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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经理致辞

随着“十二五”京津冀、长三角建立了大气污染防治的区域协调机制，环境保

护成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先进、可持久的生产力，是一种稀缺资源。区域自然环境好就意味着地区投资创业

环境有更大优势，有利于聚集优秀人才，吸纳先进生产要素，不保护环境，企业及

地区经济就会陷入“增长的极限”；

2016 年，各类污染物排放标准持续提升，因此，作为企业，总结了过去行之

有效的经验，逐步推进环保基础建设，完善办法措施，以此，希望为地区环境增添

保障。

在这里，我们向社会、向股东、向员工郑重承诺，公司将竭尽全力履行环保责

任与义务，严格执行“三同时”以及新《环保法》相关规定，加强环保体系内部管

理，保证环保设施安全、稳定、达标运行，杜绝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达到环保排放

标准，谋求建立并持久保持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使企业获得健康、永续的发展，为

电网提供安全、优质的电能，为开发区企业提供合格、稳定的热能，为投资方和合

作伙伴争取最大的回报，为员工创造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为建立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企业而不断奋斗。

泰达能源公司将一如既往地履行好社会责任，为美丽天津，美丽滨海，美丽泰

达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党委书记：



二、 公司基本信息

天津泰达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坐落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

一大街 27号，公司注册资本 25000 万元。

公司经营范围为电力生产（不含电力供应）和热力生产。公司前身

为天津灯塔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一家热

电联产的专业化能源类上市公司，公司的经营宗旨是以开拓创新的精

神，以优化开发区投资环境为己任，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能源产品，不

断提升业绩，为全体股东创造最佳回报。2016 年实现总营业收入 6.05

亿元，公司盈利总额 673.66 万元（以上数据引自天津泰达能源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

泰达能源公司

热源二厂 热源三厂 热源四厂 滨海热电厂 国华公司



三、环境管理情况

1、泰达能源公司建立了“三一一”管理体系，即三级管理：公司、

部门、环保管理人员共同参与管理，信息沟通各有分工；一个核心理念：

公司环保方针；一个中心目标：指导服务工程项目和一线生产日常环保

管理。

2、公司绿色生产呈现 5大亮点。

一是生产水源优先采用城市中水。

二是紧抓环保设施“三同时”管理。采用高效布袋除尘技术，使烟

气中的含尘量、排放量大大低于本地区同类型机组水平；采用循环经济

生产方式，设置飞灰分离回收设备，开辟灰渣外销途径，实现固体废物

“零排放”；采用循环流化床环保炉型，使用高效湿法脱硫，做到二氧

化硫低排放；2015 年新建设完成 SNCR 炉内脱硝设施，有效控制了氮氧

化物达标排放。

三是通过采用封闭煤场、储煤罐，

扬尘治理效果明显。

四是通过节能技改项目，有效地降低厂用综合能耗。

五是通过 ISO14001 环保体系的管理，进一步加强公司环保理念的



开展。

3、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三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推进美丽天津

