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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经理致词 

 天津三星 LED有限公司致力于制造符合中国市场、满足中国消费者的产品。在技术

与革新上大力投资，对于革新的追求，也体现出三星 LED追求环境与企业同步发展的经

营制度。 

为了应对全球温室效应日趋严重，北方城市雾霾天气不断增多，我们在生产活动中

消耗的原材料、能源及排放温室气体，是我们一直治理改善的问题。我们不断提高原材

料及能源的使用效率，积极探索清洁生产方式，将“绿色经营”的战略持续应用于整个

生产活动中，以期不断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和降低环境风险。 

我们采用更安全更清洁的物质来设计并制造我们的产品，从而减少或杜绝有毒有害

物质。我们同三星本社保持一致，防止零部件和产品中出现某些受限制的化学用品，以

确保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健康及安全。通过清洁生产和循环利用则减少了供应链中的有毒

物质，有助于保护土壤、空气和水不受污染。 

为打造绿色供应链，天津三星 LED 将“绿色经营”原则纳入供应商管理机制中，充

分考虑在供应过程中对周围环境和人员产生的影响。我们将积极推动供应商参与环境信

息公开，帮助供应商实现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进一步减少或消除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 

环境报告书不仅是介绍我公司的环保理念和管理政策，更重要的是，天津三星 LED

有限公司对社会的承诺：我公司的环境安全方针是 把环境、保健、安全作为经营的最

高核心价值。为了构筑绿色、舒适、安全的事业场和环境保护而持续努力。为此我们承

诺绿色经营体系持续运行；遵守国内外环境安全保健相关法律法规；严格遵守公司管理

基准；创造舒适安全的事业场；环保型产品设计和清洁生产降低风险；确保环境安全方

针对外部及相关方公开。 

我们特此向社会各界发布环境报告书，并诚挚的邀请和欢迎政府、媒体、公众及社

会各界对我公司进行监督。 

 

                                              天津三星 LED有限公司 

                               总经理   石锺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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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况与编制说明 

2.1  概况 

天津三星LED有限公司 是由韩国三星电子株式会社（SAMSUNG LED CO.,LTD，坐落于韩

国京畿道水原市）投资建立的外商独资企业。企业名称为：天津三星LED有限公司（TIANJIN 

SAMSUNG LED CO.,LTD；简称：TSLED）。我公司自2009年4月正式注册成立，注册资金：8000 

万$，法人代表为 石锺旭，截止2016年末，现有人力 992名。报告期间，我公司企业规模、

结构、管理、产权、服务无重大变化。 

公司坐落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微电子工业区微四路6号，占地面积：105,143.9㎡，

建筑面积：31,774.1㎡，现有生产性厂房2座。主要进行LED的生产及相关的管理活动，属

于电子元件制造行业，企业规模中型。 

我公司下设生产制造、经营革新、品质、人事、经营管理等多个部门。 公司环境管理

工作由环境安全Part具体负责。企业部门结构合理、职责清晰，便于协调、管理和工作指

令的执行。公司经过几年的发展，已具备较高综合管理水平。 

公司产品均基于三星雄厚的独家芯片设计与封装开发技术实力，在光通量、可靠性、

效率等性能方面展现出行业最高水平。产品具有相当优秀的显色性(CRI 80以上)，非常接

近自然光效果，是具备最佳品质的照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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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编制说明 

本次环境报告书时间范围：2016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 

报告书编制时间：2017 年 03 月 30 日~04 月 03 日。 

编制完成后，由三星中国本社统一安排第三方验证，通过 SGS 现场审验，依据给出的修

改意见进行修改，取得“2016 环境报告书验证声明”。 

本次报告披露的界限为，天津三星 LED 有限公司厂区内(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微电子工业

区微四路 6 号) 的全部活动，包括生产、食堂、车辆、动力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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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所涉及的能源数据，依据各类能源结算发票的数据为准，检测类数据依据具备检

测资质单位提供的检测报告结果为准。我公司承诺，报告中的涉及的全部数据全部真实有效。 

 

