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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经理致词 

安全环境方针是：三星 SDI 作为作为绿色环保超一流材料.能源综合解决方案企业，把安 

全环境保健作为经营基础，构建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同时积极实施环保活动，履行企业的 

社会责任，最终追求可持续发展经营。    

     □ 守法及责任经营 

﹣遵守安全环境保健相关的法令、国际标准及协议，同时制定更严格的内部标

准，实时进行监控，以免发生法规遗漏，违法违规事情。 

﹣与公司成员，顾客，股东，配套企业，合作伙伴等所有利害关系者进行沟通，

履行安全环境保健能源经营的责任和义务。 

     □ 实施绿色环保经营 

﹣考虑产品生产全过程，开发出绿色环保产品，以环保工艺技术，有效使用资

源和能源。 

 □事先管理风险，来实现更安全和健康的企业价值 

﹣传播安全第一的经营文化，构造舒适的工作环境 

﹣实施自律型安全管理，建立事前察觉和预防危险因素的风险管理系统体系 

      □ 建设与地区社会一同的绿色社区（Green community） 

﹣作为地区社会一员，为了维持共同体，持续进行环保活动，并作为全球企业

公民彻底履行社会责任 

     发展战略：环境是适应性因素，环境的变化不仅要求与其相适应。同时也会引起关键资

源和竞争能力的变化，所以外部环境因素我们都要识别，以便更好的管理环境。 

 我公司生产锂离子电池产品，非常重视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安全工作，严格遵守国 

家环境安全法律、法规及其他环境安全要求。严格执行“绿色经营、以人为本”的环境、安

全理念。为有效地进行“三废”处理，公司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完善废水、废气处理 

设施以达到减少污染、保护环境并持续改进的目的。设立了专门的环境管理部门，安排专人 

从事废水、废气处理设施的运行和废弃物的管理，实现环境事故 0 化。 

我公司承诺 2017 年实施环保行动，实现绿色产品。 

我们要做中国人民喜爱的企业，贡献于中国社会的企业。 

                                                         总经理： 李祉烈 

http://wiki.mbalib.com/wiki/%E5%85%B3%E9%94%AE%E8%B5%84%E6%BA%90
http://wiki.mbalib.com/wiki/%E5%85%B3%E9%94%AE%E8%B5%84%E6%BA%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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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况与编制说明 

2.1  概况 

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由韩国三星 SDI 株式会社与天津市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

司共同投资组建的大型合资企业。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逸仙科学工业园庆龄大道 1号，

厂区占地面积 48.5 万平方米，1996 年 7 月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成立，投资总额为 5.2

亿美元。主要从事显像管行业，生产的产品主要

有显像管、显示管等，生产规模为 580 万个。电

管产业经历了 11 年的发展，由于电管市场萎缩，

根据市场的需求，公司 2006 年引进 TCO 电池组

装生产线；2007 年引进电池芯生产线；2008 年

扩建电池芯生产线； 2009 年 3 月 31 日电管产业

则停止了生产，全部转型为生产锂离子电池产品。

2011 年新建极板生产线；2015 年扩建极板生产

线和新建圆形电池生产线。产品主要有极板资材、

圆形电池芯、聚合物电池芯、TCO 组装电池芯。目前拥有总资产为 29.7 亿 RMB。 

 

圆形电池芯 

 

聚合物电池芯 

 

TCO 电池芯 

 

极板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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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编制说明 

此环境报告书所提供信息的时间范围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数据，环

境报告书发行日期为 6 月 5 日，报告书披露的界限为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报告书披露的

范围为公司所有与产品有关的活动、服务影响环境的所有因素。（如：废水的排放、废弃物

的排放、废气的排放、噪声的排放、公司水资源的消耗（包括食堂、卫生间等）、电力的消

耗等（包括宿舍用电、公司生产用电等）） 

此报告书编制依据为：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 HJ617-2011。 

我公司郑重承诺此报告书中披露的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废水、废气、噪声等监测 

数值来源于第三方有监测资质的机构；废水排放量数据采用计量表计数；电使用量、新鲜用

水使用量、天然气使用量采用发票数据） 

   此报告进行了第三方（SGS）审验，审验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5 日至 4 月 26 日，为期 2

天，第三方提出来的问题点已经全部改善完成。 

编制人员：冯志娟 

联系电话：022-60686900 

传    真：022- 82129984 

大家对此报告书如有意见或建议请联系此报告书的编制人员冯志娟。 

以下是 SGS 验证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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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企业管理框架及相关政策 

公司管理理念： 

经营理念：     以人才和技术为基础 

创造最优产品和服务 

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 

 

     品质理念：     集中培养成长动力事业 

确保差别化竞争力量 

加快变化与革新 Speed 

 

