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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者致辞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共识。 

作为负责任企业，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公司深入践行环境保

护理念，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认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坚持节能环保、降低能耗，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努力回馈社会。 

在不断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公司严格遵守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

和顾客要求，努力降低在能源和资源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环境影响，并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企业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为保证

生产过程和产品的绿色环保，公司对有害物质进行严格管控，除企业

自行抽样检测外，每年定期将产品、半成品、原材料委托第三方检测

机构进行检测；同时也加强了对原辅材料供应商的管理，除签订环境

管理倡议书、环境管理物质不使用保证书，还要求原材料供应商定期

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积极传递和推进环境管理理念和要

求。 

在精心打造优质产品的同时，三环乐喜将勇于承担安全、健康、

环保责任，积极推行绿色、环保、安全、节能型的生产模式，在创建

可持续发展型企业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大军                                        

                                       2017-4-19 



2 
 

二、企业概况 

1.1 企业名称、地址、创建时间、法定代表人等相关信息 

企业名称：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公司（三分厂） 

组织机构代码：60055385-6 

法人代表：王震西 

所属行业：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钕铁硼成品电镀） 

地理位置：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汉沽现代产业园区栖霞街 36

号 

生产周期：连续性生产 

联系方式：李博  电话：022-59829043  手机：13920220496 

          邮箱：libo_168@shlucky.com 

公司总经理：李大军   电话：022-59829168  手机：13901077576 

          邮箱：lidajun@zksanmag.com 

天津三环乐喜有限公司组织机构图：

mailto:libo_168@shlucky.com
mailto:lidajun@zksan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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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企业从事的行业及规模，主要产品及服务 

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公司：由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台全金属（美国）有限公司、台全（美国）有限公司合资建成，

是中科三环的重要生产基地。 

公司成立于 1990 年，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震西 

邮编：300457 

公司经营范围：生产、开发、销售稀土永磁材料、永磁电机、电

动自行车，加工、销售稀土。生产规模 5000 吨，是中国最大的拥有

烧结 Nd-Fe-B 专利的生产企业之一。 

公司共有三个分厂,一分厂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六大街洪

泽路 22号,占地 10000 ㎡,建筑面积 14000 ㎡；二分厂位于天津经济

技术开发区第十一大街45号,占地25000㎡,建筑面积18000㎡;三分

厂位于汉沽现代产业园区栖霞街 36号,占地面积 50000 ㎡,建筑面积

28000 ㎡。 

 

1.3 企业总资产、销售额或生产额（单位：万元） 

表 1 企业总资产、销售额或生产额（单位：万元） 

 2014 2015 2016 

总资产 134694 143522 163517 

销售额 122629 117167 126257 

 

 

 

 

 

 

 



 

1.4 企业的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保护小组组织机构图

1.5 企业节能、环保

1.5.1 节能 

（一）节能 

1、企业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建立情况

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

工作领导小组，在每年部署的公司管理目标

下达能源管理指标。

2、设立专门能源管理岗位情况

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

定了能源管理负责人

长等人的岗位说明书中都明确了关于能源的管理职责要求

门的年度工作总结中都包含有能源使用情况的汇报报告

3、企业能源管理负责人具备能源管理师资格

组长

总经理

李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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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保护小组组织机构图，如下： 

环保、安全规章制度 

企业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建立情况 

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公司设立了以执行总经理为首的节能

在每年部署的公司管理目标《目标计划任务书

。通过各部门《年度承包方案》来进行达标考核

设立专门能源管理岗位情况 

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公司设立了专门的能源管理岗位

定了能源管理负责人。从有关生产的副总经理到有关的生产厂长

长等人的岗位说明书中都明确了关于能源的管理职责要求

门的年度工作总结中都包含有能源使用情况的汇报报告。

企业能源管理负责人具备能源管理师资格 

副组长

管理部：李博

二分厂：李志学

三分厂：潘广麾
程言志

仉新功

公司设立了以执行总经理为首的节能

目标计划任务书》中，

来进行达标考核。 

公司设立了专门的能源管理岗位，并确

从有关生产的副总经理到有关的生产厂长、部

长等人的岗位说明书中都明确了关于能源的管理职责要求。各有关部

。 

组员

技术质量部

管代：王利民

管理部

二厂生产部

程言志、张天军

三厂电镀

仉新功、李志全、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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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能源管理负责人已取得能源管理师资格证书。 