建设，天津市决定实施美丽天津“一号工程”，即“四清一绿”，主要

包括清新空气行动、清水河道行动、清洁村庄行动、清洁社区行动和绿

化美化行动。

因此，泰达能源公司响应天津市号召，自 2013 年以来至今，共计

投入 4 亿元左右用于环保设施提标的建设，同时制定实施环境管理改进

方案并在减排治理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具体如下：

2016 年已完成的项目

序号 项目内容
投资估算

（万元）
改进成效

1 热源四厂储煤场改造 2990 扬尘量减少

2 热源二厂煤改燃项目 15000 燃煤量消减

2017 年计划实施的项目

序号 项目内容
投资估算

（万元）
改进成效

1 热源四厂超低排放改造 5500 扬尘量减少

2 热源五厂超净排放改造 5500 扬尘量减少

3 国华公司超净排放改造 3500 燃煤量消减

4
国华公司 35t/h 锅炉生

物质及改燃改造
19000 燃煤量消减



4、“十二五”以来，随着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日趋升级，陆续

出台了相关政策， 自 2014 年 1 月 1日起，上级环保部门要求，污染物

小时均值合格排放； 同时，7 月 1 日排放标准的提升，滨能公司新增

设了公司级监控平台，使其监控体系更加紧密，并且公司要求下属各热

源厂加强日常巡查、操作以及维修力度。在每周生产调度会中进行相关

点评，确保总量减排、环保指标达标排放。

表示如下：

表 1：滨海热电厂、国华公司污染物监测结果

区分 单位
2015 年

环保标准

内部预警

标准

排放浓度 排放浓度 排放浓度 是否达标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废气排放

烟尘 mg/m3 30 以下 30 28 13 8 达标

SO2 mg/m3 100 以下 90 70 36 25 达标

NOX mg/m3 200 以下 185 150 110 120 达标

废水排放
COD mg/L 500 以下 450 121 116 110 达标

氨氮 mg/L 25 以下 20 12 11 14 达标

噪声
昼间 dB(A) 65 以下 63 60 60 58 达标

夜间 dB(A) 55 以下 53 51 49 45 达标

表 2：污染物排放量总量统计结果

区分 单位
排放量 排放量 排放量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废气排放

烟尘 吨 116 54 48

SO2 吨 455 407 352

NOX 吨 846 500 431

一般固废
灰 吨 60003 57504 58918

渣 吨 41052 38336 39279



表 3：资源消耗统计结果

区分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能耗

用水量 万吨 463.55 457.67 410.34

上网汽水耗 吨/吨 0.95 0.92 0.94

实物煤量 万吨 66.67 64.96 64.86

上网汽标煤耗 公斤/吨 122.27 121.2 121.47

图示如下：

图 1：污染物监测数据统计结构图



图 2：一般固废排放量统计结构图

图 3：原料消耗统计结构图



图 4：污染物减排、能源耗量情况汇总：

十年以来，泰达能源公司上网汽量由 2005 年 204.09 万吨，增长至 2016

年 390.75 万吨，增长幅度：91.46%

耗实物煤用量由 2005 年 41.12 万吨，增长至 2016 年 64.86 万吨，增长

幅度：57.73%

在上网汽量增加的情况下，燃煤量随着增长，但 SO2 排放量由 2005 年

5592 吨，下降至 2016 年 162 吨，下降幅度：97.1%；氮氧化物排放量由 2005

年 1567 吨，下降至 2015 年 323 吨，下降幅度：79.39%；

四、生态保护、清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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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司在采购原料中加强

对产品、服务以及供应商的绿色环保要求。并且公司还推广应用节水、



节电、节能新技术。以“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为指导思想。自

2012 年推行清洁生产，降低水耗、能耗、物耗，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

率；推行 ISO14001 环保体系，使公司员工在环境意识方面有了改善和

提高，在厂区营造了一个安全健康的工作场所和清洁的生产环境。截止

2016 年滨能公司投资约 5 亿元左右用于环保系统的改造，确保了地区

环境污染物排放能得到有效的治理，促进了地区环境进一步改善，增强

了地区内的竞争力，使地区效益与企业效益实现共赢。2016 年，公司

完成了热源二厂煤改燃项目及热源四厂煤库改造工程；

“十三五”期间，国家又提出了新的环保要求，因此 2017 年，按照

2017 年天津市“四清一绿”实施方案，公司计划投入 4.7 亿元左右，

对下属三家热源厂（热源四厂、滨海热电厂及国华公司）进行超低、超

近排放改造。公司在继续加大环境设施建设的同时在业务上也保持了持

续、稳定、快速发展的良好趋势尽可能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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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了企业绿色环保的负责任形

象。



厂区生态绿化实拍图

五、环保守法情况

滨能公司严格遵守三同时要求，自 2005 年兴建的滨海热电厂二期

工程、热源四厂、国华二期扩建工程均做到与主体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每年严格按照排污情况向国家足额交纳排污费。

厂区绿化，美化建设花园式厂区 植树造林，成为鸟类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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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

滨能公司始终以科技领先、创优创效为宗旨，坚持低碳环保、突出

节能降耗、处处体现绿色和谐发展理念。在董事会的正确决策、政府机

构和社会各界朋友的关心支持下，我们一定能够在波澜壮阔的市场经济

浪潮中，搏击长空，展翅飞翔。我们也期待与滨海新区、开发区环保部

门和区内企业不断加强沟通与交流，增进了解与合作，共促供热保障与

环境保护事业的和谐发展。

“十三五”，公司将继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实现热源保

障、绿色环保、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

积极回报社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为滨海新区发展添砖，为碧水蓝

天增色，在这片生机勃勃的热土，继续谱写美好的环保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