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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者致辞

作为一家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意味着公司

将自身的环境行为视为社会的影响因素，承诺了对企业自身环境行为

的管理，体现了对周围社区及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的态度，并自愿承担

了社会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督。天津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的环境政

策中承诺以保护员工、周边环境、客户和环境的负责态度在全球生产、

和销售产品。公司强调着饮料生产企业的责任关怀，并明确承诺不断

改进与可持续发展。在环境问题日趋凸显的今天，企业自身的环境行

为已经成为了影响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传统意义上，饮料行业

一直被认为水耗及污染较高。因此为保持市场竞争力，同时作为我们

所处的环境中的一分子，公司始终高度关注公司的能源结构与产品结

构，持续践行着能源节约及产品优化，以更加清洁和环境有好的方式

为客户提供产品。

2 企业概况

天津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原名天津津美饮料有限公司，始建于

1989 年，1992 年由各方股东追加投资，于 1993 年在天津经济技术开

发区注册生产。现法人代表陈占江，公司大股东为中粮集团，公司占

地 74，800 余平方米，拥有玻璃瓶、塑料瓶、易拉罐生产线 6 条，全

部引自国外的自动化设备快速、环保、高技术含量等诸多优点与一身，

充分体现了可口可乐引领时尚潮流的特质。

公司以生产可口可乐系列碳酸饮料为主，主要产品包括：可口可

乐、雪碧、芬达、零度可口可乐、零卡雪碧、醒目、怡泉、美汁源（果



汁饮料及果粒奶优）、原叶和雀巢（茶饮料）、冰露（纯水及矿物质水）。

产品除在天津地区销售外，还行销河北。到 2016 年底企业总投资亿

2.5 企业的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委员会框架图，公司环境管理工作归属部门，专职或兼

职环境保护工作人员人数：

总 经 理

环保负责人 环保相关人

（安全环保部） 工程部经理

环保人员 污水站运行人员（工程部）

2.6 本年度合计保护目标和任务

2016 年公司在水、电、蒸汽、原材料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上了一批节水、节能项目，杜绝有毒有害原材料使用，水指标达到

1.92 吨水/吨饮料，达到行业协会先进水平；能源指标达到 0.23MJ/

升饮料，达到行业协会先进水平；2016 年物料消耗 0.1 元/标箱；污

染物 COD 排放 19.37 吨。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减少噪声，废固排

放。

3 环境管理绩效情况

3.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履行情况

本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表）批准的时间为 2012

年 8月，批准机关为开发区环保局，环境保护设施投资占总投资7.8%，



环境保护设施在设计和建设中全部予以落实，履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的时间和验收机关为：2013 年 8月，开发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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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了稳定的自动在线监测数据,其次采用人工监测数据或物料

衡算数据或产排污系数数据,参加环境统计的企业,相关数据应与

环境统计数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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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35 68.75 连续稳

定

开发区

污水处

理厂

BOD5 300

氨氮 35 2.537 0.48 0.134

特征污

染物

石油类 XXX

总镍 XXX

苯系物 XXX

多氯联苯

（PCBs）

XXX

XX

3.2.1.2 水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情况

2016 年的监测数据全部达标，污水达标排放，监测结果好于前 2



年，因为处理系统经过升级改造。

3.2.1.3 污水排放量的确定

一般按照污水排放口所装流量计显示的流量数据为准，如未装流

量计，则按自来水用量的 80%计，或者按照物料衡算办法进行估算。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吨)=排放浓度(毫克/升)*污水排放量(吨)/1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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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908 数据核算 207047 212715

常规污

染物

COD （t） 500 19.37 16.53 13.71

BOD (t) 300

氨氮 (t) XX 0.42 0.41 0.43

特征污

染物

石油类

(kg)

XXX

总镍 (kg) XXX

苯系物

(kg)

XXX

2016 年污染物排放总量低于许可排放量要求，符合环保要求。

3.2.2 大气环境污染排放情况控制



3.2.2.1 污染因子的确定（我司没有大气污染情况）

3.2.3 固体废弃物排放控制情况

3.2.3.1 危险废弃物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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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硒鼓，废

油

1.71 1.02 1.35 合 佳

威 立

雅

2.

