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

Cargill Food (Tianjin) Co., Ltd.

环境信息公开报告

2017 年 5 月 9日



1

目 录

1.管理者致辞.......................................................................................................................... 1

2 企业概况............................................................................................................................... 3

2.1 企业名称、地址、创建时间、法定代表人等相关信息........................................3

2.2 企业从事的行业及规模，主要产品及服务............................................................3

2.3 企业总资产、销售额或生产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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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5 企业的环境管理体系................................................................................................4

2.6 环境目标和任务........................................................................................................6

3.环境管理绩效情况.............................................................................................................. 9

3.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履行情况....................................................................................9

3.2 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9

3.2.1 水环境.............................................................................................................9

3.2.1.1 污染因子的确定.........................................................................................9

3.2.1.2 水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情况.......................................................................10

3.2.1.3 污水排放量的确定...................................................................................11

3.2.2 大气环境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12

3.2.2.1 污染因子的确定.......................................................................................12

3.2.3 固体废弃物排放控制情况...........................................................................14

3.2.3.1 危险废物排放控制...................................................................................14

3.2.3.2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控制...............................................................15

3.2.4 噪声污染排放控制情况...............................................................................16

3.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情况..........................................................................16

3.4 其他环境事项..........................................................................................................19

4 水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情况..................................................................................... 19

4.1 水资源消耗情况......................................................................................................19

4.1.1 新鲜水取用量，主要指自来水取用量.......................................................19

4.1.2 产品单位产量新鲜水耗...............................................................................19



2

4.2 能源消耗情况..........................................................................................................20

4.3 原材料消耗情况......................................................................................................21

5 第三方验证情况................................................................................................................ 22

6 其他要公开的环境信息（根据本嘉吉食品的情况，有选择的公开）........................ 25

6.1 绿色供应链管理、清洁生产、生态标识认证和污染防治.................................25

6.2 环境公益活动.........................................................................................................26

7 环境效益分析.................................................................................................................... 27

8 可持续展望........................................................................................................................ 27



1

1.管理者致辞

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吉食品”)是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嘉吉中国”)的独资嘉吉食品，隶属于总部位于美国的嘉吉公司。

嘉吉公司成立于 1865 年，是一家集食品、农业、金融和工业产品及服务为一体

的多元化跨国企业集团。嘉吉业务广泛，遍及 65 个国家，在业务运营过程中严格遵

守环境和食品安全标准，并分享全球知识和经验，以帮助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

嘉吉公司清晰地认识到其全球影响力所承载的资源保护的高度使命。无论是更理

性地使用能源和资源（这也有利于降低能源消耗），倡导开发使用可再生原材料的业

务和产品线，还是帮助客户缩减环境足迹，都以创新方案来保护环境。嘉吉公司与众

多机构合作，致力于保护自然资源，并支持水源保护、环保教育及可持续农业发展等

项目。

嘉吉公司在华业务发展起源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首个《中美联合公报》发布之

时。如今嘉吉的足迹遍布中国，在中国大陆拥有 52 家业务运营点，创造的就业人数

7000 多人。淀粉及淀粉糖中国事业部现拥有五家工厂，为中国客户提供安全优质和

稳定可靠的服务。并致力于保护环境和成为亚洲食品客户的首选合作伙伴，提供以淀

粉为基础的食品配料和领先的解决方案。

嘉吉食品于 2006 年 9 月 23 日投资建设，坐落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汉沽现代产

业区，2008 年 10 月 22 日正式竣工投产。年产 F55 玉米果葡糖浆 13.5 万吨，是目前

华北地区产量最大的专业玉米 F55 型果葡糖浆制造商之一，主要为中国北方及东南亚

地区提供优质的玉米果葡糖浆产品及服务。

嘉吉食品引进了全套美国嘉吉公司生产技术及 GMP 和 HACCP 质量管理体系，产品

质量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符合 ISBT(国际饮料协会)国际标准。

嘉吉食品环境方针是：

 遵守所有适用的环境法规及要求，致力于保护环境、防治污染、低碳减

排，节能降耗；

 努力把嘉吉食品发展成为绿色环保企业，避免环境污染及持续地提高相关

的绩效标准，并加以持续改进。

嘉吉食品始终对节能减排、合理使用资源工作紧抓不懈，先后投资 7250 万元实

施 MVR 改造、果糖技术改造项目，节能效果显著，仅 MVR 改造项目可年节约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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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2 吨。同时，嘉吉食品推进并完成了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GB/T23331 能

