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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者致辞

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国

民对环境问题也日益关注。企业作为污染排放的主要来

源，也承担着环境保护的主要社会责任。在这样的前提

下，开发区政府和泰达低碳促进中心组织倡导开展的环

境信息公开项目建立了公众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

间互相了解与沟通的平台，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TFTD

作为开发区众多企业中的一员，会积极参加此项活动。

TFTD秉承丰田汽车公司的环境理念，以打造世界一

流的环保工厂为目标。公司每年通过开展环境月、QC、

创意工夫等活动，群策群力努力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

染物排放，提高员工的环境意识，培养员工环境保护的

责任感和自觉性。

在此，我们坦诚的公开企业环境信息，积极接受社

会各界的监督，并衷心欢迎各方与我公司沟通，提出宝

贵意见。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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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概况

2.1 公司简介

丰田一汽（天津）模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3 月 4 日，同年 12

月建成投产，是由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与丰田汽车公司双方以 1:9 投资

比例成立的合资企业，现注册资金为 2700 万美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磯部

利行 ，总经理为佐々木雅浩。公司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 228 号，

占地面积约 40000 平方米，主要生产汽车外板冲压模具。公司目前拥有总

资产约 3.3 亿元，员工 198 名，年生产总值约 1.5 亿元。

公司现有组织机构：公司最高管理者为总经理；下设制造部、管理部。

部以下设课、组、班编制。

公司十分重视环保工作，公司以环境治理、污染预防为宗旨，把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分类管理、强化污染治理与预防，遵守国家相关

环境法律法规。公司力求不断改善环境行为，提高环境绩效，在污染治理

上逐步由过程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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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企业从事的行业及规模，主要产品及服务

我公司是汽车外板冲压件模具生产的厂家。属于小型企业，有员工

195 人。主要产品是汽车外板冲压件模具、主要服务是产品售后的维修服

务和技术服务。

2.3 企业总资产、销售额或生产额

我公司总资产 2.76 亿人民币，2016 年总产值 13242.8 万元人民币。

2.4 在报告时限内企业在规模、结构、管理、生产、产权、产品、服

务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丰田一汽（天津）模具有限公司，是由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和中

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投资建立（出资比例：丰田 90%、一汽 10%）的

合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磯部利行。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

228 号。厂区占地面积 39674 平方米，于 2004 年 3 月于天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注册成立，一期注册资本 2090 万美元，二期增资 1500 万美

元。主要从事汽车外板冲压件模具生产的行业。生产主要产品是以丰

田品牌车辆为对象的汽车大型外板冲压件模具，包括侧围外板、顶盖、

发动机盖、翼子板、车门、行李箱盖等模具。 生产规模为小型企业，

目前拥有总资产 2.76 亿人民币，本年度销售总额 13242.8 万元人民

币。

2.5 企业的环境管理体系

2016 年环境工作管理体系：总经理是环境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下设

1 名环境管理者代表（管理部副部长），具体推进工作由管理部直接管辖

的部付即环境卫生组负责，组员 3 名，专职环境担当 1 名。公司成立了“环



丰田一汽（天津）模具有限公司

4

境·健康管理委员会”，组织内有制造部和管理部各部门专、兼职环境管

理委员会委员、管理者和推进者共 22 名。

为更好的开展环境保护工作，我公司于 2007 年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并于同年 12 月取得 ISO14001 认证，每年进行并通过审核，保持着认证资

格。

ISO14001体系认证证书

TFTD 环境方针

向社会提供优良的汽车模具的同时追求与环境的共同发展，按照“热情、
实行、前进”这句格言的精神推进环保工作。
1.预测并评价汽车模具制造对环境的影响，制定环境目标，实现持续改进。
·以循环模具社会的实现为目标，挑战零污染。

·改善原材料、模具设计和生产工艺，控制发生源，以实现世界一流的环
保工厂为目标。

2.为了保护环境，从设计到生产，所有的人都作为地球人以高度责任感和
自觉性展开自主自律的活动。

3.在遵守政府、地方公共团体制定的有关环境的法律、法规的同时，贯彻
防患于未然的理念，在切实理解本质的基础上进行日常管理。

4.重视与政府、企业和地方进行广泛的交流，同时积极配合工厂绿化活动

及地区的环保活动。

环境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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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016 年度环境保护目标和任务

我公司从减少环境污染、节能减排出发，每年制定环境目标，并展开

活动努力达成。2016 年环境目标如下：

3 环境管理绩效情况

3.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履行情况

对于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我公司始终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对于环境保护工作“三同时”的要求，保证环境保护设施