编制机构：环境安全 Part 

联系方式：23885588；传真：23886933 

信息反馈方式：可在绿色三星网站留言，网址：http://green.samsu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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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管理 

3.1 环境管理制度 

公司设立环境安全 Part 作为企业内部环境安全专职管理部门。目前共有人员 7名，专

门从事环保、健康保健、安全及消防火灾等方面的管理。 

环境安全 Part作为公司环境管理部门，负责绿色经营各项活动的策划，组织及推进工

作。以上专门人员的配备，为实现绿色经营的战略远景提供了人力保障。 

绿色经营委员会由环境安全 part组织，委员长主持，每月召开 1次例会，深入讨论各

类课题的实行情况以及各项指标的达成情况。 

 

 

 

 

 

 

 

 

 

 

 

 

 

 

 

 

 

 

 

总经理 

人事 Group 

环境安全 Part 

环境管理 健康保健 安全管理 防灾管理 

法规许可审批 

废弃物管理 

污水厂运营 

EHS体系运营 

Global EHS 

化学品管理 

医务室运营 

内/外部监测 

职业健康防护 

食堂点检 

饮用水质检测 

职业健康防护 

协力业体管理 

安全文化构筑 

设备安全认证 

工伤事故处理 

安全环境教育 

虚惊/隐患收集 

防灾中心运营 

消防设施管理 

火灾保险管理 

应急组织与响应 

应急训练 

应急物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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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安全管理制度明细： 

No. 规则名称 文件编号 

1 环境安全手册 E101.10 

2 环境安全业务分工规则 E101.20 

3 环境安全法规运营规则 E103.10 

4 环境安全方针、目标、指标、方案运营规则 E104.10 

5 环境安全教育规则 E105.10 

6 环境安全信息交流规则 E106.10 

7 环境安全文件控制管理规则 E107.10 

8 环境安全应急管理规则 E108.10 

9 环境安全监测及测量管理规则 E109.10 

10 环境安全管理评审运营规则 E10L.10 

12 环境安全记录管理规则 E10b.10 

14 环境安全相关方管理规则 E10b.30 

15 安全保健委员会 E10d.10 

16 合规性评价规则 E10h.10 

17 环境安全废弃物管理规则 E10i.10 

18 环境安全内部审核管理规则 E10k.10 

20 “三同时”手续办理 E205.10 

21 职业安全健康综合运营规则 E301.10 

22 事故处理管理 E302.10 

24 危险预知管理 E303.20 

25 危险源辨识评价规则 E303.30 

26 作业环境管理 E304.10 

27 环境因素识别评价规则 E304.20 

28 员工健康检查管理 E305.10 

29 健康中心管理 E305.20 

31 化学物质管理规则 E307.10 

32 临时化学品申请及使用管理 E307.20 

33 安全保护用具发放管理 E308.10 

35 电热器具管理 E402.20 

36 防灾设施管理 E403.10 

39 消防训练管理 E407.10 

40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E4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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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 天津三星 LED有限公司于 2009年 6月成立。 

-. 同年 9月公司环境安全部门结合绿色经营战略，制定了天津三星 LED的环境安全方针。 

-. 同年 12月建立 ISO14001& OHSAS18001 环境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简称 EHS)。 

-. 2010年 4月  取得了 BSI英标管理体系认证(北京)有限公司的 EHS认证。 

-. 每年定期进行复审工作,2016年 10月通过年间审核 

 

 

 

 

 

 

 

 

 

 

 

 

3.3 环境保护教育与环境保护荣誉 

公司环境保护教育分三级进行，新员工入厂时进行环境安全专项教育；员工分配到部署

后，进行部署别的环境安全专项教育；分配到具体岗位后，进行版组别的环境安全专项教育。

另外，每月环境安全 Part 制定主题教育内容，由各部署的环境安全担当者进行专项教育。主

要教育内容涉及：化学品使用注意事项、保护用具使用、消防应急设施使用、应急处理程序

等。 

公司环境安全 Part 每月制作环保宣传资料，通过社内网络、公告栏进行宣传，主要包括 

温室气体管理、雾霾天气预防等环境、安全、消防相关内容。 

   公司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员工参加外部培训，包括：辐射安全防护、化学品使用、废弃物 

