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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集团一直秉持“先患者之需而行”的宗旨，致力于通过推动科学进步，改善人类生活。结合
了制药和诊断两大业务的独特优势也使罗氏成为个体化医疗的领导者，通过个体化医疗为每一位
患者提供最具针对性的医疗方案。

自 1994 年进驻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之后，罗氏一直

秉持“立足中国，造福中国”的经营理念，率先在上

海设立研发中心，不断推动创新药品在中国的临床开

发及注册。目前，罗氏在华共拥有 22 款产品，覆盖

8 大治疗领域并不断升级和完善在华，包括研究、开

发、生产、营销等环节在内的完整医药价值产业链。

 此外，作为健康医疗领域的领导者，罗氏积极与政府、

医疗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各界多方携手，共同

探索创新的合作模式，通过一系列有影响力和可持续

的举措惠及更多的中国患者。

关于罗氏

罗氏开始在上海

销售药品

上海罗氏制药

有限公司成立

罗氏全球药品开

发上海中心成立

罗氏研发（中国）

有限公司成立

加入全球罗氏

药品开发中心

罗氏上海创新

中心落成

罗氏制药创新

中心建设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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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制药在中国

罗氏在华共拥有

22 款产品

覆盖8 大治疗领域

并不断升级完善在华医药

价值产业链

“立足中国，造福中国”的经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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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荣誉及奖项

疾病认知

公益慈善

中国器官捐献公众宣传教育系列活动荣获中国公关协会授予“企业社会责任铜奖”

罗氏制药中国获得中国公益节  “2018 年度责任品牌奖”

罗氏制药中国获得上海第一财经公益基金会颁发的“年度公益合作伙伴”

儿童义走项目荣获社会责任大会“2019 年度优秀公益项目奖”

2017

2018

2019

2019

创新与贡献

雇主品牌

罗氏制药中国荣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跨国企业在上海优秀案例”，
以及“2018 可持续发展贡献奖”

罗氏制药中国获得 2018 中国常春奖“年度医药创新企业” 

罗氏制药中国荣获“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十大经典样本企业”

罗氏制药中国荣膺瑞士商会颁发的“跨国企业杰出贡献奖”

罗氏制药中国荣膺“新中国成立 70 年医药产业特别贡献企业”

罗氏制药中国荣获社会责任大会颁发的“2019 年度可持续发展贡献奖”

连续第五年蝉联“中国杰出雇主”认证

连续九年荣膺中国最佳人力资源典范企业称号

连续九年荣膺中国大学生职业倾向调查理想雇主百强

荣膺“组织创新典范企业”称号

2019

2018

2019

“因美而生”淋巴瘤公众宣教项目荣获“2019 可持续发展杰出贡献奖”



03 2018-2019 罗氏制药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

患者为先
作为全球领先的生物科技公司，自 1896 年来，罗氏集团持续为患者提供突破传统的医疗解决
方案，凭借严谨的科学、无畏的探索，我们以“先患者之需而行”为使命，依靠领先的技术与
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我们独特的业务结构，持续推动科学发展并探索创新的解决方案。

2019 年“一路通行”项目惠及湖南
长沙 10万女性，筛查出乳腺癌患者
103人，为患者节省了近 40% 的治
疗费用。

产品研发

药品安全

2019 年 10 月 21 日， 投
资 8.63 亿元的罗氏上海
创新中心在张江高科罗氏

园区落成，成为继全球总部巴塞尔，
美国总部旧金山后，集团在全球的
第三大战略中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我们已经递
交了 235 件发明专

利申请，其中 122件已经在中
国、美国、欧盟或日本获得专
利授权。

自 2007 年成立到 2019 年底，我
们与全国 300+家医疗机构合作开
展了 180+项全球或全国性的临床

试验，共有 28,000+名中国患者加入。同时，
罗氏全球药品开发上海中心将 11个罗氏全
球创新药品的 28个适应症加速引入中国。

作为患者安全用药的“守护人”，罗氏患者安全团队从用药者安全性出发，
发现、评价、认识和预防药品不良反应或其他任何与药品相关问题。通过
药物警戒体系、风险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降低患者安全性风险，最终
保证患者用药安全。

加速七款靶向药物——赫赛汀 ®、安维汀 ®、特罗凯 ®、佐博伏 ®、安圣莎 ®、帕捷特 ®、美罗华 ® 及一款生物制剂雅美罗 ® 被列
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打造以患者为中心的全程一体化服务，建立以 DTP（Direct to Patient）药房为核心的专业药学服务体系。目前全国共有 347
家 DTP 药房，覆盖了 238个地级市。

打造了首个一站式药师服务能力提升中心（ACE），通过 DTP 药房与医院联动，帮助药师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

药品可及性与可支付性

“希望小家”项目累计帮助
近 200 个 sJIA( 幼年特发性关
节炎 ) 患者家庭，共计从超过
400 人次入住。

2019 年“一路通行”项目惠及
湖南长沙 10 万女性，筛查出乳
腺癌患者 103 人，为患者节省了
近 40% 的治疗费用。

与基金会等慈善公益组
织合作，支持其开展患
者关爱项目进一步减轻
患者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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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与道德