的建设与生产主体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公司 2004 年

至 2005 年分二期进行了厂房新建和扩建，环境保护投资 100 万元，占总投

资 0.4%。全体项目严格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顺利通过了开发区环

境保护局的验收。2005 年至 2016 年间无新、改、扩建项目。

重点环境目标 环境指标 主要实施事项

各项工作合法合规

环境事故、惊吓事件为 0 加强点检，做好预防措施

环境投诉、抱怨为 0 定期收集相关方的要求信息

污水、废气、噪声符合排放标准 降低污水 COD 浓度对策确实实施

降低污水污染物

排放浓度

COD排放低于 400mg/L
氨氮排放低于 32mg/L
悬浮物排放低于 320mg/L

（1）每月清理化粪池和隔油池

（2）食堂清洗餐具方式改善

（3）食堂洗米方式改善

减少单位产量 CO2排放

CO2排放低于 4197.97吨

·用电 4378.66MWh，
折合 3239.77吨

·用蒸汽 5127吨，折合 939.41吨

CO2原单位目标：13.04t/C

（1）消除压缩空气漏气、消除照明、

空调用电浪费；

（2）根据生产负荷设备停机。

（1）4、5、9、10 月不使用蒸汽；

（2）根据车间温度间歇关闭空调。

降低用水量

年用水量低于 14509吨

·绿化用水量降低

·冷却塔用水量降低

（1）定期抄表，及时发现漏水并维修；

（2）改善绿化浇水方式，减少绿化用水量；

（3）减少冷却塔用水量；

（4）消减休息日用水量。

减少废弃物排放量

危险废弃物处置合规

一般废弃物低于 11300Kg
危险废弃物处置合规 100%
原单位目标：35.1Kg/C（含危废）

（1）持续进行废弃物分类活动；

（2）有价&可回收废弃物的洗出和收集；

（3）抹布手套的工程间再利用；

（4）加强废弃物处置公司的教育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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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丰田模具新建项目 2004.1.17 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区环保局

2007.9.3 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区环保局丰田模具扩建项目 2005.5.26 2007.9.3

3.2 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

3.2.1 水环境

3.2.1.1 污染因子的确定

我公司无工艺（生产）废水，产生的废水均为生活污水,即食堂污水和生活

污水（说明：食堂不进行食品加工，实行送餐分餐制）,经过隔油池和化粪池沉

淀后统一排入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12/356-2008）

三级标准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三级标准。依据我公司的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确定污染物如下：

常规污染因子：COD，BOD5，氨氮

特征污染物因子： SS，动植物油，石油类

表 1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统计表 （单位:毫克/升）

污染物
依据

标准

排放浓度

（年平均值） 排放

规律

排放

去向
2016 2015 2014

常规污

染物

CODcr 500 109.65 325 70

不规律

间断排

放

天津泰

达威立

雅水务

有限公

司

BOD5 300 40.5 263.8 26

氨氮 35 16.68 18.2 2.9

特征污

染物

SS 400 58.6 52.3 6.8

动植物油 100 1.15 2.28 0.7

石油类 20 1.098 未检出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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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每年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污水进行一次检测，结果均达标。由于我

公司污水主要是生活污水，因此没有污水处理设备。但定期对污水由第三方进

行检测，检测结果如接近标准上限或超标，公司会马上调查原因并对策。

我公司污水主要管理控制手段：禁止化学品、含油废水等排入下水系统；

每月对化粪池、隔油池进行清掏；定期点检污水井；定期对污水进行检测等。

3.2.1.2 水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情况

2016 年我公司持续实施了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对水污染物的排放进行自

主监测。监测结果均符合标准。

3.2.1.3 污水排放量的确定

我公司无生产性污水，只有生活污水，污水量小，未安装污水排

口流量计。2016 年我公司自来水用量 20570 吨，绿化用水量 4947 吨，

冷却塔用水 4615 吨，污水排放量 9357 吨。

表 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表 （单位:吨）

污染物
2016 2015 2014

总量要求 排放量 数据来源 排放量 排放量

废水总排放量(t) -- 9357 第三方监测 7311 10946

常规

污染物

COD (t) 3.07 3.06547 第三方监测 2.376 0.76

BOD (t) -- 0.379 第三方监测 1.93 0.32

氨氮(t) -- 0.156 第三方监测 0.133 0.03

注：1.总量要求：根据排污许可证；

2.数据来源：无在线监测，通过物料衡算估计。与排污申报登记数据一致。

我公司污水量与排放量为估算，2016 年由于用水量偏高，但未超总量要求，

在可控范围内。

3.2.2 大气环境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

3.2.2.1 污染因子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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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主要工艺为铸件机械加工、部品组装、冲压等，无有机废气排放。