源管理体系认证、生态标识认证、清洁生产审核、能源审计、碳盘查工作，积极参与

滨海新区的“节能之星”评选活动，并获得节能之星“三星”荣誉称号。

多年来，嘉吉食品强化节能宣传、环保教育和培训工作。在学校、社区等地积极

开展关爱地球、低碳环保、环保课堂等一系列宣传活动， 努力提高全体员工和所在

社区的环境保护和节约意识。

嘉吉食品会继续践行改善环境，支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为构建和谐社会，

创造美好未来做出不懈的努力！

总经理： 高玉凤

2017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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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概况

2.1 企业名称、地址、创建时间、法定代表人等相关信息

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Cargill Food (Tianjin) Co., Ltd.）（以下简称

“嘉吉食品”）是嘉吉投资（中国）公司于 2006 年 9 月 23 日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汉沽现代产业区华山路 29 号，投资 3760 万美元设立的一家生产型外商独资企业，

2008 年 10 月 22 日正式运营，法人代表刘军。

2.2 企业从事的行业及规模，主要产品及服务

嘉吉食品占地面积为 38281.89 平方米，年产 F55 玉米果葡糖浆 13.5 万吨，是目

前华北地区产量最大的专业玉米 F55 型果葡糖浆制造商之一，主要为中国北方及东南

亚地区提供优质的玉米果葡糖浆产品及服务。果葡糖浆从玉米中提炼，它可以任意比

例代替蔗糖应用于各类饮料和食品中，市场前景非常广阔。公司全套引进了美国嘉吉

公司生产技术及 GMP 和 HACCP 质量管理体系，产品质量标准符合 ISBT 国际标准和国

家行业标准。公司目标是要把工厂建成员工敬业的工作场所、客户首选的合作伙伴、

利税稳定增长的先进单位、服务社区的利民企业，并将致力于成为亚洲食品生产商的

最佳合作伙伴，提供以淀粉为原料的食品添加剂和解决方案。

2.3 企业总资产、销售额或生产额

2016 年，嘉吉食品万元工业总产值 25419 万元，销售收入 2868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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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 新、改扩建项目一览表

序号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日期 备注

1 12 万吨果糖项目 2006.9-2008.10 完成

2 10000 吨液体磷脂项目 2009.10-2010.10 完成

3 2000m
3
果糖储罐及 MVR 蒸发器项目 2012.9-2013.6 完成

4 新增磷脂罐区项目 2013.9-2016.2 完成

5
果糖技术改造项目（包含污水处理系统

改造）
2013.10 至今 验收中

说明：果糖技术改造项目为 2013 年改扩建项目，现处于环评验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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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企业的环境、能源管理体系

嘉吉食品具有 EHS 管理委员会，由总经理任委员会组长，EHS 部门主管任副组

长，各部门相关人员任组员，负责公司 EHS 的全面沟通协调管理工作。EHS 部门为嘉

吉食品环境管理工作归属部门，专职环境保护工作人员 2名，兼职环境保护工作人员

15 名。为做好节能降耗工作，公司成立以生产经理为负责人的能源小组，负责嘉吉

食品水、电、蒸汽、天然气等资源能源的节能降耗工作。

图 1组织结构框架图

为评价公司环境、能源管理体系的符合性和有效性，证实其符合国家地方法律、

法规、准则、目标，公司开始推行 ISO14001、GB/T23331 管理体系认证工作，并取得

第三方认证证书，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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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ISO14001 管理体系证书 GB/T23331 管理体系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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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本年度环境保护目标和任务

嘉吉食品制定和实施长期的环境保护发展战略，以保证在业务扩大的同时减少资

源能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公司采用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并考虑从原材料、资源

能源的使用到产品应用的全过程中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为不断完善环境管理体系，每

年进行环境保护目标的建立，并对目标实施情况进行追踪，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使嘉

