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管理者致辞：
    天津富士通天电子有限公司是生产汽车电子产品的日资

企业，至今已经走过了二十一年。在公司成立之初，以及
伴随着事业的发展，我们始终清楚的认识到：
                                              
    要兼顾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是生产经营的重要课题，
为降低环境负荷、不断提高环保绩效而努力，为实现低碳
社会和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要自觉遵守与事业活动、产品、服务相关的环境法律
法规、公司承诺、以及其他要求。
    
    按照ISO14001标准不断完善环境管理体系，实现持续
改进。
    
    加强对事业活动、产品、服务的环境影响管理，对环
境污染实施未然防范，努力实现环境影响最小化。

    积极配合环境政策的实施，提供信息，积极推进包括
生物多样性的活动，支持全社会和本地区的环境保护。
 
    在此，我们公布企业的环境信息，并积极接受社会的
监督。                                                                                    
                                                                          
 
                                 总经理：山内 眞弘



2.企业概况

2.1企业简介

  天津富士通天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12月21日，坐

落于中国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二街5号 ，是由日本富士

通天株式会社投资创建的独资公司，总投资额4,116万美元，

注册资本1，372万美元，占地面积50，000平方米，现有员工

600余人。



2.2主要产品及服务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电子产品及相关零部件的制造，加工、

销售及相关服务，主要生产汽车用收放一体机、汽车安全气

囊控件等产品，伴随公司的不断发展，也将开发、制造汽车

电视、汽车防盗报警装置、导航装置等汽车电子产品。

类型 产品介绍

一体机

安全气囊
控件

CD一体机 AVN一体机 乐游AVN

安全气囊　ECU



2.3环境管理体系
    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公司所处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非常重视环境保护事业，而天津富士通天作为一家日本独

资企业，日方领导对环境管理工作非常重视。自1995年12

月成立之日起，就将环境管理纳入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公司以“热爱生命、珍惜资源、清洁环境、保护自然”作

为全体员工的环境口号，努力将公司建设成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早在1998年就谋求建立

环境管理体系，并于1999年12月按计划取得ISO14001认证。

公司每年都投入专项资金用于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的能力

提高培训及认证专项费用。通过多年来体系的持续改进，

公司环境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并于2016年通过了ISO14001：

2015版的转版审核。富士通天集团于2008年起发起全球EMS

统合构筑，2009年3月公司依据富士通天集团环境管理体系

整体推进计划，进行了集团EMS统合内审，在09年8月8日富

士通天集团所有公司通过TUV（德国莱茵）审核，取得全球

统合认证资格，并于2012年8月取得环境安全复合体系全球

统合认证。



     环境安全体系认证过程

     

     ◆1999年12月   取得ISO14001认证

     ◆2006年       通过ISO14001 ：2004版的转版审核

     ◆2007年4月    取得OHSAS18001认证

     ◆2009年8月    环境管理体系全球统合认证

     ◆2012年8月    环境安全体系全球复合认证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99年12月      ISO14001认证取得 ●07年04月 OHSAS18001认证取得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通过集团统合认证的实施，进一步加强了集团各公司之间

环境管理方面的连携，在产品环境规制和温室效应等方面，

集团形成一个整体，提高环境活动的管理水平。

    针对环境管理工作，总经理授权组建专门管理机构执

行日常管理，配有专职的环保管理人员3人，兼职的环保管

理人员17人。并组建环境安全健康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

针对环境、安全方面日常安全点检等改善情况、重大事项

等进行报告，环保工作在总经理的领导下有序展开。

連携状況も
チェック

（海外グループ）

本社機能

（国内グループ）

中津川工場栃木テン

非生産系事業所

連携状況も
チェック

非生産系事業所

生産拠点

D

A

C

最高管理者

经营监查室 财务室 管理部 制造部 工务部 制技部 FTPS

环境安全健康委员会

EHS管理机构



2.4 2016年度环境保护目标和任务
   为了在环境保护方面持续改进，工场每年都会根据公司总

部的要求制定公司的环境目标指标。2016年度公司在地球温

暖化对策（削减CO2排放量）、节约能源、工场废弃物减量化、

管理体系及社会贡献活动方面制定了相应目标指标，并对相

关工艺实施改善，消减能源的使用及CO2的排放，确保环境目

标指标的达成。

3. 环境管理绩效情况
3.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我司已建项目的环评落实等情况良好，近几年不涉及新建、

改建、扩建项目。

3.2污染物排放情况

3.2.1水环境

3.2.1.1污染因子的确定

我公司排放废水为生活污水，污染因子主要包括BOD、COD、

氨氮等。

           



     