车间内废气通过车间换气，经屋顶排风口（高度 15米）集中排放至室外。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我公司主要大气污染因子为：工业粉尘（颗粒物）。

执行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新污染源二级。

表 3 大气污染物监测浓度统计表

污染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浓度监测数据

年平均值

（mg/m3）

最高允

许排放

速率

（kg/h）

排放速率监测数据

年平均值

（kg/h）

2016 2015 2014 2016 2015 2014

排放口 1

常

规

一般性

粉尘
120 1.3 1.1 1.07 3.5 0.087 0.011 0.011

排放口 2

常

规

一般性

粉尘
120 1.3 1.23 1.27 3.5 0.064 0.012 0.012

我公司每年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废气进行一次检测，检测结果均达标。

3.2.2.2 污染物排放量的确定

表 4 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表

污染物

(吨/年)

2016 2015 2014

总量要求 排放量 数据来源 排放量 排放量

常规

污染物
烟尘 -- 0.0756 第三方监测 0.0115 0.0115

注: 数据来源：无在线监测，通过物料衡算估计。与排污申报登记数据一致。

3.2.3 固体废弃物排放控制情况

3.2.3.1 危险废物排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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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危险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统计表

名称
废物

类别

主要有

害成份

形态(固、

液、气)

产生

来源

年排放量/t
处置方式

2016 2015 2014

1.废油 HW08 油 液 生产 4.785 4.972 6.608

利弗斯（天津）

工业废物处理

有限公司处置

2.油抹布

手套
HW49 油 固 生产 0.157 0.504 0.569

天津合佳威立

雅环境服务有

限公司处置

3.废油漆

罐等
HW49 油漆 固 生产 0.047 0.185 0.148

4.废灯管 HW29 汞 固 办公 0.003 0.06 0.02

5.废电容 HW49
多氯联

苯
固 设备 0 0.01 0

6.废药品 HW03 药物 固 医务室 0.001 0.011 0.003

我公司产生的危险废弃物主要包括：生产设备排出或修理保养产生的废油、

日常清理或作业沾染油污的抹布和手套、沾染或残留污染物的包装罐、更换下

的废灯管、不定期更换的电瓶以及医务室产生的过期药品等。由于设备的维修

周期不同，故障不可预期等情况，危险废弃物的产生量并不稳定，与生产量并

不直接相关。

我公司危险废弃物均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进行处置，并每年对处置

单位的资质进行确认。

3.2.3.2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控制

表 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及处置情况

年份 固废名称 产生量
综合利用量

（t）

处置量

（t）

贮存量

（t）

排放量

（t）
排放去向

2016
加工铁屑

铁板件

泡沫残材

190.48 190.48 0 0 0

丰通再生资源

佛强再生资源
2015 152 152 0 0 0

2014 135 135 0 0 0

我公司生产产生的一般废弃物主要为废金属件、铸件加工产生的废铁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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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铁板件的边角料、聚苯乙烯泡沫残材等，均为可回收废弃物，委托丰通再

生资源或佛强再生资源进行回收利用，根据产生量基本每天清理一次。生活垃

圾由佛强再生资源进行处置。

3.2.4 噪声污染排放控制情况

我公司设备除冷却塔外均设置在车间厂房内部，厂房为封闭式，车间内噪

声对外部环境影响很小。冷却塔也选用的低噪音型，对环境影响较小。

执行标准：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3 类）标准。

表 7 噪声污染排放及处置情况

我公司每年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厂界噪声进行一次检测，检测位置为工厂

厂界（东南西北共四测点），检测结果均达标。表中为检测结果均值。

3.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情况

我公司将油品等化学品泄漏流入土壤或雨水系统、火灾等定为环境紧急事

态，为减少环境风险，我公司在建立环境管理体系时，就建立了应急准备和响

应管理程序，制定了《环境异常事件应急措施》、《道路泄漏应急处置方案》、《泡

沫车间火灾应急救援预案》、《紧急事态联络图》等，并在特定位置常时存放环

境应急物资。相关部门每年对应急措施或预案进行演练，对措施或预案本身进

行修订。在 2016 年间，我公司根据我公司情况编制了《丰田一汽（天津）模具

年份
测点

位置

对应噪

声源

噪声源

性质

昼间噪声排放 dB(A)

