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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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永富关西涂料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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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强调着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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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上的产品，一直被认为能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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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加清洁和环境友好的方式为客户提供产品。

董事长：臧永兴



2.企业概况

天津立中车轮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1 月，占地面积 35 万平方

米，是立中集团规划的高性能铝合金车轮主要生产基地，也是立中集团

的技术研发中心、物流中心、装备制造中心、员工培训中心。主要生产

制作低压铸造合金车轮、旋压合金车轮、锻造巴士/卡车合金车轮等，

年产汽车铝合金车轮 500 万只。截止 2015 年天津立中工业园已经全部

建成投产，总销售收入超过 165 亿元人民币。

产品销售市场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国内整车厂配套（OEM）市场，

第二类是海外国际市场，第三类为国内售后市场（零售市场）。目前，

立中车轮是一汽奥迪、华晨宝马、上海通用、广汽丰田、北京现代、日

产、本田、长城汽车、吉利汽车等实力雄厚的整车厂配套厂家。在国际

业务方面，立中车轮产品远销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

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天津立中车轮有限公司将始终秉持“比别人多努力一点，和别人多

合作一点”的企业精神，为中国铝合金车轮制造行业进步和世界汽车轻

量化事业发展而努力！



立中车轮集团主要生产基地分布图

3.企业的环境管理体系

天津工厂，成立于 2006 年，现有产能

秦皇岛工厂，成立于 2002 年，现有产能
80 万只/年。

内蒙古工厂，成立于 2007 年，现有产能
150 万只/年。

保定工厂，成立于 1995 年，现有产能

包头工厂，成立于 2009 年，现有

产能 150 万只/年。

新泰工厂，成立于 2010 年，现有产能

160 万只/年。



公司组织结构图：



4.本年度环境保护目标和任务

我公司历来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始终将环境保护工作做为公司重点

工作之一。今后我公司会一如既往的做好环境保护工作。2017年我们将

采取以下措施，减少危险废弃物的产量：

○继续调整产品结构，提高水性漆的产量，减小溶剂漆的产量。

○优化生产工艺，减小废液产生量。

○另外在生产耗材上（如金属过滤网等、滤芯、棉布）尽量做到重复使

用，以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

通过以上措施，争取达到 2016 年全年危险废弃物产生量不超过 40

吨。

因我公司今年产量将有所增加，所以本年度企业在水资源、能源、

原材料消耗水平方面会有所提高，污染物排放也会相应提高，我公司会

加强管理，进行控制。努力完成既定目标。

5.环境管理绩效

5.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履行情况

建设项目（一期）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批准时间：2009-03-26

建设项目（二期）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批准时间：2012-07-11

建设项目（三期）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批准时间：2015-07-27

5.2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

5.2.1水环境

5.2.1.1污染因子确定



表 1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统计表

单位：毫克/升

污染物

天津市污水排放标准

（DB12/356-2008）
三级标准

排放浓度监测数据

（年平均值）
排放

规律
排放方向

2016 2015 2014

常 规

污 染

物

COD 500mg/L 84.25 54.3 54.25

不规

律连

续排

放

开发区第一

污水处理厂

BOD5 300 ------ ------ ------
氨氮 35 5.67 12.6 0.705

特 征

污 染

物

石油类 ------------ ------- ------- -------

5.2.1.2污水排放量的确定

表 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表

单位：吨

污染物

（单位）

2016 2015 2014
排放量 排放量 排放量

废水总排放量/t 17500 17763.053 78593

常规污

染物

COD(t) 84.25 54.3 54.25
BOD(t) ------ ------- -------

氨氮（t） 5.67 12.6 0.705
特征污

染物
石油类(kg) ------- ------- -------

5.2.4噪声排放情况

表 6 噪声污染排放及处置情况

年份 测点位置 噪声源性质 功能区类别
执行标准 Leq

dB(A)
等效级别

2016

东侧厂界外 1 米 交通 3 类 65 62
南侧厂界外 1 米 生产、邻厂生产 3 类 65 59
西侧厂界外 1 米 生产 3 类 65 60
北侧厂界外 1 米 交通、生产 3 类 65 61

2015
东侧厂界外 1 米 交通 3 类 65 52.7
南侧厂界外 1 米 生产、邻厂生产 3 类 65 59.3



西侧厂界外 1 米 生产 3 类 65 52.1
北侧厂界外 1 米 交通、生产 3 类 65 53.8

2014

东侧厂界外 1 米 交通 3 类 65 54.1
南侧厂界外 1 米 生产、邻厂生产 3 类 65 59.5
西侧厂界外 1 米 交通 3 类 65 52.6
北侧厂界外 1 米 交通、生产 3 类 65 55.4