管理处置、ISO14001&OHSAS18001 内审员培训及政府机关组织的相关培训等。 

ISO 14001(2015) OHSAS 18001(2015) EHS 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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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近期对外获奖情况如下： 

-. 14年   3月  公司新排污许可证取得 

                 通过企业 安全现状评价 复审 

-. 14年   4月  固态废物标识企业称号获得 

-. 14年   6月  开发区环境诚信优秀企业获得 

-. 14年   8月  通过开发区节能验收 

-. 14年  12月  通过开发区碳排查 

-. 14年  12月  推进并完成开发区能源审计复审 

-. 15年  02月  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 

-. 15年  04月  获得开发区“企业环境信用评价”满分企业 

-. 15年  04月  完成“企业自查报告”并备案 

-. 15年  05月  通过“固态废物生态标识企业”复审 

-. 15年  07月  开通天津市危险废物管理平台并通过审批，持续运行 

-. 15年  11月  完成“企业环境应急预案”并通过备案审批 

-. 15年  10月  完成开发区节能协议验收，并取得验收审批 

-. 15年  09月  完成企业碳盘查并通过第三方验证，申请鼓励资金 5 万元 

-. 16年  04月  完成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报告并通过第三方验证 

-. 16年  04月  通过“固态废物生态标识企业”复审 

-. 16年  04月  获得开发区“企业环境信用评价”满分企业 

-. 16年  09月  完成企业碳盘查并通过第三方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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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环境安全教育： 

日期 

定期教育 

教育内容 教育对象 教育形式 教育类型 

1 月 

节前安全教育及保安教育 全部署 文件 定期教育 

冬季皮肤及呼吸道干燥应对 全部署 内部网络发送 健康宣传 

化学品常识认知、防护用具、泄漏教育 PKG1 车间 集中教育 特别教育 

2 月 

火灾及地震逃生常识教育及保安教育 全部署 文件 定期教育 

春节健康安全小常识 全部署 内部网络发送 健康宣传 

化学品常识认知、防护用具、泄漏教育 PKG1 车间 集中教育 特别教育 

3 月 

操作规程安全教育 全部署 文件 定期教育 

春季过敏的防治 全部署 内部网络发送 健康宣传 

春季健康饮食 全部署 宣传栏 健康宣传 

化学品常识认知、防护用具、泄漏教育 PKG2 车间 集中教育 特别教育 

4 月 

SOP 教育及保安教育 全部署 文件 定期教育 

户外运动急救小知识 全部署 内部网络发送 健康宣传 

快乐健康、活动筋骨 全部署 内部网络发送 健康宣传 

化学品常识认知、防护用具、泄漏教育 PKG2 车间 集中教育 特别教育 

5 月 

应急预案教育 全部署 文件 定期教育 

夏季健康饮食 全部署 宣传栏 健康宣传 

世界无烟日宣传教育 全部署 宣传栏 健康宣传 

化学品常识认知、防护用具、泄漏教育 Module 车间 集中教育 特别教育 

急救员培训 职组长 外请教育 外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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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16 环境日&安全月 全部署 文件 定期教育 