吉食品环保工作水平不断提升。

表 2-2 2016 年环境保护目标及完成情况

类别 2016 年目标 2016 年指标及完成情况 2017 年指标

废气

符合《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

1996

颗粒物≤120mg/ m
3

氮氧化物≤240mg/ m
3

二氧化硫≤550mg/ m3

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为

“0”重大环境污染事

故为“0”

完成

颗粒物≤120mg/ m
3

氮氧化物≤240mg/ m
3

二氧化硫≤550mg/ m3

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为

“0”重大环境污染事

故为“0”

废水

符合《天津市污

水综合排放标

准》DB12/356-

2008

COD ≤300mg/l

BOD5≤300mg/l

SS≤400mg/l

氨氮≤20mg/l

总磷≤3.0mg/l

完成（COD、氨

氮等排放标准

低于天津市排

放标准）

COD ≤300mg/l

BOD5≤300mg/l

SS≤400mg/l

氨氮≤20mg/l

总磷≤3.0mg/l

危化

品

符合《危险化学

品安全管理条

例》

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为

“0”重大环境污染事

故为“0”

完成

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为

“0”重大环境污染事

故为“0”

固废

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

法》；危险废物

划分符合《国家

危险废物名

录》；危险废物

处置符合“危险

废物转移联单”

危险废物处置安全率

100%

完成 危险废物处置安全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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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2016 年目标 2016 年指标及完成情况 2017 年指标

资源/

能源

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 节约能

源法》

水 2.5 m
3
/T

电 100KWh/T

蒸汽 0.45t/T

天然气 1.6 m
3
/T

完成

水 2.4 m
3
/T

电 100KWh/T

蒸汽 0.43t/T

天然气 1.6 m
3
/T

说明：2016 年废气、废水等污染物排放浓度均符合排放要求。2016 年 8 月，公

司委托天津华测检测有限公司对公司大气污染物进行检测，各类污染物排放浓度均符

合法定要求。开发区环境保护监测站每季度对公司水污染物进行检测，污染物排放浓

度均符合排放要求。

图 3 2016 年大气污染物监测数据（无污染物超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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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6 年 1 季度环保局抽样检测数据（无污染物超标问题）

图 5 2016 年 2 季度环保局抽样检测数据（无污染物超标问题）

图 6 2016 年 3 季度环保局抽样检测数据（无污染物超标问题）

图 7 2016 年 4 季度环保局抽样检测数据（无污染物超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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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管理绩效情况

3.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履行情况

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方面，嘉吉食品认真落实环保“三同时”要求，按照《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定，防止在项目建设期间产生新的污染、破坏生态环境。

表 3-1 新、改扩建项目环评审批及验收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环评批复/验收名称 批复时间 批复文号

1 12 万吨高果糖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 2007.9.24
津开环评书

[2007]024 号

2 12 万吨高果糖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09.10.28
津开环验

[2009]112 号

3 10000T 液体磷脂扩建项目环评报告表批复 2009.10.28
津开环评

[2009]087 号

4
10000T 液体磷脂加工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意见
2011.6.29

津开环验

[2011]030 号

5
2000m3 果糖储罐及 MVR 蒸发器项目环评报告表

批复
2012.9.20

津开环评

[2012]102 号

6
2000m3 果糖储罐及 MVR 蒸发器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意见
2015.2.2

津开环验[2015]19

号

7
关于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新增磷脂罐区

项目的环境保护申报登记意见
2013.9.6

津开环登

[2013]111 号

8
关于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年产 6000 吨液

体磷脂加工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6.6.13

津开环验[2016]14

号

9
市开发区环保局关于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果

糖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批复
2013.10.8

津开环评书

[2013]3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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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吉食品根据国家和天津市地方法律法规的要求，界定了污水排放的常规污染因

子和特征污染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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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水污染物污染因子一览表