以上噪声监测数据显示，我公司噪声排放达到 GB12348-2008《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三类区的排放标准。

5.3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情况

2015年我公司依据根据《环境保护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

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文件，修订

了具体的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并成立了以总经理为总指挥的应急小组，

对公司存在的环境风险源进行识别，并对火灾、爆炸、泄漏等风险事故

发生时产生的污染物种类、环境影响类别、范围及事故后果进行具体分

析。聘请专家组对预案进行了评审并提出意见，针对专家提出的评审意

见，对预案进行修订、完善。应急预案通过评审后，已于 2015 年 10 月

10日提交开发区环保局备案。备案编号：120116-KF-2015-013-L

5.4其他环境事项

我公司按照开发区环保局要求，按时缴纳排污费。没有被环境信访、投

诉和行政处罚。没发生重大环境事故。

企业缴纳排污费情况:

2014年 1386元；2015年 126456 元；2016年 156765 元

5.5 2016年综合应急演练

搜救演练 疏散演练



消火栓操作 灭火器操作

6.水资源、能源消耗情况

6.1水资源、能源消耗情况

表 7 水资源、能源消耗情况

项目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企业总产值 万元 60255.53 74571.28 82823.27

总产量 只 2950602 3494745 3499269

水 吨 286577.69 10786.2000 22395.709

电 千瓦时 3609054600 4292840000 495670000

天燃气 立方米 3581153 42096000 437044.66

6.2原材料消耗情况

表 8 原材料消耗情况

单位：吨

原辅料

产品单位原料消耗量和万元产值原料消耗量

2014

产品单

位原料

消耗量

万元产

值原料

消耗量

2015

产品单

位原料

消耗量

万元产

值原料

消耗量

2016

产品单

位原料

消耗量

万元产

值原料

消耗量



7.其他要公开的环境信息

（1）公司在2011年7月委托通标标准技术服务（天津）有限公司正式启

动第一轮清洁生产，始终贯彻“边审核、边实施”的原则，严格按照7

个阶段35个步骤开展工作。整个审核过程得到了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全体

员工的积极配合，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完成了第

一轮轮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第一轮清洁生产审核推荐了可行的无低费方案27项，全部实施完成；推

荐了可行的中高费方案2项，全部实施完成。实现节水19899t，节电89416

kWh，节约蒸汽80 t，节约折标煤28.01tce/a，减少溶剂排放3t/a，减少

危废产生14.2t，经济效益达27.7万元/a。

（2）2015年3月，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

〔2013〕37号）、《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

则》（环发〔2013〕104号）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清新空

气行动方案的通知》津政发〔2013〕35号的整体要求，落实清新空气行

动目标任务，围绕大气污染物排放大户的重点行业，以年原煤消耗5000

吨以上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200家重点企业开展”美丽天津一号工程”

清洁生产强制审核工作，重点行业排污强度比2012年下降30%以上、单

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2012年降低20%的总体目标。同时，落实重金属污

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的涉重企业开展强制审核。加以常规 、自

愿审核工作，不断拓展清洁生产审核力度，确保节能减排任务的完成。

天津永富关西涂料化工有限公司被列入天津市本次200家专项清洁生产

铝液 48076 0.016 0.80 60242 0.017 0.81 67111 0.019 0.81



审核的企业之一。通过清洁生产审核方法的导入，我公司致力于形成一

套完善的清洁生产审核制度与机制，规范并优化各项生产作业活动，提

升企业节能管理水平，同时持续改善环境行为与绩效，减少能源资源的

使用及污染物的排放，淘汰落后产能，开发节能低碳技术，以适应当前

“节能减排”的要求，形成企业环境管理工作的长效机制。清洁生产审

核由长城（天津）质量保证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审核工作自2015年3月

底启动，于2015年8月完成审核工作。

表 9 危险废弃物产出量、能源用量对比情况

（2）表 9 显示由于我公司正常生产，用电量有所增加。我公司建成

一个污水处理站，污水由我公司自行处理，我们将继续挖掘在污染削减

和节能减排方面的能力。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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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世界领先的涂料生产厂商，我们将会更加努力的履行我们对环境保

护事业的承诺，做一家有社会责任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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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削减率

2 自来水用量 1078620000 22395.709 21%

3 电用量 429.2840000 495.670000 -4.9%

4 天然气 42.0960000 437044.66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