 6.6 爱眼日健康宣传  全部署 内部网络发送 健康宣传 

化学品常识认知、防护用具、泄漏教育 Module 车间 集中教育 特别教育 

内审员培训 认证机构 外出教育 外部教育 

消防管理人员培训 消防局 外出教育 外部教育 

7 月 

环境安全基本遵守及保安教育 全部署 文件 定期教育 

夏季防晒小知识 全部署 内部网络发送 健康宣传 

化学品常识认知、防护用具、泄漏教育 PKG1 车间 集中教育 特别教育 

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管理员培训 安监局 外出教育 外部教育 

8 月 

防护用具使用教育 全部署 文件 定期教育 

 夏季暑热应对  全部署 内部网络发送 健康宣传 

化学品常识认知、防护用具、泄漏教育 PKG1 车间 集中教育 特别教育 

化学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 安监局 外出教育 外部教育 

9 月 

员工安全手册教育及保安教育 全部署 文件 定期教育 

爱牙日健康宣传 全部署 内部网络发送 健康宣传 

化学品常识认知、防护用具、泄漏教育 PKG2 车间 集中教育 特别教育 

秋季健康饮食 全部署 宣传栏 特别教育 

10 月 

登高作业安全注意事项及保安教育 全部署 文件 定期教育 

教你认识颈椎病  全部署 内部网络发送 健康宣传 

化学品常识认知、防护用具、泄漏教育 PKG2 车间 集中教育 特别教育 

高血压日健康宣传 全部署 宣传栏 健康宣传 

11 月 冬季火灾预防宣传教育及保安教育 全部署 文件 定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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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健康饮食 全部署 内部网络发送 健康宣传 

化学品常识认知、防护用具、泄漏教育 Module 车间 集中教育 特别教育 

糖尿病日健康宣传 全部署 宣传栏 健康宣传 

12 月 

全年事故案例分析教育 全部署 文件 定期教育 

冬季流感预防 全部署 内部网络发送 健康宣传 

化学品常识认知、防护用具、泄漏教育 Module 车间 集中教育 特别教育 

全年 

职组长安全教育 制造部署 

集中教育或

Single 发送 

不定期教

育 

干部安全教育 全部署 

事故案例安全教育 全部署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教育 特种作业人员 

3.4 环境信息交流 

公司每年 3~4 月份，编制企业环境报告书，由三星中国本社统一安排，与开发区环保局

联系，主动进行信息公开。印刷纸质版环境报告书，在每年“6·5 环境日”活动期间，通过

开发区环保局网站，向社会各界进行公开。自 2010 年开始已连续 6 年进行信息公开，并获得

政府环保鼓励资金 3 万元。报告发布以后，受到媒体及公众的广泛关注，目前未接到其他信

息的反馈。 

公司定期对合作方进行环境安全诊断，协助合作公司提高环境管理水平，改善环境隐患。 

公司每月对合作方的生产现场进行走访，每周确认问题点的改善情况，积极推进合作方的绿 

色工厂建设。 

公司每年进行员工满意度调查评价，采取问卷调查额形式，由员工本人以不记名的方式

填写。通过问卷调查的结果，了解员工的苦衷和集中反映的问题，由人事部门负责追踪调查

和改善。公司设立公众投诉反馈流程，对外部相关方提出的意见第一时间进行对应，核实问

题点，进行原因分析，树立改善措施，将改善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方，为提升企业形象不断

努力。截止报告期间，公司未接到任何相关方关于环境不良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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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法律法规遵守情况 

   公司自 2009 年成立至今共分五期项目分阶段建设，截止 2013 年 12 月全部项目均完成“环

境三同时”验收审批手续。公司每年接受开发区环保局执法检查，包括污水、废气、厂界噪

声，检查结果全部合格，并取得天津市排污（水）许可证。公司根据环保局及环保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定期进行排污申报、按时交纳排污费。自建厂至今无环境违法事故发生，无环境

处罚记录，连续获得开发区环境保护优秀企业及个人奖项。 

    2011 年 5 月公司取得天津市排污（水）许可证，2014 年 3 月完成换证工作，2016 年 3

月完成第二次换证工作。 

   建设项目三同时验收情况： 

区分 环评批复 批复文号 验收批复 批复文号 

一期项目 2009.08.05 津开环评[2009]072 号 2010.09.21 津开环验[2010]039号 

二期项目 2010.01.19 津开环评[2010]003 号 2010.09.30 津开环验[2010]041号 

三期项目 2010.04.16 津开环评[2010]040 号 2010.09.30 津开环验[2010]042号 

四期项目 2010.12.31 津开环评[2010]088 号 2013.12.27 津开环验[2013]73号 

五期项目 2013.09.04 津开环评书[2013]25号 2013.12.27 津开环验[2013]74号 

3.6 环境应急预案 

为规范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管理，迅速、有序、有效地开展应急处置行动，阻止和控制

