

5.重复使用信封、文件套。单面用过的纸，反面可以作草稿纸和便
条纸。

6.尽量回收废纸、碎纸。

7.自备茶杯，少用纸杯



CO2减排 CO2 Emissions Reduction

1.尽量选择能耗小、环保节能的电器，例如：节能洗衣机比普通洗
衣机节电、节水，相应减排二氧化碳。 选择清洁能源，如太阳能、
风能、生物质能等。

2.减少粮食浪费，实践“光盘”行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少浪费粮食，相应减排二氧化碳。

3.减少吸烟， 吸烟有害健康，香烟生产还消耗能源。

4.选用节能的空调并合理使用。空调设定的温度越低，消耗能源越
多。可通过改穿长袖为穿短袖、改穿西服为穿便装、改扎领带为扎
松领。

5.随手关灯，增加办公或公共场所的自然采光。
6.鼓励采用公共交通上下班，骑自行车或步行代替驾车出行。
7.选购小排量汽车，汽车耗油量通常随排气量上升而增加。



能源资源消耗控制
能源管理 Energy Management

能源管理委员会使命

通过各项宣传活动,

提高员工节约能源的意识,

倡导使用高效能设备、优化流程，

从而推动能源耗用的不断降低。



能源管理 Energy Management

利用新能源



水 和 废 水 管 理 Water and Waste Water
Management
1.工厂饮用水系统的管理 ：
龙头和开关标识应清晰，确保不被误饮用，例如“非饮用水标识；
充分保护公司饮用水供应水源，有任何异常情况请立即通知您的主
管或EHS&S。

2.工厂雨水管网和污水管网的管理：
工厂的雨水管网与污水管网是两个不同的独立排水管网，即“雨污
分离”；
清洗墙面、地面、托盘等含有清洗剂等有害物质的清洗废水严禁排
入雨水管网；
如果对雨水系统或污水系统有影响时，需与相关涉及部门（如：工
程维修部，EHS&S等）讨论制定改造方案，以及更新管网图纸、
清单、操作程序、标识和人员培训；
如果您发现雨水井或雨水管网有任何异常，例如：晴天听到雨水井
或雨水管网有水流声，污水管网排放的污水与日常有显著不同时，
应及时汇报给您的主管或EHS&S；



水和废水管理 Water and Waste Water Management

3.工厂废水管理：

如果厂内设置污水处理站，应遵循厂内污水排放相关管理要求，确
保污水处理站达标排放，避免意外大量排放或泄露（如：化学品、
危险废物、生产物料泄露等），导致污水处理站无法正常处置；

如果厂内未设置污水处理站，而直接排入工业园区废水处理站，应
遵循工业园内污水排放相关管理要求，确保厂内排放的污水符合工
业园内纳管排放标准；

如果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例如废水运行异常、化学品或危险废物意
外泄露事故，请立即通知您的主管或EHS&S。



废水管网检验与清洗

23



废水管网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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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管理 Waste Management

1.废物和分类

2.现场管理：
废日光灯管单独收集，报废电子设备处理咨询EHS&S 部门；
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无害废物分类存放收集；
危险废物和普通废物分类存放
按照现场规定粘贴废物标签；
如果您对于废物分类的要求不清楚，请咨询您的主管或EHS&S。

3.废物处理的优先层次：
1）源头减少2）回收/回用3）化学/生化处理4）焚烧和能源利用
5）填埋

危险废物标签



危险废物标签



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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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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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水指标日常监测，COD指标<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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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界噪声 Noise

国家对于厂界噪声排放有专门的规定，因此，对于工厂，特别是建
筑周围有居民区的的工厂，噪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影响。因此，
我们应该做到以下方面：

• 在不用时，请将设备马达关闭；

• 在夜间减少设备运行频率，或者关闭设备；

• 当设备的噪声异常时，应立即报告工程部；



大气 Air

1.在强生工厂或R&D实验室都安装有各种废气和臭气
处理设施，以下建议可帮助您从源头上避免废气的污
染排放：

2.消耗臭氧物质设备的管理

消耗臭氧物质是指：氟氯烃类(CFCs)、哈龙、四氯化
碳、三氯乙烷、溴化甲烷和氢氟氯碳(HCFCs)等物质。
根据强生总部环保要求，到2025年现有的HVAC/制冷
设备中禁止使用HCFCs，新设备购买时不应使用HFCs。



工艺粉尘排放监测



草坪维护环境管理

1.行政部：是草坪维护和管理部门，会依据本程序进行草坪的管

理和维护。

2.合同方：负责草坪的灌浇与修剪。

3.各部门：须保持草坪面的洁净，不得蓄意破坏。



EHS培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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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培训计划：各部门依据培训需求，在一年的周期内安排培训师、培