我司危废每年交付合佳威立雅公司处置，该司具备危废处置资质，

每年 2 次，符合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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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般

工 业

固体

97.16 58.66 38.50

2015 一 般

工 业

固体

97.24 59.49 37.75

2014 一 般

工 业

固体

62.27 26.02 36.25

我司固体废物可利用物资每天进行转移，交付有资质物资回收公

司再利用，生活垃圾交付开发区环卫公司处理，争取固体废物减量化、



无害，符合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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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阐述噪声产生的强度、持续时间及影响范围。将本年度噪声污染

强度和前两年度进行比较，有较大变化的应说明原因。

我司噪声产生连续稳定，经检测符合噪声排放标准，与前 2年持

平。

3.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情况

我司制定了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情况，对风险每年进行演习和总

结。

3.4 其他环境事项

我司定期缴纳排污费，在自来水费中代收，企业没发生过被环境

信访情况、；环境投诉和行政处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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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自来水取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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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 连续 65 60 55 52

2015 厂界 机器 连续 65 58 55 51.6

2014 厂界 机器 连续 65 46 55 46



4.1.2 产品单位产量新鲜水耗

产品单位产量新鲜水耗=企业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综合新鲜水

取用量/报告期内合格产品产量(工作量、服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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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56.81 1.84 2

2015 56.11 1.77 2

2014 56.24 1.87 2

本企业近年来单位产品水耗变化和在同行业内所处领先，每年进

行节水改造评估活动和水资源循环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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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

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企业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综合能源消

耗量/报告期内合格产品产量(工作量、服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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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2 8.51

2015 3489 7.11



2014 3268 7.08

对本企业近年来单位产品综合能源消耗变化和在同行业内所处

水平进行比较说明，分析其中的原因，例如进行了能源结构调整或是

增加了能源利用率等。对本企业近年来能源结构进行分析，如能源结

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要说明原因及由此产生的环境影响。

4.3 原材料消耗情况

4.3.1 原材料消耗量

对本企业主要原材料消耗种类及消耗量分别进行统计说明

4.3.2 产品单位产量/产值原材料消耗

产品单位产量原材料消耗=企业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的原材料消

耗量/报告期内合格产品产量(工作量、服务量)

产品单位产值原材料消耗=企业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的原材料消

耗量/报告期内工业总产值(一般以万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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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42 6.563

2015 44920 6.524

2014 44738 6.529

对本企业近年来单位产品原材料消耗变化和在同行业内所处水

平进行比较说明，分析其中的原因，例如进行了技术改进或是增加了

原材料综合利用。对本企业近年来原材料结构进行分析，如原材料结



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要说明原因及由此产生的环境影响。

5 第三方验证情况(建议 3 年内实施)

第三方验证机构对企业公开的环境信息的完整性，数据的准确性、

可信度等进行审验。对于验证通过的企业，第三方验证机构发放验证

申明，企业将此申明附在《环境信息公开报告》中。

第三方验证机构的选择，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㈠有资质的独

立的具有环境信息验证能力的机构。㈡验证团队是由具备与此项任务

有关的知识、经验和资质的人员组成的。㈢验证机构要有一定的知名

度和良好的信誉。

6 其他要公开的环境信息(根据本公司的情况，有选择的公开)

6.1 绿色供应链管理、清洁生产\碳盘查和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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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购中加强对产品、

服务以及供应商的绿色环保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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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行清洁生产，降

低水耗、能耗、物耗，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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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企业绿色

环保的负责任形象，是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处以清洁生产为例来

说明企业的清洁生产活动。

解决方案(以清洁生产为例)：

（1）自 2016 年 11 月开始，企业选择了清洁生产管理模式，在企

业内部进行清洁生产审核，审核范围涉及到原材料和能源、技术工艺、



设备、生产过程、产品、污染防治和管理过程等各个方面，通过审核

诊断出公司在污染削减和节能方面进行清洁生产的潜力，最后确定了

审核重点并设置清洁生产目标。

（2）通过清洁生产方案的筛选和可行性分析，确定采用的清洁生

产方案是仓库和车间顶棚安装采光带_，改造的主要生产工艺是_淘汰

高耗能电机_，采取的技术路线是_改造生产线_，投资是总额 120 万

__，预期要达到的目标是_节约用水和用电 43.3 万元__。

最终收益：实施清洁生产改造之后，企业在以下方面做出的改进。

(1)在耗水量改造前为 337m/d，改造后减为到 200m/d。(2)在原材料

使用方面，增加了固体材料的循环利用，废弃物循环利用率达到_61%

左右。 (3)减少污水排放量 3.27 万 m3/a,减少 COD 的排放减少

0.87t/a，节电 17.2 万 KWh/a, 达到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的社会

效益和环境效益。

除此之外，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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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良好的可持

