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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者致辞

通过开展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可以凸显我企业的环境理念，促使我企业

不断完善环境管理体系，提高环境管理水平，使企业注重并发现生产运营工

程中产生的环境影响，帮助企业健康良性发展，进一步提高企业绿色形象和

市场竞争力。

我企业的环境方针是：

一. 遵守各项环境法律、法规，加强各类固体废弃物的控制, 采取

预防污染和治理改善相结合的措施。

二. 坚持持续改进及持续发展的战略, 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尽

可能减少或降低各种原辅材料的使用及资源、能源的浪费。

2 企业基本情况

2.1 企业介绍

“浦项世亚线材（天津）有限公司”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逸仙科学工业

园翠柳道 4 号，项目建成后年产汽车用钢铁线材 30000 吨。该项目环评于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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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12 日取得天津市环境保护局批复（津环保许可表【2013】141 号）。

本公司为外商投资核准制项目，于 2013 年 8 月 29 日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获得立项核准，文号为津开发行政许可【2013】110 号。

总投资 1933 万美元，合 12177.9 万元人民币。法人：庾乙凤

本公司于 2014 年 8 月进行设备安装调试，2014 年 10 月开始进行试生产。

2015 年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文件号为津环监验字【2015】第 003 号。

2.2 产品情况

主要产品：年产汽车用钢铁线材 30000 吨。按照生产工艺的不同，分为 HD

线材、AIP 线材、SAIP 线材、PASAIP 线材四种产品，上述四种生产工艺均使用

同一套生产设备，并且生产工艺相似。

表 1 企业产品方案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 产量（t/a）

1 HD 线材 ￠3mm~￠

40mm

4100

2 AIP线材 9700

3 SAIP线材 9500

4 PASAIP线材 6700

合计 30000

2.3 现生产运行情况

本项目为分期建设，一期设计产能为 30000 吨/年。目前产品产量稳定，各

类汽车用钢铁线材实际月产量约为 1800 吨/月（折算为年产量为 22000 吨/年），

生产负荷可以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 750%，且工况稳定，可以满足环保的工况要

求。年销售额 2.2 亿元人民币。

2.4 企业的环境体系

在 2014 年初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公司于 2014 年首次通过质量、

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整合认证，生产技术TEAM负责环保工作的归口管理，

设兼职管理人员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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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组织员工对适用法律法规、环境保护责任、环境保护知识、危险化学

品知识、消防知识、生产工艺中的环保注意事项、固体废弃物分类方法、突发环境污

染事故应急处置等内容进行培训以及安排应急演练等，让员工都能意识到企业的

一切经营活动都要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环境保护是企业及员工个人不可推卸的

社会责任。使环保责任层层落实到部门、班组。

☆年初根据 2016 年实际能源消耗情况制订了2017 年《能源消耗标准》。

☆修订《环境污染物管理程序》，进一步明确细化了水、气、声、渣的日常管理

要求。保证对污水指标的日常监测和达标排放。

☆按期进行合规性评价。

☆通过加强废气处理系统的日常管理、燃气锅炉使用清洁能源，保证系统的

有效运行和废气的达标排放。

☆建立环境巡检机制，加强日常管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制定落实管理方案

和措施，持续改进。继 2016 年通过了再认证后，由于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和持续改进，

2016 年公司第二次顺利通过管理体系的再审核认证。实践证明：整合管理体系

早已成为公司的管理主线，也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保障。

公司环境管理委员会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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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17 年污染物保护目标和任务

☆污水综合排放优先达到天津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12/356-2008）三级标准，其余指

标达到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中三级标准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达到天津市《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151-2003）二类区标