序号 常规污染因子 特征污染因子

1 COD 磷

2 BOD5

3 氨氮

3.2.1.2 水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情况

2016 年嘉吉食品污水 COD 平均排放浓度为 90mg/l；BOD5平均排放浓度为

15mg/l，氨氮平均排放浓度为 1.21 mg/l；总磷平均排放浓度为 0.342 mg/l；水污染

物排放平均浓度均满足《天津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的三级排放标准。

表 3-3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统计表

污染物 依据标准

排放浓度监测数据

（年平均mg/l） 排放规律 排放去向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常规污

染物

COD
DB12/356-

2008
90 72 48.33

稳定连续排

放

现代产业区

营城污水处

理厂

BOD5

DB12/356-

2008
15 5.3 2.03

稳定连续排

放

现代产业区

营城污水处

理厂

氨氮
DB12/356-

2008
1.21 1.09 0.40

稳定连续排

放

现代产业区

营城污水处

理厂

特征污

染物 总磷
DB12/356-

2008
0.342 0.92 0.81

稳定连续排

放

现代产业区

营城污水处

理厂

（注：监测数据来源《2016 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监测站监测报告》）

说明：2016 年，污染物排放浓度同 2015 年相比有所提高，主要原因是 2014 年

公司对现有污水处理系统进行技术改造（包含在果糖技改项目中），污水处理能力明

显提高，污水处理系统运行两年后，处理能力略有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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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改造后污水处理站

3.2.1.3 污水排放量的确定

2016 年，公司污水产生量为 159009 吨，排放量为 159009 吨，化学需氧量

（COD）许可排放量为 55.5 吨，年 COD 实际排放量为 14.31 吨；氨氮(NH-N)许可排放

量为 2.53 吨，年实际氨氮排放量为 0.19，COD、氨氮总量控制符合要求。

公司年生化需氧量(BOD5)排放量为 2.39 吨，年总磷排放量为 0.054 吨，目前无

许可排放限制量要求。

表3-4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表

污染物（单位）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总量要求 排放量 数据来源 排放量 排放量

废水总排放量/t / 159009 流量数据 212705 250910

常规污

染物

COD（t） 55.5 14.31 流量数据 15.31 12.13

BOD5（t） / 2.39 流量数据 1.13 0.51

氨氮（t） 2.53 0.19 流量数据 0.23 0.10

特征污

染物

总磷 / 0.054 流量数据 0.2 0.20

/ / / / / /

/ / / / / /

注：COD 总量要求数据来源于《天津市排污（水）许可证》，废水排放量来源于公司废水

排放口流量计。

说明：2016 年，污染物排放浓度同 2015 年相比有所降低，主要原因是 2016 年

废水排放量减少（色谱节水项目，减少生产过程中水的使用量）。



12

图 8 天津市排污许可证（有效期：2016.1-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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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吉食品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常规污染因子、特征污染因子主要有：

表 3-5 大气污染因子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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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常规污染因子 特征污染因子

1 二氧化硫 /

2 氮氧化物 /

3 烟尘 /

4 粉尘 /

表 3-6 大气污染物监测浓度统计表

污染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排放浓度监测数据年

平均值（mg/m
3
）

最高允许

排放速率

排放速率监测数据年平均

值（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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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口 1

常规

污染

物

SO2 550 230 230 252 15 0.598 0.598 0.655

NOX 240 52 52 76 4.4 0.1352 0.1352 0.1976

烟尘 120 77 77 35.6 23 0.2002 0.2002 0.0926

特征

污染

物

/ / / / / / / / /

/
/ / / / / / / /

排放口 2

常规

污染

物

SO2 / / / / / / / /

NOX / / / / / / / /

粉尘 120 0.7 49.8 44.6 3.5 0.0007 0.1743 0.156

特征

污染

物

/ / / / / / / / /

/
/ / / / / / / /

注：监测数据来源于 LHHJ-M-15-025 和 EDD471001702a

说明：2016 年因市场原因，公司启停车频次较高，碳炉检测结果使用 2015 年检

测数据，故数据相同。2016 年 5 月，公司投资 90 万元对现有除尘系统进行改造，除

尘效果较好，同 2015 年数据相比，有较大降低。

3.2.2.2 污染物排放量的确定

2016 年，嘉吉食品废气排放总量为 2887.39 万标立方米，其中工艺废气排放量

828.19 万标立方米，燃烧废气排放 2059.2 万标立方米。二氧化硫年排放量 4.74



14

吨，氮氧化物年排放量 1.07 吨，烟（粉）尘年排放量 1.6 吨，其中燃烧废气排放量

1.59 吨（烟尘），工艺废气排放量 0.0058 吨（粉尘）。

表 3-7 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表

污染物（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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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2（吨/年） / 4.74 委托监测 4.74 5.19