      表1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统计表 

                                     单位:毫克/升 

※备注：结果“XXXL”表示低于方法检出限，其中“L”表

示低于，“L”前面的数值为该项目的方法检出限。

3.2.1.2 水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情况

    针对排放污水我公司于2005年导入污水处理设施，排

出污水达到三级排放标准，另外我公司每年1次委托外部专

门监测机构实施监测，监测结果为达标排放。  

3.2.1.3 污水排放量的确定

    污水排放总量及水污染物排放量请参见下表。

污染物 依据
标准

排放浓度监测数据
（年平均值）

排放
规律

排放
去向

2014 2015 2016

常
规
污
染
物

COD 500 91.3 5L 52

不规
律间
断排
放

进入
城市
污水
处理
厂

BOD 300 45.5 1.2 4.4

氨氮 35 10.2 0.918 7.09



表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表              单位：吨

      

3.22大气环境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

3.2.2.1污染因子的确定

我公司排放的大气环境污染物主要为铅及其化合物，其监

测浓度统计表请参见下表。

表3  大气污染物监测浓度统计表

        

      污染物
2016 2015 2014

排放量 数据来源

废水总排放量 29,826 用水量*0.8 34,380 38,035

常
规
污
染
物

COD 1.55

监督性监测

0.07 4.3

BOD 0.13 0.03 2.16

氨氮 0.21 0.03 0.48

污
染
物

最高允
许排放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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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m3 2016 2015 2014  kg/h 2016 2015 2014

铅及
其化
合物

0.7 0.006
5

0.03
9

0.04
29

4*10-3 1.5*
10-4

1.28*
10-3

5.15*
10-4



我公司现使用原材料大部分已采用无铅工艺，在组立过程

中焊接工序中会产生铅烟，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相关数据

依赖专门监测每年定期监测，结果显示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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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固体废弃物排放控制情况

3.2.3.1危险废物排放控制

污染物
（单位）

KG

2016 2015 2014

排放量 数据来源 排放量 排放量

铅尘
排放量

0.0738 监督性监测 0.630 3.523



表5 危险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统计表

公司与具有相应处置危险废物资质的厂家签订合同，产生

的危险废物交由其处理，并且使用电子申报系统定期向相

关部门进行申报，对危险废物的废弃实施严格管理。

3.2.3.2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控制

公司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主要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

塑料、基板边、部品托盘等，交由有资质的厂家进行回收

再利用。

        

名称 废物
类别

主要
有害
成分

形态
（固、
液、
气）

产生
来源

年排放量/t 处置
方式

2016 2015 2014

1. 有机
溶剂
废物

有机
溶剂

固态 危废
容器

2.0 2.7 2.206 焚烧
填埋

2. 废有
机溶
剂

有机
溶剂

液态 设备
清洗
等

7.23 6.72 6.513 焚烧
填埋

3 含汞
废物

汞 固态 照明
设施

0.18 0.09 —— 焚烧
填埋



表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及处置情况

3.2.4 噪声污染排放控制情况 

     噪声主要是生产过程中设备运行产生，昼间噪声排放

（6时-22时）执行标准为65分贝，2014年-2016年排放等效

声级均小于65分贝，夜间噪声排放（22时-6时）执行标准

为55分贝，2014年-2016年排放等效声级均小于55分贝。噪

声排放符合国家标准。

3.3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情况

我公司针对突发环境事件（危化品泄露、火灾等），结合

公司生产安全事故一起制定综合应急预案，每年根据预案

要求对火灾等突发事件实施演练，并针对全员每年定期实

施应急预案的培训。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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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 0 53.9 0 0 再利用