准

☆工艺废气排放达到天津市《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059-95）标准

☆颗粒物排放达到国家《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

☆厂界噪声达到国家《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2008）Ⅲ类标准

2017 年污染物排放量表

污

染

种

类

项目 污染源 污染物 排放量 排放方式 处理（处置）方式

废

气

酸洗工序

废气

酸洗工序
氧化氢 2.68kg 连续排放

酸雾净化塔处理后

15m 高排气筒排放盐酸储罐

燃气废气 退火炉

烟尘

SO2

NOX

1.585kg

3.963kg

2.642kg

连续排放
经 22m 高排气筒排

放

粉尘 脱锈工序 粉尘 8.27kg 连续排放

两级除尘系统（旋风

+布袋除尘）过滤后

经2根15m高排气筒

排放

燃气废气 燃气锅炉

烟尘

SO2

NOX

0.408kg

0.855kg

65.2kg

连续排放
经 15m 高排气筒排

放

生产废水
烫洗、水洗、

冲洗工序

悬浮物

化学需氧量

生化需氧量

氨氮

6.4kg

56.0kg

4.80kg

1.41kg

连续排放

经厂内废水处理站

处理后与生活污水

混合排放

生产废物 生产车间

废酸液 1800t/a 间断排放

交由有资质的危险

废物处置单位（天津

合佳威立雅环境服

务有限公司）处理

废被膜剂 60t/a 间断排放

废润滑剂 14t/a 间断排放

废中和剂 0.5t/a 间断排放

废石灰 0.1t/a 间断排放

污泥 220t/a 间断排放

废润滑油 0.5t/a 间断排放

噪

声

设备运行噪

声
生产设备 机械噪声

厂界影响值

39~50dB(A)

连续排放
减振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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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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项世亚线材（天津）有限公司为外商投资核准制项目，于 2013 年 8 月 29

日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获得立项核准，文号为津开发行政许可

【2013】110 号。环评报告表于 2013 年 10 月得到天津市环保局的环评批复（津

环保许可表【2013】第 141 号）。本项目严格按照环评报告表以及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各项环保措施。2015 年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文件号为津环监验字【2015】

第 003 号。

环保实际投资明细

施工期扬尘、噪声防治措施：30 万元 抛丸净化及排气：263 万元

酸雾净化及排气装置：280 万元 废气排放口规范化：20 万元

废水处理站：380 万元 废水排污口规范化：20 万元

油烟净化设施：8万元 食堂废水隔油设施：5万元

固废暂存设施：100 万元 罐区围堰措施、生产车间地面防渗：20 万元

生产设备消声、减振措施：78 万元 绿地、树木：100 万元

合计：1304 万元

3.2 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

3.2.1 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

☆ 水环境污染物监测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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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填写)

________

排放浓度监测数据

（年平均值）

排放规

律

排放去

向

2016 2015 2014

常规污

染物

COD 500 mg/L 21 25 27 稳定连

续排放

天津世

昇水处

理有限

公司污

水厂

BOD5 300 56 60 62

氨氮 35 1.41 1.45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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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水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情况

☆污水排放各项指标均符合排放标准要求。公司内部日常检测各项指标及排放

量检测均符合排放标准要求，达标排放。

3.2.1.3 污水排放量的确定

☆污水排放量依据流量计实测为准。

表 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表（单位:吨 ）

污染物

（单位）

2016 2015 2014

总量要求 排放量 数据来源 1 排放量 排放量

废水总排放量/t XXX 57620 2016 年工

业企业污

染物排放

年报

35000 2000

常规污

染物

COD （t） 500 12.1 6.7 3.63

BOD (t) 300 0.74 0.42 0.22

氨氮 (t) XX 0.017 0.009 0.055

增加原因：2014 年 10 月开始生产，2015 年产量仅 170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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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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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锅炉废气

常规

污染

物

SO2 10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 - - -

NOx 450 182 190 192 - 0.494 0.494 0.494

烟尘 30 1.1 1.13 1.14 - 0.003 0.003 0.003

排放口 2 酸洗工程废气

常规

污染

物

SO2 100 - - - - - - -

NOx 450 - - - - - - -

烟尘 30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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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征

污 染

物

氯气 XXX - - - - - - -

硫化氢 XXX 0.2 0.23 0.23 0.26 0.01 0.01 0.01

排放口 3 热处理炉废气

常规

污染

物

SO2 100 ＜15 ＜15 ＜15 6.44 0.11 0.11 0.11

NOx 450 110 110 110 1.92 0.18 0.18 0.18

烟尘 30 1.585 1.554 1.552 - 0.081 0.081 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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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2016 2015 2014

总量

要求

排放量 数据来源 1 排放量 排放量

常规

污染

物

SO2（吨/年） XX 0.058 2016 年工业

企业污染物

排放年报

0.034 0.015

NOx(吨/年) XX 0.814 0.43 0.23

烟尘(吨/年) XX 0.024 0.014 0.006

特 征

污 染

物

氯气 (kg/年) XXX - - -

硫化氢

(kg/年)
XXX 2.68 1.7 0.8

增加原因：2014 年 10 月开始生产，2015 年产量仅 170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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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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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分

形态(固、

液、气)