NOX（吨/年） / 1.07 委托监测 1.07 1.56

烟（粉）尘

（吨/年）
/ 1.6 委托监测 2.97 1.97

特征污

染物

氯化氢（吨/年） / / / / /

硫化氢（吨/年） / / / / /

注：监测数据来源于 LHHJ-M-15-025

说明：烟（粉）尘同 2015 年相比明显降低，主要原因公司于 2016 年对现有除尘

系统进行改造，除尘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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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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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形态（固、

液、气）
产生来源

年排放量/t 处置

方式2016 2015 2014

有机树

脂
HW13 树脂 固 生产过程 20.08 67.7 17.59 委外

处理

废油 HW08
润滑油、机

油
液 维修 / 0.35 /

委外

处理

废有机

试剂
HW42

丙酮、重铬

酸钾、正己

烷等

液 实验室 / / /
委外

处理

其他废

物
HW49

沾有油、化

学品的包装

物及拭擦

布、手套等

固

实验室、

维修、生

产

/ 1.125 0.47
委外

处理

废碱 HW35 NaOH 液
生产、实

验室
/ / /

委外

处理

废干电

池
HW23 锌锰 固 办公 / 0.0035 0.002

委外

处理

废药品 HW03 药品 固 全厂区 / 0.0015 0.01
委外

处理

废硒鼓 HW12 硒 固 办公 / / 0.01
委外

处理

废灯管

及含汞

试剂

HW29 汞 固 全厂区 / 0.39 0.028
委外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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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嘉吉食品与天津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签订《危险废物处理合同》，

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依据实际产生情况定期交由资质厂商处理。

2016 年公司危险废物产生总量同 2015 年相比明显减少，主要原因为我们采用

了相应的技术手段，增加树脂使用寿命，减少废树脂产生量，其他列别危险废物因产

生量较小暂存危险废物存放间，2017 年已交由天津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进

行处理。

3.2.3.2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控制

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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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硅藻土、酶制

剂桶、污泥等
3353.22 2116.62 1236.6 0 0 资质厂商处理

2015
硅藻土、酶制

剂桶、污泥等
3331.8 1934.7 1397.1 0 0 资质厂商处理

2014
硅藻土、酶制

剂桶、污泥等
4158.6 2770.6 1388 0 0 资质厂商处理

注：委托普尼测试对污泥进行监测，产生的污泥为非危险废物.

图 9 污泥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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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吉食品一般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废硅藻土、淀粉袋、酶制剂桶、污泥、可回

收金属纸箱、生活垃圾等。公司同资质厂商签订可回收废物协议，所有可回收废弃均

由资质厂商定期回收处理。不可回收废物，如污泥、生活垃圾等经统一收集后交由园

区环卫部门进行处理。

说明：2016 年废物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同 2015 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3.2.4 噪声污染排放控制情况

表 3-10 噪声污染排放及处置情况

年份 测点位置
对应噪

声源

噪声源性

质

昼间噪声排放（—

时—时/dB（A）

夜间噪声排放（—

时—时/dB（A）

执行标准

Leq

等效声级 执行标准

Leq

等效声级

2016 西

南

东

北侧厂界外 1 米

排风机

冷却塔

排风机

机械性噪

声

交通运输

噪声

65

57

62

59

63

55

48

50

52

52

2015 西

南

东

北侧厂界外 1 米

生产线

排风机

冷却塔

排风机

机械性噪

声

交通运输

噪声

65

47.5

46.5

63.5

58.9

55

42.1

43.2

52.2

49.6

2014

西

南

东

北侧厂界外 1 米

生产线

排风机

冷却塔

排风机

机械性噪

声

交通运输

噪声

65

58.5

51.7

62.5

58.1

55

51.2

49

53.6

50.2

说明：公司厂界噪声排放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噪声产生持续时间为嘉吉食品正常生产时间，即每天 24 小时连续排放，因