（二）节能目标责任制 

1、企业分解节能目标情况 

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公司每年度制定的《------年目标计划

任务书》中，包含了节能目标情况。 

2、定期开展节能目标完成情况考评 

公司内部相关部门有专人对每月所消耗的能源进行统计，由体系

部门进行分析，并与《目标计划任务书》中指标相比较，对于不达标

项目填写《纠正/预防措施实施审批实施表》，按照计划进行整改。在

年度《管理评审报告》中对全年情况进行的总结。 

公司对于各部门的《目标计划任务书》中能源使用情况的考核办

法，在各部门的《------年度承包考核方案》中有规定。 

（三）节能管理 

1、建立企业能源管理体系情况 

公司的能源管理体系已建立，但没有进行三方审核。 

2、组织参加能源管理师培训考试情况 

2016 年派遣两位员工参加了天津市节能中心组织的能源管理师

培训班，并通过了考试，取得了《天津市能源管理师证书》。 

1.5.2 环保 

通过一系列环保制度与考核机制，规范公司环保工作的开展。公

司三分厂污水涉及重金属排放，为了稳定达标排放，公司除了在污水

处理站上加大投入外，投入镍回收系统，同时公司每天对水样进行

ICP 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2017 年我公司将继续加大对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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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理投入，确保达标排放。 

1.5.3 安全 

公司通过建立安全责任制，层层落实安全责任及考核机制，自上

而下，人人参与安全工作。不同工段制定不同的《安全手册》，辨识

工段内的不安全因素，制定相关对策，消除安全隐患。 

定期由总经理带队对车间现场等进行安全检查，通过排查整治，

消除隐患。公司将进一步提升设备现场本质安全水平，通过风险管理

和隐患排查治理，夯实公司安全基础，提升公司安全管理水平。 

1.6 本年度环境保护目标和任务 

我们奉行务实创新精神，在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的开发、生产和

销售所涉及的活动中对持续改善环境管理体系，做出如下承诺： 

 遵守国家有关环境法律法规、地方性规章和其他要求； 

 努力采用新技术和新材料，实现污染预防； 

 积极开展节能降耗、合理利用资源，特别是废品的回收利用； 

 加强排放物的管理，持续改进环境绩效； 

 通过宣传和培训，促进企业全员环境意识的提高。 

环保管理制度：公司针对废气、废水、固废等制订了相关管理制

度,如 

（1）控制大气污染管理规定   SL-G-95-A3 

（2）水污染控制管理规定    SL-G-96-A3 

（3）噪声控制管理规定     SL-G-89-A3 

（4）废弃物处理规定      SL-G-93-A5 

（5）危险废弃物管理规定        AQ-03-16  等等 

公司已将水、电、气等列入公司环境管理方案，制订相关指标、

措施，落实到部门、个人。 

 

 

 



8 

 

三、环境管理绩效情况 

1.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履行情况 

表 2环境保护履行情况 

三分厂 时间 明细 明细 明细 

建厂 2006.1 

2005.10.12 天津市环
境保护局出具《关于
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
有限公司电镀加工中
心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 

2005.8 由天津市
环境保护科学研
究院出具《天津三
环乐喜新材料有
限公司电镀加工
中心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书》 

 

竣工验收 2008.1 

2008.8 由天津市环境
监测中心出具《关于
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
有限公司电镀加工中
心工程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2008.10.8 由天津
经济技术开发区
环境保护局出具
《环境保护“三同
时”验收意见》 