训时间、培训者名单等；

 培训频次：本岗位的常规培训需求，需要进行每年一次更新培训。

 新员工和新临时工：除参与部门年度计划的培训以外，应在上岗前进行

“三级安全教育”：入厂基本安全环境教育、部门安全环境和岗位安全

环境教育。培训内容依据该岗位的培训需求而定。

 转岗员工：除参与部门年度计划的培训以外，上岗前就应接受其新岗位

相关的安全环境培训。

 记录：所有安全环境培训记录均应上交至安全环保部统一保存、管理。

安全环境培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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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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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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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管理

 一级承包商安全职责（总包）

 受雇的个人或公司

 受雇提供服务

 对使用的工具和方法负责

 服务的期限、付款的方式和服务的要求及其他相应

的条款已在合同中得到确认

 不直接接受本公司的监督和管理

 对次级承包商（分包）的安全、健康和环境负责



承包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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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项目负责人/联系人的安全责任

 执行承包商安全选择标准

 项目开始之前，和承包商一起分析作业中的危险和风险

 介绍J&J的安全条款

 确保承包商执行许可证作业的要求

 当发现潜在危险时及时暂停作业和通知承包商

 参加对承包商在安全执行方面的审核



承包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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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包商分类

行政管理和技术服
务类（ATS）

厂房、场地和设备
维修类（BGS）

建筑项目类
（CPS）



化学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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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管理

化学品使用生命周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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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危险性公示
○ 标签：
 依据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GB15258-2009)要求，所有化学品的供

应商均需张贴符合GHS（关于化学品的分类及其标签的国际协调组织）
要求的标签，包括危害性象形图，警示语，危害性说明，注意事项，产
品名称，生产商/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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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被视为安全时可做: 1）立刻关闭泄漏源；2）照顾受伤人员。

仅被视为安全时可做：

采用吸收材料在溢漏的表面连续反复吸附直到完全吸收或收集。

注意：在所有的情况下要预防排入雨水管。

化学品泄漏处理



个人防护用具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1.当设备设施或收集保护装置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护，以防止员工受
到潜在的伤害时，我们需要佩戴一些个人防护用具（PPE）来保护
自己。公司对所有的作业进行过评估，并提供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
您可以在工作区域找到适用于您工作的个人防护用品：
·



环境评价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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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因素识别与评价

 环境：组织以及运行活动的外部存在，包括空气、水、土地、自

然资源、植物、动物、人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环境因素：一个组织的活动、产品或服务中能与环境发生相互作

用的因素。

 评估工具：

 评分法法：通过打分法，运用MF6801《环境因素评价准则表》，

进行评判，其中R=A+B+C+D+E+F ，R>=15为重大环境因素；

 专家评定法：因素可以由专家与工厂专业工作人员根据特别的

状态按照特殊的要求来确定。

 安全部：负责环境因素辨识及环境因素评价小组工作，以及协助

各部门进行环境因素的识别。

 各部门主管和内审员：负责本部门或工厂范围的环境因素的识别、

登记。

12-1





 适用范围：

1）新、改、扩建且对环境有一定影响的工程项目项目，需要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

2）对于没有环境影响或影响很小的工程项目不适用于改程序，但

必须执行变更管理程序

3）污染防治设施，节能设施，资源回收利用设施及污染监测设施

项目需要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

 职责：

1）工程部门在进行立项、设计、施工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环境

影响及防治，并与项目申请部门配合，执行变更管理程序，对

可能的环境影响进行初步评价。

环境事前评价管理



突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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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响应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1.什么是紧急情况？
• 火灾
• 爆炸
• 危险气体泄漏
• 危险化学品喷溅或泄漏
• 医疗紧急事件
• 灾害天气：台风、暴雨、洪水
• 地震
• 炸弹威胁
• 工作场所暴力和犯罪行为
• 断电
• 生物威胁



应急响应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2.在紧急情况中我该怎么做?

• 在安全地带电话拨打内部紧急
联系电话

• 缓慢并清楚地给接电话的人描
述情况

• 报上自己的姓名, 地点, 所用的
电话号码

• 等对方挂上电话后才能挂上

• 有必要的话帮助保安部/ERT员
工

• 如果你没有培训过，还清理危
险品

• 移动昏迷/重伤的人员

该做的 不该做的



应急响应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3.如果有疏散警报...