噪声等效声级均在（昼）65dB（A），（夜）55dB（A）以下，影响范围仅限于本嘉吉

食品厂内，对外界基本无影响。

3.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情况

在环境风险事故应急方面，嘉吉食品建立了有效的应急预案，针对重要环境因

素，制定管理方案，对环境风险进行管理预防。嘉吉食品制定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于2015年12月通过专家评审，并于2016年1月18日提交至开发区环境保护局进

行备案。同时，嘉吉食品定期进行预案的评审、修订，并按照年度培训要求进行演



17

练，确保预案的及时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嘉吉食品分别组织进行了化学品泄漏、

污水超标事故的演练，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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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公司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备案证明



19

图 11 污水超标应急演练图示

图 12 化学品泄漏事故演练

3.4 其他环境事项

表 3-12 2014 年至 2016 年排污费缴纳情况

年份 排污费缴纳（元） 备注

2016 45360

2015 49872

2014 29511 /

说明：2016 年公司缴纳排污费（废气排放）同 2015 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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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自来水取用量

4.1.2 产品单位产量新鲜水耗

表 4-1 企业的水资源消耗趋势及消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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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总计新鲜水取用量

（万吨/年）

单位产品综合新鲜水耗 兄弟工厂单位产量综合新

鲜水耗（平均水平）

2016 16.58 2.01 2.2

2015 22.21 2.38 2.42

2014 24.06 2.18 2.6

图 13 2014-2016 年用水量和消耗量状况

说明：公司单位产量综合新鲜水耗低于嘉吉同类兄弟工厂平均水平，主要原因为对部分

工艺进行了改进，以实现节约用水。同 2015、2014 年相比，单位产量综合新鲜水耗有所降

低，主要原因是 2016 年对现有色谱进行改造，节省用水量。

4.2 能源消耗情况

4.2.1 对各类能源消耗分别折合成标准煤，总能源消耗为下述各类能源消耗总和

4.2.2 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

嘉吉食品使用能源主要为蒸汽、电、天然气，消耗情况如下图所示。

表 4-2 企业的能源消耗趋势及消耗水平

年份 总计能源消耗量（以标

准煤计）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兄弟工厂单位产量综合能

耗

（平均水平）

2016 4506.66 0.0546 0.06

2015 4897.05 0.0524 0.09

2014 8313 0.0755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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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蒸汽折算系数为 0.0341GJ/tce，电折标系数 1.229 万 KWH/tce，天然气折算

系数 13.3 万 m3/tce

图 14 2014-2016 年能源消耗结构图

说明：2016 年，公司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与 2015 年相比，有所增加，主要原因是

因市场原因启停车次数较频繁，增加能源使用量。

4.3 原材料消耗情况

4.3.1 原材料消耗量

嘉吉食品主要原料是淀粉，原料消耗趋势及水平如下：

表 4-3 企业的主要原材料消耗趋势及消耗水平

年份 主要原材料消耗量 单位产量/产值原材料消

耗

同兄弟工厂单位产量/产

值原材料消耗（平均水

平）

2016 66393 0.804 0.805

2015 74909 0.802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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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89028 0.808 0.810

图 15 2014-2016 年淀粉消耗结构图(吨)

说明：原材料的使用比其他兄弟工厂略低，这和我们的投料方式、液化 DE值的控制、甜

水回用等方面有一定的关系，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会继续针对相关工艺进行改进，逐步降低

产品能源、原料的单耗。

5 第三方验证情况

嘉吉食品从 2012 年开始，已连续 5年进行环境信息公开，2012、2013 年委托有

资质的第三方认证机构（SGS），2014、2015、2016 年委托开发区低碳中心对我公司

的环境数据进行验证，并取得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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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012 年环境信息公开验证证书

图 17 2013 年环境信息公开验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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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2014 年环境信息公开验证证书

图 19 2015 年环境信息公开验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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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要公开的环境信息

6.1 绿色供应链管理、清洁生产、生态标识认证和污染防治

在世界日益关注环境保护的今天，企业要想赢得消费者的肯定，就必须以身作则

地对环境保护给予高度重视。嘉吉食品加强对产品、服务、相关方的绿色环保要求，

推行清洁生产，降低水耗、能耗、物耗，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做好污染防治工

作，尽可能降低或者减轻对环境的影响，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树立企

业绿色环保的负责形象，是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依据《天津市清洁生产促进条例》的要求，嘉吉食品领导对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