污染物向环境的无序排放，最大程度上避免可能对公共环境（大气、水体）造成的污染冲击，

依据有关法规和规范，公司委托天津市环科院编制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经评定，企业为一般环

境风险等级)、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应

急预案编制说明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并通过开发区环保局备案审批。公司定期组

织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工厂应对突发环境事

件的能力。演习包括预警和报警、响应判定、

指挥和控制、警戒疏散、应急救援物资运输、

医疗救护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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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环保设施管理及环境投入 

公司投资 280 万元于 2013 年 11 月，开工建设污水处理厂，用于处理食堂污水及卫生间

污水。该污水处理厂采取地埋式设计，利用活性污泥法处理厂区内全部生活污水。 

污水处理厂设计能力 360t/d，设计处理出水水质达到《天津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12/356-2008)三级。与污水处理厂配套进行的还包括排污口规范化建设，以及 COD、流量、

PH 值自动检测 TMS 系统，2013 年 12 月随五期项目一起通过开发区环保局验收合格，正式投

入使用。运行期间，平均日处理量 200t/d，排放水 COD 污染物浓度控制在 50~80 mg/L。符合

国家规定的厂区外排标准(COD<500mg/L)。 

污水处理厂工艺流程： 

 

 

 

 

 

 

 

 

2016 年公司环境投入累计 86 万元，主要用于危险废物处理、污水处理设施维修保养、环

境定期检测、排污费缴纳、环保公益活动等。 

 

2016 年环境投入情况： 

项目区分 投入费用(万元) 使用月份 

废弃物处理费 32 1~12 月 

污水设施运行维修保养费 10 1~12 月 

环境定期检测 16 1~12 月 

排污费缴纳 24 1~12 月 

环境培训 2 6 月、8月 

环保公益活动 2 6月 

合计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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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保目标 

    公司根据本社要求，统一树立 2017年环境安全 KPI管理目标指标。2016 年度目标指标， 

除去温室气体指标因产品比例调整，造成能源消耗量增加而未达成外，其余指标均全部达成。 

（温室气体排出量，根据韩国本社统一标准进行计算，与开发区碳盘查核算基准不一致，特 

此说明）。2017年公司计划增加生产量，所以对应的能源消耗量有所增加。 

2016年环境安全目标指标达成情况及 2017 年目标指标： 

项目 单位 
'16年  ‘17年 

目标 实绩  目标 

环境安全事故 件 0 0  0 

违反法规件数 件 0 0  0 

温室气排出量 ktCO2eq 3,410 3,889  3753 

电力使用量 Mwh - 55,876  58,721 

用水使用量 K㎥ - 314  350 

废弃物再利用率 % 94% 94%  95% 

 

5.  环保绩效 

5.1 环保产品 

天津三星 LED在工艺上：采用无铅工艺、无铅焊锡膏、无铅焊工艺。执行 2003 年 2 月 

13 日，欧盟第 L37 期《官方公报》公布了欧洲议会和欧盟部长理事会共同批准的关于电

子与电气设备废弃物的指令 2002／96／EC》(WEEE)和《关于限制在电子电气设备中使用某

些有害物质的指令 2002／95／EC》(RoHS) 

我们拥有化学物质供应链管控体系，针对产品中所使用的化学物质进行严格管理。我

们的绿色产品目标是符合 RoHS 和 REACH 规定，还积极预防非法规限用，秉承潜在环境影

响的化学物质事前预防原则。根据产品环境管理物质运营指南（0QA-2049）和《电子信息

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对产品中使用的法规限用物质及自发管控物质进行管理。为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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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中出现受控物质，对所有生产现场的零部件和最终成品进行严格的检查和管理。为有