合规
先锋

合规
培训

罗氏
云知道

患者合作

行业合作

罗氏制药中国将诚信、反腐败等理念融入组织治理、医学科学发展及业务开展中。严格遵守国家、监管机构及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
员会 (RDPAC) 的合规标准，客观、真实地进行药品合法推广，为社会提供可靠透明的药品信息。

合规管理重点领域

供应商管理

开展合规先锋项目及上线“罗氏云知
道”微信合规政策学习平台，培养内
部合规文化，宣传合规管理政策。

合法的药品推广 保持透明度

通过了解患者未被满足的诊疗需求，开展药物发展全
生命周期中的患者合作，共建以患者为中心、以价值
为导向的生态圈，坚持从患者角度出发，举办患者交
流活动，与患者组织展开交流与合作。

罗氏积极参与交流创新发展成果，并在医药行业相关
技术指南的完善、政策法规框架及系统的优化，以及
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采购原则，依据商业道德、
环境保护及社会影响等标准筛选供应商，并与全体供
应商签定廉洁承诺书及保密协议。

我们致力于打造可持续发展产业链，为所有供应商提
供线上及线下培训与交流，依托罗氏的科技及经济实
力优势，扶持微小供应商，携手提升供应商的可持续
发展水平。

2019 年来，我们共推选

2019 年合规话题相关培训

316 6
合规先锋 地区联络官先锋志愿者

18

覆盖人数达4,555名

反腐败

药物警戒大会

第 11 届国际患者组织经验交流会

AI 引入

合作共赢
我们严守伦理道德标准，确保业务运营的公开透明及合规管控，并不断完善产业链上下游供应商
管理及合作，赋能产业链发展。同时，我们积极参与行业合作，不断探索创新，坚持“先患者之
需而行”的目标，致力于推动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

名 位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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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我们希望吸引和保留更多的人才，更好地造福中国乃至世界的患
者。我们建立温暖并鼓舞人心的工作人文环境，让每个罗氏人都有机会在获得丰富职业发展机会
的同时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从而更加专心切实地帮助有需要的患者。

我们推出并不断改进各种福利政策，高度重视员工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为员工提供完善的服务，还定期组织一系列以“工

作与生活平衡”为主旨的活动，以帮助员工减轻压力，保持工作热情。

我们对于人才的学习与发展有着全面的规划和完善的人员及系统支持。所有员工均可依据其个人特质与职业兴趣对自己

未来的职业发展进行规划并获得支持。

聚焦人才

沟通与关爱

发展培训

健康安全

连续5 年荣获

中国杰出雇主奖

新员工入
职培训

注册参与
线上技能
通用培训

女性员工占比

60+%
女性高管占比

50+%

我们致力于为员工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对潜在风险场所进行监控及

评估，并鼓励员工主动提高潜在风险点。

我们为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员工提供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健康

检查。自运营至今，我们无确诊的职业病病例。

报告期内，我们生产相关的罗氏工伤事故率为 0.01。

17 场 1,800+ 人 近 80 人 近 48,000 小时 约 31 小时

参加外
部培训

员工
培训

平均
受训
时长

健康生活方式 保持心理健康 预防控制疾病 健康福祉资源

SHE 培训时长

2017 2018 2019

9,747
6,615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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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
我们以“绿色环保，氏为己任”为口号，时刻关注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积极促进节能减排、
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环境友好型社区。我们倡导员工积极参与安全、健康与环境相关的活动与管理，
不断提高全体员工的环境保护理念和行为表现，优化设备及工艺以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基于往年基础数据我们设立了 2020 年的环保目标：

减少资源消耗

减少排放

我们基于医药行业的特点，结合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构建并完善有效减少资源消耗

的系统性管理制度及措施。我们在楼宇的建设、设计以及设备的使用上尽可能减少能源

消耗，并通过培训宣贯提升员工意识，也鼓励员工在日常工作中提供节能的创新建议。

我们基于国家法律法规和罗氏集团要求对化学品和排放物进行严格管理，从设施设备、生

产操作、材料使用等各个方面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较 2015 年人均二氧化
碳（CO2）排放量降低

较 2015 年人均
能源消耗降低

217,525吨 33,530吨二氧化碳当量 241.57 吨 115.36 吨 160,579 立方米
水资源消耗总量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可回收无害废弃物 危险废弃物 废水排放总量

较 2010 年清洁能
源使用占比达

25%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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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益
我们秉承“回报社会”的宗旨，时刻关注患者需求，积极投身公益项目，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
将关爱深入社区。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渠道途径，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贯彻于公益事业，
关注社会需求，为共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态不懈努力。

疾病认知

社区关爱

灾害救助

作为抗肿瘤、抗病毒、移植等关键领域的
领先者，在带来创新药物的同时，致力于
提升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积极推动科普
知识的传播。

·乳腺健康宣教活动
·淋巴瘤公益宣教项目
·6.11 器官捐献主题活动日
·2019 年国际罕见病日宣活动

通过改善人类生活，为社会创造价值”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可持
续发展理念，这一理念不仅体现在我们在专业领域的不断追求，
也体现在我们对于社区和社弱势群体的关爱。 

·儿童义走公益项目
·罗氏志愿者联盟

积极参与人道主义灾害救助和支持。通过
捐助现金、物资及药品的方式，累计捐赠
金额近 6,000 万元人民币。

·携手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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