2008.10.31 由天津市
环境保护局出具《天津
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
公司电镀加工中心工
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意见》 

在线镍回收
系统 

2013.10 
在线镍回收系统采用南开大学研发的选择性吸附树脂，在线吸附含
镍废水中的镍离子，经若干次吸附、洗脱，制备出高浓度镍溶液并
回用，从而实现镍离子零排放。 

生活水处理

系统 
2015.11 

生活水处理系统的设计施工安装单位系水处理业内顶尖的日本栗
田工业，栗田工业涉足污水处理、纯净水制备等相关环保领域已有

近 70 年的历史。该系统采用两级生化处理工艺，工艺流程确保稳
定、可靠。 

污泥烘干机 2016.1 

2015 年 12 月电镀引进污泥干燥机，由丰田通商（上海）有限公司
和栗田工业（苏州）水处理有限公司设计并安装。该设备设计污泥
处理量为 1000kg/D,处理前污泥含水率为 80%以上，处理后污泥含
水率为 40%，极大的降低了处理总产出重量；利用高温蒸汽，烘干
重金属污泥，降低污泥含水率至 40％。 

该项目均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试生产、竣工环保验收申请，均通

过竣工环保验收，均取得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竣工环保验收批复。并

按环评和环评批复提出的要求进行了相关工作的开展，均给予了落实

实施。 

1.2  环保措施 

三分厂涉及到电镀工艺，主要环保设施为水处理站和喷淋吸收塔

系统。 



9 
 

三分厂水处理站，废水处理能力 200 吨/天，废气处理设施处理

能力 3万标立方米/小时。其中废水处理设施处理效率 95％以上，废

气处理效率 90％以上，废水、废气处理均达到设计要求并满足国家

二级排放标准。各项设施均配有完整的运行、维护监督记录。 

1.3 重金属污染防治情况 

三分厂电镀工艺涉及重金属（镍、铜、锌、铬）排放，污水处理

系统采用目前先进的、成熟的 CMF（连续微滤）、反渗透纯水制备工

艺，南开大学阳极树脂在线吸附系统、重金属二次中和沉淀系统，系

统稳定、可靠。 

系统总进水量为 280m3/d，其来水分别为：酸洗漂洗水 45 m3/d

（使用自来水）、脱脂漂洗水 45 m3/d （使用自来水）、 活化漂洗水

10 m3/d（使用自来水）、 镀镍漂洗水 120 m3/d（使用纯水）、镀铜漂

洗水 40 m3/d（使用纯水）、镀锌漂洗水 10 m3/d（使用纯水）、镀铬漂

洗水 10 m3/d（使用纯水）。 

进入纯水系统的部分漂洗水经处理后 PH 值被控制在 9~10 之间，

在调节池中与其它来水发生微絮凝反应，Cr3+、Ni2+、Zn2+、Cu2+等重金

属离子与 OH-离子反应，部分生成絮体。处理后上清液进入反渗透系

统前级，进行预处理。 

反渗透系统前级预处理采用三级过滤的方式。第一级过滤采用石

英砂过滤器，去除 10μm以上的微粒。第二级采用保安过滤器，去除

5μm以上的微粒、胶体、铁锈等杂质。第三级采用 CMF（连续微滤），

去除 0.2μm以上的微粒、胶体、铁锈、菌胶团等杂质。 

采用一级二段式 RO（反渗透）系统，可以保证系统连续稳定运

行且具有较高的产水率，产水率达 65%~75%，制备纯水 180 m3/d，能

够满足车间生产使用，浓排盐水 100 m3/d 至化学法处理站集水池。 

三分厂水处理站总投资为 490 万元。于 2007 年 7 月进行系统调

试阶段。其中纯水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及时运行均先于电镀车间

各生产线，与基建同步，保证了试生产运行的零排放。目前，系统运

行稳定、产水质量、效率高，达到了设计标准。不但节省工业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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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耗，也为企业节约了成本。 