效管控供应链，与我公司合作的供应商必须通过 Eco-Partner 认证，认证不仅包括供应商

的零部件、原材料的有害物质认证，还包括生产工艺的环境品质管理体系的认证。通过

ECO-Partner认证，明确原材料的绿色采购要求及环境管理体系要求，与供应商建立绿色合

作伙伴关系。通过技术支持和管理培训，目前合作的业体全部通过认证。  

5.2 能源消耗及节能措施 

公司能源消耗主要为电力和天然气，能源来源全部为外购。电力主要用于生产设备、

动力设施及办公使用；天然气主要用于食堂及锅炉房。2016年累计综合能耗 9732吨标准煤，

其中电力占 76%，天然气占 24%。 

 2016年能源消耗现况 

名称 单位 
能源消耗量 

综合能耗 

(吨标煤) 
能源比例 来源 

2016 年 2016 年 2016 年 2016年 

电 kWh 60,482,754 7,433 76% 外购 

天然气 Nm³ 1,728,168 2,298 24% 外购 

 

2016年节能技改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简述建设内容 费用 预计节能量（tce） 

1 生活水泵变频 生活水泵变频控制 8万元 5 

2 冷却塔风机变频 风机增加变频控制 7.5万元 5 

1. CITY WATER 变频水泵安装 1台改善,节电 

一台水泵 15kW改善为变频控制,可节电↓50%.  即：15kW*50%=7.5kW. 

计算节俭：-变频水泵电量：15kW*50%*单价 0.64RMB/kWH*24Hr*365 日=¥42.05kRMB/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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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冷却水塔变频控制系统安装 

30kW改善为变频控制 9~12月份开启可节电↓50%  即：30kW*50%=15kW.  

计算节俭：30kW*50%*单价 0.64RMB/kWH*24Hr*122 日=¥28.12kRMB/年 

 

 

 

 

 

 

 

 

 

5.3 水资源消耗及节水措施 

2016年水资源 消耗现况： 

名称 单位 
消耗量 类型 排放去向 

2016 年 2016 年 2016 年 

水 M³ 343,645 自来水 大寺污水处理厂 

公司用水来源为自来水，主要用于冷却塔循环、卫生间、绿化及食堂。“节约用水”是我

公司的一个长期课题，通过大量使用节水装置，增加感应控制器等措施，最大限度避免水资

源的浪费。随着污水处理厂的稳定运行，我们计划在将来进一步对处理水进行深度处理，争

取达到中水标准，进行循环再利用。 

5.4 资源消耗及节俭措施 

2016 年公司原材料消耗量中各项材料单实现逐步递减，主要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注意

了过程的控制，不良产品的根本原因分析，查找缺陷，提高原料利用率、降低废品率，提

高了产量。企业产品生产过程中，不难看出配装资材管理完善，消耗量相对稳定。固化胶、

金线等贵重资产在单耗上均实现逐年递减，节省了成本，还达到削减有害物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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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温室气体排放及减排措施 

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来源主要为：锅炉、食堂的天然气消耗；生产、办公的电能消耗以及

工务车辆的汽油消耗。根据三星总部要求，公司每个月统计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G-EHS 系统

上进行公布。另外，公司每年与开发区节能办，签订节能协议，积极推进节能技改项目，通

过节俭能源消耗量，达到温室气体单耗减排的目标。 

2016 年 09 月，公司委托泰达低碳中心完成 2015 年度企业碳盘查及核查工作。 

计划 2017 年 09 月前，完成 2016 年度碳盘查及核查工作。 

年度别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单位：tCO2e） 

名称 2014 2015 2016 

温室气体 58,314 60,628 66,655 

*2014~2015年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根据泰达低碳中心碳盘查结果为依据； 

*2016年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根据三星中国本社提供的计算法为依据； 

 

 