2015 48.6 0 48.6 0 0 再利用

2014 51.7 0 51.7 0 0 再利用



4. 清洁生产的实施
4.1加强源头预防

   根据富士通天集团环境长期行动计划，实施绿色采购。

根据不含有环境负荷物质（SOC）的确证（分析数据）材料

而进行的绿色资材的采购率，实现达到100%的绿色采购的

要求：

—对各现行部品与新规部品进行SOC非含有物质调查；

—对含有SOC禁止物质的部品进行彻底切替，保证采购绿色

  产品。

4.2实施清洁工艺

   公司根据富士通天集团地球环境宪章和长期行动计划

要求长期以来不断致力于清洁生产理念的贯彻和执行。我

们制定有害物质替代计划：其中无铅焊接（及相应技术、

设备、材料匹配性替代），减少了铅烟的排放。



4.3创建绿色工厂，建立绿色家园

    依据环境保护计划，我们对电、柴油等能源资源的使

用量等进行削减。09年公司投入资金将原有普通照明路灯

改造为LED节能型。2010年投入440万元，改造公司直燃机，

使用清洁能源热蒸汽替代原有柴油燃料，用于公司厂房制

冷、供暖。减少了大气污染物烟尘、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的排放。

    全力推进企业绿化建设,公司于2007年9月新建绿地

3500平方米，改造原有绿地2500平方米，使公司绿地面积

增加到12500平方米。

5. 发展循环经济

  公司在对当前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了研究后，我们总结

了几个循环利用的主要推进方向：制造相关材料的循环利

用、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水的循环利用。

5.1制造相关材料的循环利用活动贯穿生产产品的全过程。



5.1.1物流阶段的考虑

   公司部品、制品的运输阶段充分考虑了资源循环的因素。

例如：以周转箱替代一次性纸包装箱、泡沫包装物。充分

探讨用废纸等做成的填充物部分替代泡沫填充物等。

5.1.2采购阶段的考虑

   在部品采购过程中，我们也要求优先考虑已通过

ISO14001体系认证的企业作为我们的分供方，优先考虑循

环保材料、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小的材料的采用。

5.1.3制造阶段的考虑

   在制造过程中，我们加强修理、解析能力，通过对员工

进行技术培训，开展QC活动减少部品的仕损，及争取修理

后的再使用。开展治工具内置，尽量通过修理来使治工具

恢复良好状态，而减少废弃。

5.2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为响应开发区“加强工业固废管理能力，提升企业社会

责任意识”的号召，本着提高公司固体废弃物管理水平，

自2013年开始，积极参与开发区环保部门组织开展的“一

般工业固废生态管理标识认证”活动。我们将公司产生的

废物进行分类，公司每一处垃圾箱上均贴有分类标识，



制定作业指导书，明确出不同岗位的职责和处理办法，在不

同的现场设立相应的固体废物存放场所进行暂时存放，最终

集中到固定地点分类保存。通过开展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和检

查督促各部门员工执行。分类后的废弃物，我们同有专业资

质的回收单位签订合约，对不同类别的废弃物做到回收再利

用。通过连续4年参加此项活动，使公司的固体废物管理水平

得到了提高，并获得了开发区环保部门给予的3万元奖励金。

   公司对危险废弃物实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对于废弃电池、

磁卡、灯管、废酒精、废油等危险废弃物也进行专门的回收、

存放，最终交到有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通过各种途径，

公司的废弃物大部分进入社会循环再利用体系进行再利用，

2012年实现废弃物零排放（不包括因地域无法再利用的危险

废弃物）。

6. 环境贡献活动
公司积极响应并参与社会环境公益活动。2004年起公司自主

发起以无公害日、节能宣传、垃圾分类、养花大赛、世界环

境日、清洁日等为主题的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环境活动，极大

地提高了每一位员工的环保意识和能力，达到了



良好的环保活动效果。为进一步加强广大员工的环保意识，

我们于2007年1月10-11日组织发动广大员工参加由国家环

保总局主管，中国环境报社主办，2006年度中国及世界十

大环境新闻评选活动。本次活动公司获得优秀组织奖，应

大赛组委会邀请，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颁奖典礼，并

作为获奖组织代表做大会发言。将开发区及我公司优秀环

保经验通过媒体进行宣传。

此外，我们积极参加历年开发区环保局举办的义务植树活

动及六·五环境日活动并每年自主地发起海河外滩、泰丰

公园等处垃圾清理环境贡献活动，为全社会和本地区的环

境保护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7.取得的荣誉及环保工作展望
7.1取得的荣誉

   多年以来，公司以环境管理体系为依托，在公司全

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在不断探索和总结的基础上，

逐渐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可持续发展等融为

一套系统的循环经济战略，并取得了多项荣誉。 多

次获得“天津开发区环境保护工作优秀单位”称号，

并从2012-2016年连续四年取得“天津开发区工业废

物生态管理标识企业” 。



7.2环保工作展望

    2017年度公司将持续在地球温暖化对策（削减CO2排放

量）、节约能源、工场废弃物减量化、管理体系及社会贡

献活动方面策定相应目标指标，并推进实施。  

   公司的环境保护工作之所以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完全得

益于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得益于国家、天津市与经济技

术开发区各政府职能部门的积极指导与大力支援，是公司

全员立足本岗，积极实践环境方针提出的「热爱生命、珍

惜资源、清洁环境、保护自然」的结果。我们十分珍惜环

保工作取得的各项成果。在今后新的发展中，我们将一如

既往，进一步动员全体员工，下最大决心，花最大力气，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正如富士通天集团地球环境宪章的

基本理念所述：“富士通天充分认识到企业的事业活动及

产品、服务与地球环境紧密相关，在推进环保型经营的过

程中，积极履行作为企业市民的社会责任，为创建21世纪

充满绿色的美好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