同时为了保证重金属的零排放，三分厂在生产线上安装了镍回收

系统。照片如下： 

 

1.4 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 

1.4.1 水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情况 

表 3 水污染排放浓度统计表(单位：mg/L) 

污染物 
依据标 

准（mg/L） 

排放浓度监测数据 
（年平均值） 排放 

去向 

排
放 
规
律 

2016 2015 2014 

常规污染物 

COD 500 98 208 280.67 

营城子
污水处
理厂 
 

稳
定
连
续
排
放 

BOD5 300 28 40.1 55 

氨氮 35 20.25 28.5 13.58 

特征污染物 

石油类 20 0.145 0.34 1.35 

悬浮物
（SS） 

400 37.5 28 49 

总磷 3.0 0.15 2.64 0.762 

总镍 0.5 0.05L 0.05L 0.05L 

总锌 1.5 0.26 0.085 0.076 

总铜 0.5 0.05L 0.05L 0.06 

六价铬 0.2 0.004L 0.004L 0.004L 

总铬 1.0 0.004L 0.004L 0.0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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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表（单位：吨） 

污染物 2016 2015 2014 

废水总排放量/t 

总量要求 
（浓度） 

排放量 数据来源 排放量 排放量 

-- 189539.2 年度监测 169483.2 183653 

常规污染
物 

COD 500 18.57 年度监测 35.25 51.55 

BOD 300 5.3 年度监测 6.8 10.1 

氨氮 35 3.84 年度监测 4.83 2.49 

特征污染
物 

石油类 20 0.027 年度监测 0.057 0.25 

悬浮物
（SS） 

400 7.11 年度监测 4.75 8.99 

总磷 3.0 0.028 年度监测 0.45 0.14 

总镍 0.5 0.009 年度监测 0.008 0.009 

总锌 1.5 0.049 年度监测 0.014 0.014 

总铜 0.5 0.009 年度监测 0.008 0.011 

六价铬 0.2 0.0007 年度监测 0.0007 0.0007 

总铬 1.0 0.0007 年度监测 0.0007 0.009 

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公司（三分厂），2016 年污染物排放浓

度全部达标，未有超标排放情况发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监测

站不定期对本企业污水排放进行检测，未发现有超标排放情况。 

 

1.4.2 大气环境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 

表 5 大气污染物监测浓度统计表（单位：mg/m
3
） 

大气污染物 

最高允

许排放

浓度 

排放浓度监测数据平均值 

2016 2015 2014 

常规污染物 氮氧化物 240 
2L 

（最低限） 
2L 

（最低限） 
0.3852 

特征污染物 

铬酸雾 0.07 0.02 
0.005 

（最低限） 
未检出 

氯化氢 100 1.25 1.67 4.68 

硫酸雾 45 
0.08L 

（最低限） 
0.156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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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大气污染物监测浓度统计表（单位：kg/h） 

大气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

放速率 

排放速率监测数据年平均值 

2016 2015 2014 

常规污染物 氮氧化物 0.77 1.22e-1 1.36e-2 3.12e-3 

特征污染物 

铬酸雾 0.008 4.22e-4 3.4e-4 6.78e-6 

氯化氢 0.26 15.18e-2 2.28e-1 3.71e-2 

硫酸雾 1.5 4.87e-3 2.13e-3 1.72e-2 

表 7 大气污染物监测排放量统计表（单位：吨） 

污染物 
2016 2015 2014 

排放量 排放量 排放量 

常规污染物 氮氧化物 0.73 0.82 0.09 

特征污染物 铬酸雾 0.0025 0.002 0.0002 

氯化氢 0.91 1.37 1.1 

硫酸雾 0.029 0.13 0.5 

 

1.4.3 固体废弃物排放控制情况 

表 8 危险固体废物厂升级处置情况表（单位：吨） 

 

 