续发展模式也使企业在业务上保持了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良好趋

势。使企业在市场上的地位稳步上升，成为市场上知名度高、受尊重

的企业之一。

6.2 环境公益活动

天津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本着根植当地、回馈社会、守法经营

的经营宗旨，以当“做当地的好公民”为目标，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

关注当地的公益事业和文明建设，积极参与教育、体育、文化和环保



等方面的社会活动，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公司先后在河北、

天津、内蒙贫困地区建了 6所希望小学，使千余名孩子走出简陋的危

房，搬进宽敞明亮的教室继续他们的学习生活。在文化体育方面，公

司亦倾尽财力，支持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对公益事业的支持累计达到

800 余万元。公司还建有参观走廊向社会开放，已成为天津市大、中、

小学校的教育实践基地之一。

1.3 月 11 日，天津&河北厂再次响应集团号召举办地球一小时活

动，中可天津厂的志愿者们将环保小知识等化作舞台剧的形式，用轻

松幽默的方式将环保理念传递给合作客户们。最后，天津&河北厂总

经理刘淼携手公司员工代表及客户代表，一起将饱含承诺之意的可口

可乐灌注到有“地球一小时”标志“60+”的冰雕里，向所有人表示

自己将支持环保、拒绝雾霾、找回蓝天的美好愿望和坚定决心。

2. 3 月 17 日，在中可河北厂副总经理郭宝瑞的带领下，河北厂工会



委员会第一届植树活动在厂区拉开帷幕。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80

棵充满生机和希望白腊树迎风挺立，让原本毫不起眼的空地瞬间变得

生机勃勃、春意盎然。

3. 为进一步做好厂区的美化工作,保持厂区环境的干净整洁,4 月 6



日,河北厂厂区 30余名员工在部门领导的带领下,对厂区四周白色垃

圾进行了清理。此次清扫活动主要从厂区大门出发,沿着马路开始清

扫草坪垃圾,拾捡树丛、丢弃物等。

4.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当天，为了把环保理念传达给孩子们，让他

们懂得再小的个体，也有护卫自然的力量的道理，结合中可天津厂六

一家庭日活动，为每个家庭都准备一段环保知识亲子对话时间，瞬间

拉近了孩子们与大自然的距离，父母也纷纷表示以后会更关注环保，

“言传身教“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2016 年 8 月 21 日上午十点整，由 150 余名美汁源阳光大使和志

愿者组成的橙色队伍齐聚张北西郊森林公园，共同参加【美汁源助力

奥运阳光林植树仪式】暨【美汁源阳光骑行第四季收官仪式】。美汁

源阳光大使代表共同种下 200 棵生命力顽强、特别适合干旱砂土地区



生长的樟子松树苗，“美汁源助力奥运阳光林”成功在张北扎根。

6. 2016 年 9 月 9 日，“一路纯悦 公益乐行”2016 年冀津爱心助学

捐赠仪式在青松岭镇举行。为改善儿童饮水条件及习惯所做出的努力，

“一路纯悦 公益乐行”活动持续助力公益事业，为兴隆县青松岭镇



中小学累计捐赠价值 8 万元的冰露·纯悦包装饮用水以及净水设备，

为儿童饮水安全问题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2016 年 10 月 27 日，中可天津厂携手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天津

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在红桥区外国语小学联合启动了 2016“平安校园”

在校学生安全知识课堂系列活动。



8. 3 月 3 日，伴随着和煦的春风，2017 年首届“CNY 之星”植树节

在中可河北厂启动。陈总郭总带领 19 位“CNY 之星”一起为银杏树

培土、浇水，英雄们还亲手将专属于自己的“荣誉证”挂到树上，为

每一棵树木赋予了不同寻常的的意义。



9. 3 月 25 日，2017 年世界“地球一小时”活动如约而至，中可天津

厂面向消费者及公司员工家庭征集“环保小卫士”，以实际行动保护



地球家园。活动当天，“环保小卫士”们将收集来的废旧电池一一放

进电池卡槽，和天津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公共事务及传讯总监王美

洁一起点亮满载希望的“地球之灯”，用实际行动照亮未来！现场王

总还为每位参加活动的小朋友颁发了“环保小卫士”证书，鼓励他们

从小培养环保意识。

7 环境效益分析

我司积极完成本年度制定的环境保护目标，目前已完成目标的比

例。我司在节能工作中精耕细作、领导牵头、制定节能计划，确立节

能项目，在水、电、蒸汽各方面监测，统计、分析各问题点，解决问

题，较以前有了很大进步，在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环保上针对水、

噪声、大气等污染项目分别治理，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排放水平达

到国家、标准，固体废物处理符合环保规定，我司积极参与环境保护

公益活动，在社会上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环境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