5.6 废水排放及减排措施 

我公司废水排放类型为生活污水，主要包括：卫生间、食堂排水等。公司拥地埋式污水

处理厂 1 座，采用活性污泥法处理。厂区污水经过处理后，通过微电子工业园区排污管网，

排放至集中污水处理厂(大寺污水处理厂)。公司处理水排放执行《天津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12/356-2008)三级。 

公司排水量占用水总量的 41%(依据五期环境验收水平衡系数)。每月 1 次，委托资质单

位对处理水进行分析。检测结果通过 G-EHS 系统，通报韩国三星本社。为了提高水资源的利

用率，公司计划增加中水处理设施和回用水池。处理后的中水计划用于绿化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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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物 排放情况： 

年份 

常规污染物 

(mg/L) 

污染物 

排放量/t 
污水 

总排放量/t 

排放 

规律 

排放 

去向 
COD 氨氮 COD 氨氮 

标准 500 35 - - - - - 

2016 24 0.398 3.38 0.056 140,894   

2015 34 1.96 6.13 0.35 180,331 
间断 

排放 

大寺 

污水处理厂 
2014 52 2.32 8.8 0.39 168,729 

2013 76 1.46 20.3 0.39 267,434 

5.7 废气排放及减排措施 

厂区废气排放为锅炉排气，公司有燃气锅炉 4 台(2 蒸吨/台)，2 用 2 备。主要用途是为无

尘车间进行加湿，通过车间内的探测器，自动控制启停及稼动负荷。 

公司废气排放口 2 个，每年监测 2 次，上、下半年各一次。排放标准执行锅炉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DB 12/151-2003 表 1 全部时段，自 2016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 DB12/151-2016 高

污染燃料禁燃区外 标准)。公司的锅炉通过电脑系统实时监控稼动、燃烧状态，并根据现场

的环境湿度及时进行调整，最大限度提高燃烧效率。同时，公司与锅炉生产厂家签订维修保

养协议，定期对锅炉设备进行检修保养，避免异常排放的发生。通过以上措施既节约了天然

气的消耗量，又能确保大气污染物的最小排放。 

 

大气污染物 排放情况： 

年份 
常规污染物/(mg/m³) 污染物排放量/kg 

数据来源 
SO2 NOX 颗粒物 SO2 NOX 颗粒物 

标准 20 300 10 - - - - 

2016 1.5 124 3.05 43 3,581 89  

2015 1.5 107 2.15 40 2,808 55 

委托检测 2014 1.5 81 0.083 41 2,198 2.23 

2013 1.5 136 1.1 54 4,883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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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废物排放及减排措施 

公司废弃物种类分为一般固体废弃物和危险废弃物，其中：一般固体废弃物由资源利用

单位专业回收再利用；危险废弃物由具备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公司每

年对所有废弃物合作单位进行现场检查，确保废弃物处理、再利用过程符合国家、地方环保

法规的相关要求，不产生二次污染，不污染周边环境。 

2016 年 6 月，公司获得“天津开发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态管理标识生产型企业”证书。 

公司通过源头控制，在生产过程中，最大限度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通过废弃物分类收集， 

将可再生废弃物单独收集，提高废弃物的再利用率，目前公司废弃物再利用率为 94%。 

 

固体废弃物 排放情况：(说明：废弃物产生量随生产量而变化) 

年份 
固体废物 

(Ton) 

其中:危险废物(Ton) 其中:一般废物(Ton) 

产生量 处置量 处理方式 产生量 处置量 处理方式 

2016 702 93 93 委托处理 609 0 回收处理 

2015 857 89 89 委托处理 768 0 回收处理 

2014 808 83 83 委托处理 725 0 回收处理 

2013 972 114 114 委托处理 858 0 回收处理 

5.9 化学品管理 

公司设有试剂间 1 个，建筑面积 51.47m2，其中地上面积 41.43m2全部作为试剂储存间；

地下面积 10.34m2，作为试剂泄露收集池。主要存储无水乙醇、OS-10、真空泵油和活性剂，

最大存储量 1.42 吨；试剂为 4 公斤-14 公斤小桶装，不储存散装物料。该项目总投资 45 万

元，其中环境保护投资约 27 万元，约占总投资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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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噪声排放及减排措施 