作给予了高度重视，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积极配合并启动了清洁生产审核工

作，并在天津市安捷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协助和清洁生产审核专家和行业专家的

帮助下，于 2013 年 12 月通过清洁生产审核。通过实施清洁生产，员工的环境保护和

节能意识得到提高。不但污染物产生、排放管理得到加强，环境管理体系进一步完

善，而且生产成本得到优化，经济效益逐步显现，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

障。2016 年 11 月公司组织进行第二轮清洁生产审核。

为加强我公司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管理能力，提升公司社会责任意识，公司参与

一般工业废物生态标识管理认证活动，并连续 3 年通过审核认证，同时获得 2015 年

度优秀生产型企业称号。

图 19 生态标识认证证书



26

6.2 环境公益活动

关键问题：公司制定和实施长期的环境发展战略，在搞好生产，创造市场效益，

扩大事业的同时也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嘉吉食品秉承这一理念，积极履行企业公

民的责任和义务，致力于在环保领域开展社会公益活动，与社会和谐发展，带动企业

全体员工和社会各界加入到环境保护的行列。

解决方案：公司制定社会、环境公益活动方面的相应计划。

为迎接第 47 个“世界地球日”，天津泰达环境保护协会发起了“企业环境教室

开放日”活动，活动期间天津膜天膜企业环境教室对外开放，让公众了解水污染的危

害以及污水的处理方法等环保知识。

4月 22 日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的员工志愿者和李自沽小学的师生一起来

到膜天膜公司环境教室展厅参加此次活动，讲解员首先向大家讲解膜分离技术和公司

发展历程，接着，同学们来到展厅中最特别的“地狱－天堂”鱼缸。通过观察，鱼缸

里的污水和清水区并没有完全隔离，而是通过一根水管将两个区域连在一起，这个鱼

缸就是膜法水资源化的一个缩影，利用膜“强大”的过滤能力，将污水变成洁净水，

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最大化节约水资源。

学生们还亲身体验了从脏兮兮的污水实现净水的神奇过程，收获到书本以外的知

识，此次活动为学生们搭建了一个学习环保知识的平台，培养了他们的环保意识，从

而影响和带动更多身边的人来关注参与环保。

地球日，每一日，环保节约精神应该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地下水资源

正遭受超采和污染的双重威胁，八成不能饮用。人类不要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

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水——70 亿人生命之所系，不要让最

后一滴水，变成我们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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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地球日，每一日活动照片

最终收益：通过一系列环保活动,我们深刻的意识到环保并不仅仅是政府或其它

机构的责任,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环境,全民都应该参与进来。嘉吉一直以来都

注重环境保护,所以作为嘉吉的一员,我们也应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注重环保,从

身边的小事做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为环境保护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嘉吉食品参与的环境保护公益活动，既满足了公众的信息需求，同时也践行了企

业应尽的环境责任和义务，为营造全社会环境文化作出了积极地贡献。

7 环境效益分析

2016 年度嘉吉食品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较好，嘉吉食品在资源、能源、原材

料消耗水平较 2015 年相比均有所改善，能源资源使用单耗均有所降低。2011年至

2014年我公司通过节能改造项目，实现节约标准煤 4966吨，2015年通过果糖技改

项目，实现节能量 2154.59吨标准煤，2016年对用电量较大的设备增加变频，实现

节能量 45.33吨标准煤，2011-2016年实现累计节约 7165.92吨标准煤，已超额完成

“十二五”节能量目标（十二五节能目标 1459吨）。

为不断提高公司能源管理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公司积极参与滨海新区组织的

“节能之星”评选活动，并取得节能之星“三星”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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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可持续展望

为了推进嘉吉食品节约能源工作，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进一步降低产品能源单耗， 2017-2018 年公司还将考量进行厂区照明（LED

灯）改造及相关管理措施，进一步降低公司能源消耗。

同时，为规范公司能源管理工作，公司积极推行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并将能源管

理工作作为重点工作，在现有基础上实现更大空间的节能降耗，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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