产生

来源

年排放量 /t 处置

方式2016 2015 2014

1. HW17 HCL 液态 酸洗 1390 900 200 资质专

业企业

处置2. HW17 废被膜渣 固态 酸洗 30 18 0

增加原因：2014 年 10 月开始生产，2015 年产量仅 170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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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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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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泥 180 0 180 0 0 合佳威

力雅2015 污泥 120 0 120 0 0

2014 污泥 20 0 20 0 0

增加原因：2014 年 10 月开始生产，2015 年产量仅 17000 吨

3.2.4 噪声污染排放控制情况

表 7 噪声污染排放及处置情况

3.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情况

按照《天津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导则》（企业版）和 TEDA环保局《关于对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修订的通知》的统一要求，在原有的环境紧急预案》的基础上重新修订，

准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咨询编写，并计划 2017年 7月完成备案。

4 水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情况

4.1 水资源消耗情况

表 8 企业的水资源消耗趋势及消耗水平

年份 总计新鲜水 取

用量

(万吨/年)

单位产量综合 新鲜

水耗

同行业单位产量综合新鲜

水耗

(平均水平)

年份 测 点

位置

对 应 噪

声源

噪声源

性质

昼间噪声排放

（ 8 时-- 20 时）

/dB(A)

夜间噪声排放

（ 20 时-- 8 时）

/ dB(A)

执行标准

Leq

等效

声级

执行标准

Leq

等效

声级

2016 厂界外

1米
生产 生产、运

输、邻厂

生产

65 54 55 43

2015 65 57 55 46

2014 65 56 5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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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7.78 1.84kg/Ton 2.5 kg/Ton

2015 7.12 2.11kg/Ton

2014 0.5 2.30kg/Ton

减少原因：生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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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吨原煤=0.7143 (吨标准煤)

1 吨柴油=1.4571 (吨标准煤)

1 吨液化石油气=1.7143 (吨标准煤)

1KWH 电力=0.1229 (kg 标准煤)

1 吨蒸汽=0.092(吨标准煤)

1 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13.3(吨标准煤)

4.2.2 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

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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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产量综合能
耗

同行业单位产量 综合
能耗

(平均水平)

2016 2000 万 166 200

2015 1500 万 185

2014 800 万 197

单位产耗减少原因：生产量增加

4.3 原材料消耗情况

4.3.1 原材料消耗量

主要原材料为碳钢及合金钢盘条，主要产地：韩国浦项钢铁、宝钢、邢钢等。

主要原料用量

序号 原材料名称 年用量 使用工序 备注

1 线材（￠5mm~￠42mm） 22380吨 - 原料库内存放

4.3.2 产品单位产量/产值原材料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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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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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行业单位产量/产值原材
料消耗

(平均水平)

2016 22380 吨 1.017/10.1

2015 17320 吨 1.018/12.3

5 第三方验证情况(建议 3 年内实施)

◎在日常生产过程中，公司始终严格遵守各项环境法律法规的要求，积极配合，

按时完成上级环保主管部门(环保局）布置的工作：

☆《2016 年排污申报登记》

☆《2016 年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

☆《2016 年度环境统计年报》

☆《2016 年度企业能耗信息统计表》
◎每年都委托有资质机构对公司的环境污染物（废水、废气、厂界噪声）排放指标进行第三方检测，

指标合格。

6 绿化、生态恢复及废物综合利用情况

本公司厂区绿化面积 6640.2 平方米，绿化率 20%。

项目产生的废铁屑全部回收利用，一方面避免了固体废物产生二次污染，另

一方面实现了废物的循环再利用。

环境效益分析

公司始终没有放松对节能、降耗的管理，从点滴入手，不断进行技术改进，

努力削减废弃物，增加循环使用，减少给环境带来的负担。2016 年累计提出了 2

项环境相关管理方案，通过逐级落实，各项方案不仅保证按计划时间落实，而且

能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挖潜，保证了每个方案都能控制在预算范围内；期间管理

方案中可计算的资金投入 5.3 万元，但获得的回报是非常丰厚的。

改进方案及成果包括：

改进内容 改进成果 投入资金（万元）

2016 年酸雾塔过滤球更换 预防环境污染 5.0

原材料包装袋再利用 节能、降耗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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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以上是本公司首次自愿公开的环境信息。本公司以循环利用资源、环保与效

益相结合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准则，为负重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循环利用做着

自己的努力，践行着对环保事业的承诺，我们愿意公布企业的环境信息，积极接

受社会各界监督，并将一如既往，持续改进，用自己的行动带动更多的人关注环

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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