公司厂界噪声每年监测 1次，委托资质单位进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3 类）。监测结果在环保局排污申报登记时进行反应，并通

过环保局审核。 

公司厂界噪声来源主要为临厂生产和社会交通噪声，通过定期保养厂区周边的相关设备，

减少因设备磨损造成的噪声异常排放，最大限度减小厂界噪声的排放。 

 

厂界噪声 排放情况： 

测点 

名称 

测点 

位置 
噪声源 

功能区 

类别 

昼间噪声排放(6时~22时) 夜间噪声排放(22时~6时) 

执行标准 

Leq dB(A) 

等效声级 

dB(A) 

执行标准 

Leq dB(A) 

等效声级 

dB(A) 

北侧 
高新电机 

侧边界 
生产 工业区 65 59 55 49 

南侧 
宝星电子 

侧边界 

临厂 

生产 
工业区 65 55 55 47 

东侧 
微三路侧 

边界 
交通 工业区 65 58 55 51 

西侧 
微四路侧 

边界 

社会 

交通 
工业区 65 57 55 48 

5.11 绿色物流和绿色购买 

我们拥有化学物质供应链管控体系，针对产品中所使用的化学物质进行严格管理。我们

的绿色产品目标是符合 RoHS 和 REACH 规定，还积极预防非法规限用，秉承潜在环境影响的

化学物质事前预防原则。三星 LED根据产品环境管理物质运营指南（0QA-2049）和《电子信

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对产品中使用的法规限用物质及自发管控物质进行管理。为防止

产品中出现受控物质，对所有生产现场的零部件和最终成品进行严格的检查和管理。为有效

管控供应链，与我公司合作的供应商必须通过 Eco-Partner 认证，认证不仅包括供应商的零

部件、原材料的有害物质认证，还包括生产工艺的环境品质管理体系的认证。目前合作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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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全部通过认证。  

我们要求供货商提交部品的样品时必须在三星 E-CIMS系统上注明物质组成，附带该样品

环境有害物质的测试报告（ICP分析报告），在批量入库时，由公司收入检查人员首先进行 XRF

筛选，合格后入库。否则，将通过精密分析进行最终判定，不合格品严禁入库。 

有害物质管理流程： 

 

我公司物流业务委托相应物流公司进行，我们通过与相关业体签署《业体环境安全责任

书》等入门许可的方式对其阐明我公司的环保要求，约束其履行相应的环境安全责任。主要

内容包含尾气排放合格证明、厂区内不准鸣喇叭、等后熄火、厂区限速、不允许漏油、不允

许飞沙扬尘等要求。 

 

6. 利益相关方交流 

6.1 消费者 

为了减少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给地球带来的环境负荷以及对消费者健康安全带来的不利

影响，公司重视亲环境产品的设计、研发和制造。在对应国际环保法规时，制定比国际标准

更为严格的三星标准，并在在产品包装上标识出与产品信息和环境标志。 

 

 

 

  合格 不合格 

部品 

供货商 

XRF 

测试 

XRF 再测试 

ICP 分析 

退货/改善 

有机物 

(PBB,PBDE) 
GCMS 分析 

量产

开始 

 

 

无铅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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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公众与社区 

我公司一直以来把回报社会、服务社会视为己任。2016年继续走进社区，乡村，学校等

开展绿色支援活动，开展了“一心一村”三星爱农工程、教育支援等公益活动，为优化社区

环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获得了良好的口碑。2016 年度，天津三星 LED共计 1,536人次参与

了环境社会公益活动。 

 

□ 爱心公益【让自闭症儿童不在孤独，蓝色行动】 

  

 

 

   

 

 

 

 

 

□ 社会关爱【养老院之爱家行动】 

   

 

 

 

□ 一心一村【携手打造新农村 建设美丽村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