（ 6 时-- 22 时）

夜间噪声排放 dB(A)

（ 22 时-- 6 时）

执行标准 等效声级 执行标准 等效声级

2016
厂界外

1米
设备 其他 65 58.67 55 52.5

2015
厂界外

1米
设备 其他 65 54.04 55 50.7

2014
厂界外

1米
设备 其他 65 55.7 55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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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经区环保局审核通过，于 2016 年 5 月 9

日在开发区环保局进行了备案。

3.4 其他环境事项

我公司未发生过被环境信访，未受到环境投诉。

4 水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情况

4.1 水资源消耗情况

4.1.1 新鲜水取用量（万吨/年）

2016 年我公司自来水用水量 2.057 吨/年。

近 3年用水量如下图：

4.1.2 产品单位产量新鲜水耗

我公司无生产性用水，用水主要用于绿化、冷却塔和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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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能源消耗情况

4.2.1 对各类能源消耗量分别折合成标准煤，总能源消耗为下述各类能源

消耗总和

我公司使用的能源有：电力、蒸汽。

能源消耗量折算标准煤系数如下：

1KWH 电力 = 0.1229 kg 标准煤

1吨 蒸汽 = 0.092 吨标准煤

能源消耗及单位产量能源消耗情况

能耗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电力
用量（KWh） 3354800 4322870 4325215

折标煤（吨） 412.3 531.28 531.6

蒸汽
用量（吨） 5091 4833.2 5384.2

折标煤（吨） 468.37 444.65 495.35

总能源消耗 标煤（吨） 880.67 975.93 1026.95

产量（C） 383.92 499.75 409.39

单位产量能耗标煤（吨/C） 2.29 1.95 2.51

4.2.2 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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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蒸汽仅用于空调系统，消耗量不受生产量高低的影响，与天气温度

直接相关。用电量受生产量影响，但用电量的增加与产量的增加不成正比例。

4.3 原材料消耗情况

4.3.1 原材料消耗量

我公司生产主要是对聚苯乙烯泡沫素菜进行加工和粘接，送铸造厂，取回

铸件后对铸件进行机加工，之后进行零部件组装和调试。因此我公司主要原材

料为泡沫、铸件和铁板件。

主要原材料消耗及单位产量消耗情况

原材料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总消耗/年
单位产量

消耗
总消耗/年

单位产量

消耗
总消耗/年

单位产量

消耗

泡沫（m3） 4173 10.9 5400 10.8 3616 8.8

铸件（吨） 1874 4.9 2684 5.4 1778 4.34

板件（张） 5704 14.9 11410 22.8 9124 22.3

年产量

（C值）
383.9 499.8 4.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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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产品单位产量/产值原材料消耗

原材料消耗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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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自成立以来，生产工艺、产品、原材料没有变化，所以原材料的消

耗变化量不大。

5 第三方验证情况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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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要公开的环境信息

暂无。

7 环境效益分析

我公司一直以节能、降耗、减排为环境方针，环境绩效目标都是以挑战性

的目标进行的设定，是以历史最低、每月最低指标设定当年的环境目标。我公

司 2016 未发生环境投诉、事故。环境绩效目标中，2016 年用水量和蒸汽虽然没

有实现预定目标，但其他目标全部实现， 2015 年实现了用水量最低量。通过持

续点检发现地下给水管道有漏水现象，于 2014 年 5月对漏水处进行了维修。10

月又发现一处地下给水管道漏水，于 11月进行了维修，维修后用水量有明显下

降。2015 年中，我公司重点对绿化用水进行了重点管理，加强了对绿化浇水量

的管理，对绿化浇水的方法进行改善。2016 年持续进行了实施，还加强了对绿

化作业者的教育，要求他们按标准进行绿化浇水作业。再有，对冷却塔用水量

加强了管理，减少了没必要的浪费。

此外，我公司在 2016 年重点对生活污水的 COD 进行了低减工作。现在正

致力于 CO２低减的工作。

结语
以上是本公司公开的 2015 年度的环境信息。面对日益严

重的环境问题，我公司将一如既往地响应政府号召，致力于环

境改善工作，努力降低企业的能源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

为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为让丰田一汽（天津）

模具有限公司成为社会和客户信赖的企业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