 

名称 
废物
类别 

主要有害
成分 

形态 
产生
来源 

年排放量/t 
处
置
方
式 

2016 2015 2014 

废电池 HW49 含锌、锰
普通干电

池 

固态 办公  0.05 0.05 委
托
处
理 废灯管 HW29 含汞荧光

灯管 
固态 照明  0.01 0.12 

废机油 HW08 油 液态 加工  2.37 3.5 

废电镀污
泥 

HW17 镍、铜、
锌 

固态 电镀 17.564 26.74 22 

电镀添加
剂空桶 

HW49 电镀添加
剂容器 

固态 电镀 0.56 0.76 1 

废墨盒硒
鼓 

HW12 油墨 固态 办公  0.1 0.2 

废滤芯 HW49 
镍、铜、

锌 
固态 电镀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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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及处置情况 

表 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及处置情况 

年份 固废名称 产生量 排放量/t 排放去向 

2014 生活垃圾 18t 18t 汉沽环卫清运所 

2015 生活垃圾 18t 18t 汉沽环卫清运所 

2016 生活垃圾 18t 18t 汉沽环卫清运所 

 

1.4.5 噪声污染排放控制情况 

表 10 噪声污染排放及处置情况 

年份 测点位置 
对应噪
声源 

噪声源 昼间噪声排放 夜间噪声排放 

性质 

（6时--22 时）/dB(A) 
（22 时--6 时） / 

dB(A) 

执行标准
Leq 

等效声
级 

执行标
准 Leq 

等效声
级 

2016 
全场边界
（均） 

厂区 
1011 
1014 

65 58.75 55 51.5 

2015 
全场边界
（均） 

厂区 
1011 
1014 

65 59.275 55 52.05 

2014 
全场边界
（均） 

厂区 
1011 
1014 

65 58 55 52.7 

 

1.5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情况 

为应对突发环境事件，2015 年 10 月，公司管理部编制了《天津

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公司（三分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文件

编号：AQ-HJ-201511（第二版），已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

局备案，并定期按照预案要求进行演练。三分厂水处理工段还编制了

《水处理应急处理预案》。 

 

1.6 其他环境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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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水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情况 

表 11 企业的产能以及能源消耗情况 

年份 产量（吨） 

自来水

消耗量

（吨） 

外购电力消耗量 原材料消耗量 

电力消耗

量（万kwh） 
折算标煤（吨） 

镍冠

（吨） 

磷铜球

（吨） 
硝酸（吨） 

2016 3882 236924 1859.775 2285.6635 81.6 26.5 268.15 

2015 2448 212172 1342.65 1650.1169 74.16 27.6 248.76 

2014 2267.72 229566 1238.64 1522.29 43.2 29.4 512.64 

  

五、第三方验证情况 

本年度信息公开报告由第三方认证中心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

中心审核认证，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对企业环境信息的完整性，

数据的准确性、可信度等都进行了审验。经第三方审核认证后，报告

内容和所公开的信息均真实有效。 

 

六、其他要公开的环境信息 

1.研磨回用水工程 

立项背景： 

研磨车间用自来水水量很大，同时使用的防锈剂含有大量氮元素，

增加了排水中的总氮含量，所以我们设计使研磨水回用不排，不仅降

低了总氮的排放量并且减少大量用水，节约成本。 

原理： 

研磨倒角排水收集到原水池，原水池出口出水经板框压滤后，污

泥外送，滤清液回收至中间水罐，中间水罐出口安装两台多级增压泵

（一用一备），自动恒压供水，车间取水点前置 5u过滤器（一用一备），

当过滤器压力升高到设定压力后，自动切换过滤器。中间水罐旁，安

装有药剂罐，当循环水中药剂浓度降低时，人工添加药剂，稳定浓度。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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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节约自来水约 100-130 吨 

每月节约药剂投入约 5-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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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已通过 ISO4001:2015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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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环境影响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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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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