•通过安全疏散通道立即离开

•注意并避免危险的情况

•带领你的访客快步到指定集合
地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集合
处报到直到得到指令

•用电梯

•用洗手间

•收拾私人物品

•没有遵循ERT队员的指令擅
自离开集合处

•擅自离开公司

该做的 不该做的



紧急撤离
Emergency Evacuation

1. 平时你应该做的：
在你的工作区域附近找到紧急疏散图
熟悉你所在区域内2条疏散路线
知道你工作区域附近的报警器位置和报警电话



环境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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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习 危险废弃物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习



紧急撤离
Emergency Evacuation

2.紧急疏散流程和职责

所有员工 ：听到报警信号后

 立即从最近的出口离开建筑物。迅速有序地行走。不

要奔跑。遵循工厂的紧急出口标志选择最优疏散路线。

 在确保我们自己会快速疏散的同时， 提醒其他人, 包

括你的承包商和访客一起疏散到室外集合点。

 疏散时请不要使用电梯。

 到指定的集合地点集合。

 与你的部门/主管站在一排， 任何异常，向主管汇报。

 未宣布紧急情况解除， 禁止离开。



紧急撤离
Emergency Evacuation

2.紧急疏散流程和职责

区域管理员/主管：

 组织他/她的小组妥善疏散。

 检查他/她区域的疏散状态，清点人数， 及时向应急指挥团队汇报。

应急指挥团队

 组织妥善疏散。

 到集合点集合，与各区域管理员/主管确认人员是否全部疏散。

 向指挥官汇报人员疏散情况。人员疏散结束，向事故总指挥提供下一步

行动建议。



地震应急准备与响应 SMP-SIP036

6800电话



报警：发现火情后，通过6800报警电话，
手动报警器或其他方式向保卫人员报告；

初起火情：使用就近的灭火器进行扑灭，
当使用灭火器无法控制火情时，组织疏
散。

火灾应急程序 SMP-SIP056



事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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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汇报 Incident Report

 事故发生后，事故当事人应迅速向其直属主管报告。
承包商和访客也应立即汇报给负责他们工作和活动的
直属主管。24小时内上报公司。

 部门负责人会同EHS认定事故等级、影响程度、后续
措施

 事故报告人、部门负责人和EHS需要采取特定的立即
措施来减小或控制事故的影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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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事故Severe Events

严重伤病事故
SIIC

损失工作日事故
LWDC

可记录事故

不安全行为/不安全状况
(每8000起导致一起可记录事

故)

未遂事件
每80起导致一起可记录事

故

Good Saves事件报告

Good 
Saves



Good Saves事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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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任何Good Saves事件，请立即
报告区域主管和EHS&S。



Good Saves事件报告

• 路过的人踩到后滑倒，手部骨折
严重伤病事故

损失工作日事故

• 踩到后滑倒，手部划伤，需要缝针可记录事故

• 路过的人踩到后滑倒，手部表皮擦伤，消
毒处理急救事故

• 路过的人踩到后滑倒，但没路过的人没有
受伤

未遂事件

• 地面有一滩水不安全状况/行为

Good Saves

事故



 内容：规定了安全环境管理体系内部审核的实施办法，包括：

–管理层、安全环保部、安全环境管理者代表，以及各部门职

责；

–审核计划制定、审核前准备、审核实施方式（首次会议、审

核、末次会议）、审核前、中和后的沟通、内审报告的编写、

不符合跟踪、文件记录保存和管理等；

 目的：明确安全环境管理体系内部审核的具体执行办法，从而确

保各部门有效开展内部审核，评估安全环境管理系统是否与计划

方案相一致，是否已经得到正确实施与支持，是否有效地实现组

织政策与目标。通过不断改进、不断评估、再改进、再评估的良

性循环工作模式，确保安全环境管理在各部门的有效落实。

安全环境管理体系内部审核



 GMP变更：《变更审批程序》

 非GMP变更： 《变更管理程序（非GMP相关）》

变更管理



无烟工作场所

 公司所有员工和来访者均被禁止在公司工作场所使用烟草。 工作场
所包括：公司拥有的建筑物内、外部 （如西安工厂厂区等），公司
租赁的建筑物内部及停车场；公司拥有或租赁的车辆内部和停放在
公司场所的个人车辆内部；以及由公司组织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场所
。

 “无烟“政策为强制性政策，不遵守上述政策的员工将被视为违反
员工纪律。



外部安全环境健康活动External EHS Engagement

环保新城分局在西安

杨森召开规范污水处

理设施管理及设立环

境标识现场会议，推

广杨森经验。



外部安全环境健康活动External EHS Engagement

目前已累计植树约6000棵，
绿化面积6万平米

2001年浐河植树 2009年大明宫遗址公园植树



外部安全环境健康活动External EHS Engagement

通过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的支持，及与非政府组织红凤
工程的合作，开展社区环境健康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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