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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公开

1 管理者致辞

近年来，水污染已成为我国“头号”治污难题。多地爆发的水污

染事件使公众对我国水污染严重的现状有了切身的体会。目前，全国

河流Ⅳ—Ⅴ类和劣Ⅴ类污染占比近 30%，地下水污染严重，工业废水

重复利用率不足 30%，城镇污水再生利用不足 10%。处在“向污染宣

战”不断成为政策最强音的大背景下，在应对水资源短缺、节能减排

和新能源等世纪挑战时，膜技术的战略作用已崭露头角，成为解决水

污染问题的金钥匙。

多年来，津膜科技深耕于膜技术领域，经过 40多年的沉淀积累，

在做大做强自己环保事业的同时，也愿意以设立环境保护基金这种最

为直接的方式，为国家的环保事业出一份力。做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

业是津膜科技的初心。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津膜科技希望

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尽最大努力在更大范围内树立公众的环保

理念，引导和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和企业参与到环境保护工作中来。

环境的改善是个缓慢的过程，我们真诚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将环

保公益真正做到实处，做出成果，让碧水蓝天长存！

董事长：李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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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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于 2003 年组建的高新技术企

业，注册资金 2.76 亿元人民币，拥有员工 400 余人。公司是中国膜

行业中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公司之一，其前身为天津工业大学膜分

离研究所成立于 1974 年，迄今已有 40余年的历史，中国的第一支中

空纤维膜组件就诞生在这里。2001 年，由国家发改委立项，公司承

担的总投资额 1.2 亿元人民币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了年产量

100 万平方米的中空纤维膜生产基地，也是亚洲最大规模的膜制造基

地之一。2012 年 7

月 5日，公司在深

交所创业板成功

上市，成为目前国

内首家以膜材料

研发、生产和销售

为主营业务的上

市公司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

多年来，公司在水处理领域内形成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科

学技术体系，两次获得我国科学技术领域最高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两次。十二五期间，面对污水资源化和环境安全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公司继续加大研发力度，在“熔融纺丝法聚偏氟乙烯中空纤维膜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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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应用”取得重大突破，该项技术采用自主开发的

双螺杆挤出熔融纺丝-拉伸界面致孔技术，可制备高强度、大通量和

抗污染的新型 PVDF 中空纤维膜产品，这大大提高了水资源的重复利

用率。

2.2 企业从事的行业及规模，主要产品及服务

公司生产以 PVDF 材质为主的各种材质、各种规格的内压型和外压

型中空纤维超滤、微滤膜

组件。拥有国际先进水平

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压力式

连续膜过滤、膜生物反应

器、浸没式膜过滤和双向

流膜过滤四项核心技术，

并且为用户提供应用于市

政、电力、钢铁、石化、

纺织、食品、制药、海水

淡化等领域膜法水处理设

备和膜应用工程设计施工及运营管理。

2014年，公司复合热致相分离法高性能PVDF中空纤维膜产业化、

海水淡化预处理膜及成套装备产业化两个项目投产，生产能力达到

415 万平方米。公司自主研发的“同质增强型 PVDF 中空纤维膜及膜

组件—MOFF-HF”作为天津唯一一项获得国家资金资助的重点新产品

被列入了《2014 年度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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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产品已远销东南亚、

欧洲、美洲近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专注于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

膜技术应用服务，为美化环境和水

资源化作贡献。

2.3 企业总资产、销售额或生产额

年度 企业总资产（元） 销售额（元）

2016 2,305,135,677.28 749,192,4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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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为李新民。公司位于天

津经济开发区十一大街，厂区占地面积 6.6 万平方米，2003 年 05 月

21 日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成立。公司主要从事环保行业，生

产的产品主要有中空纤维膜组件等，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拥有总资产为 2,305,135,677.28 元，2016 年度营业总收入为

749,192,435.48 元。

2.5 企业的环境管理体系

公司将环境管理与企业管理相结合，建立健全环境管理组织机构

和运行机制，并纳入企业日常管理中，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贯穿于整个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始终。企业已通过ISO18000、ISO9001、ISO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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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8001 和美国 NSF 等国际认证。2016 年度环境管理工作主要由行

政人力资源部负责，专职人员 1名。

2.6 本年度环境保护目标和任务

1.遵守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

2.预防污染，在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

强化环境管理，避免、减少和控制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3.强化资源、能源管理，降低资源消耗，实现废弃物无害化和减量化。

4.有效控制废水、废物, 不断降低环境责任风险。

5.明确公司各部门的环境责任，增强全体员工环境意识和能力。

6.进一步完善科普基地设施，积极向社会宣传普及膜分离技术及应

用。

3 环境管理绩效情况

3.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履行情况

定期实施环境监测，对污染源实施全面监控，制定环保治理设施

管理程序对污染源进行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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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水污染物排放浓度统计表

单位: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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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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mg/

L

27mg/

L

118mg

/L

稳定

连续

排放

开发区

第一污

水处理

厂

3.2.1.2 污水排放量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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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4937.2 公式

计算

65091.84 57404.76

常规污

染物

COD （t） 500 6.71 公式

计算

1.7576 6.7738

3.2.2 固体废弃物排放控制情况

3.2.2.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控制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经过回收后经由具有资质回收公司统一处置。

3.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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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风险事故应急方面，公司为加强对环境风险的监控，有效

降低突发事件发生概率，对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及时组织有效救援，控

制事件危害蔓延，减小伴随的环境影响，保障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

针对企业特点，制定了应急预案体系包括综合应急预案、专项预案。

综合预案是从总体上阐述处理事故的应急方针、政策、应急组织

结构及相关应急职责、应急行动、措施和保障等基本要求和程序，是

应对各类事故的综合性文件。

专项预案针对具体的事故类别或危险源而制定的应急计划或方

案，有明确的救援程序和具体的应急救援措施，是综合预案的组成部

分。公司制定的专项预案包括：

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 火灾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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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产品单位产量新鲜水耗

企业的水资源消耗趋势及消耗水平

年份 2016 2015 2014

总计新鲜水 10.6171 6.3564 7.1756

取用量(万吨/年)

5 其他要公开的环境信息(根据本公司的情况，有选择的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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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津膜科技地球日活动

活动时间：2016 年 4月 22 日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普基地迎来了 一群绿色小使者，来

自李自沽小学的同学们、嘉吉公司志愿者以及环保协会的相关工作人

员共同参加了此次活动。进入科普基地，孩子们一边听着老师介绍膜

分离技术工艺、饮用水安全的相关知识，一边不断地提出问题，与老

师进行互动。在小实验单元，孩子们与老师一起合作完成了“污水变

净水”的实验，过程中孩子们亲手操作，性质盎然。亲身体验后，孩

子们纷纷表示，要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讲给父母和身边的小朋友听，以

后要更加节约用水，珍惜水资源。

5.2 天津科技周——津膜科技大批活动火热来袭

时间：2016 年 5 月 14

日-22 日

5 月 15 日“2016 京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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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科普旅游”活动拉开帷幕，膜法基地作为重要一站，迎来了京津冀

的广大市民，通过参观，让观众了解了膜分离技术的知识，加深了对

水资源保护的意识。

5 月 18 日，航天英雄

进校园之滨海新区第

30 届科技周主场活

动暨青少年科普嘉年

华活动开展，津膜科

技现场给孩子们科普

当今水资源的宝贵性

和膜的神奇性。作为全国科普基地，国家环保高新技术企业，保护水

资源，向群众科普是我们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