      救命规则：     从事高空作业时，必须系好安全带和扣好保险钩。 

                     修理机械装置时，必须遵守解除电气/能源流程。 

           （使用有害化学物质）打开管道及容器时，必须戴好规定的个人劳保用品。 

                     受限空间作业时，必须遵守安全作业流程。 

                     600V以上的电气作业时，必须戴好安全保护用品。 

                     应依法处理化学物质或废弃物。 

                     未获批准，不得绕过或解除安全连锁及安全装置。 

                     严禁未经作业许可的作业物。 

                     禁止有意默许或隐藏安全环境事故。 

禁止违规安全锁（LOCK-OUT）,安全标签（Tag-out），确认设备运转（Try）， 

检查设备或加强安全规定。 

公司部门主要分为人事 Group、采购 Group、资源运营 Group、财务 Group、品质运营 Group、 

工务安全环境 Group、信息系统 Group、制造 Group、设备 Group、生产技术 Group等。 

公司组织结构图： 

总经理  
 

财务部 

 

信息系统部
 

    人事部
 

采购部
 

资源运营部
 

革新部
 

品质部
 

环境安全部
 

工务部
 

技术部
 

制造部
 

设备部
 

生产技术部
 

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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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管理 

3.1 环境管理制度 

3.1.1 内部环境管理机构 

公司设立了专门的环境管理部门-环境保护 Part，安排专人从事废水、废气处理设施的

运行和对外业务及废弃物的管理，不断改善公司的环境问题，控制环境因素，特别是重要环

境因素的管控（危险废弃物的委托处理、废水指标的管理、废气指标的管理、噪声指标的管

理、辐射泄漏的管理等）。 

环境保护岗位人员共 11 名，其中 7 名（1 名班长）环境废水、废气设备运行人员，3 名

办公室人员（1名 Part长，管理者；1名 ISO14001 体系担当、对外环保局、三星本社、供应

商业务；1名废弃物处理业务），1名 Group 长、1 名驻在员（决策人员，管理者）。组织图如

下： 

驻在员
 

安全环境G长
 

环境管理
 

废弃物管理
 

环境设备运行
 

 

 

3.1.2  各部门权限及责任分工   

第一条 总经理是公司最高管理者，是公司环境保护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应认真遵守国家

环保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把环境保护工作列入公司重要

议事日程，不定期召开公司级会议，解决有关环境保护的重大问题，并对本制度的贯彻落实

负领导责任。   

第二条 公司领导实行环境保护“一把手”负责制，对本单位环境保护工作负责，制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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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目标，并进行内部考核。组织本单位职工专业技能培训，确保职工按照岗位操作规程

进行操作，避免因错误或习惯性操作引发污染事故。 

第三条 公司建立适应企业发展需要的、健全的环境保护管理体系和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

设备运行队伍，建立健全环境保护制度。  

第四条 公司环保科负责具体贯彻实施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方针和政策，推进公司

清洁生产工作，对公司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对生产现场进行检查，负责组织对

污染事故的调查，并有权力提示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三同时”工作。  

第五条 公司生产部门在组织生产过程中，必须将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确保环保设施

与生产设施同步运行，并对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环境事件负责。   

第六条 公司工程担当部门在组织新、扩、改建项目论证审查时，要将环境保护列入项目

重要内容，确保环保“三同时”，并采用先进适用的污染物治理、防护技术。  

第七条 设备管理部门要将环保设施纳入生产设施的统一管理，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达到设计要求，并对环保设备的技术状况和正常运行负责。 

第八条 公司采购部门要确保优先选用清洁、无害、无毒或低毒的，以避免在生产过程中

产生污染物，发生重大污染事故。   

3.1.3 公司环境管理制度 

第一条：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 

第二条：严格遵守水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第三条：严格遵守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第四条：严格遵守固体废物管理办法 

第五条：严格遵守环境污染事故管理办法 

第六条：严格遵守施工业体管理办法 

第七条：严格遵守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公司建有森严环境管理制度，运转很好，按照环境管理体系运行模式来管理公司， 

运行模式是：ISO14001 所规定的环境管理体系是以企业传统管理模式“戴明模式”为基础的， 

也称为“PDCA 模式”，即规划（Plan），实施（Do）、检查（Check），改进（Act）等四个关联 

的环节。发现问题，改善问题，做到持续改进，公司奖惩分明，设有环境处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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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处罚政策： 

 

 

一次 二次 三次 一次 二次 三次 一次 二次 三次 一次 二次 三次 一次 二次 三次 一次 二次 三次

1 口头 口头 书面 口头 口头 书面 口头 书面 评D 口头 书面 评D 书面 书面 评D 书面 评D 评E

2 书面 书面 评D 书面 评D 评D

3 口头 口头 书面 口头 书面 书面

4 口头 口头 书面 口头 书面 书面

5 口头 口头 书面 口头 书面 书面

7

8 口头 口头 书面 口头 书面 书面 书面 书面 书面

9

10 口头 口头 书面 口头 口头 书面 口头 书面 评D 口头 书面 评D 书面 书面 评D 书面 评D 评E

11 口头 口头 书面 口头 口头 书面 口头 书面 评D 口头 书面 评D 书面 书面 评D 书面 评D 评E

12

听从环保部门处

罚
评E 评E 评E

对责任业体处罚，禁止责任人施工。

NO

排出的危险废物没有张贴危险标

识
口头

雨水井中乱倒危险废液（废洗蜡

液、废油、废电解液等）

排出废油、废电解液等部门对暂

存区域造成地面污染
口头 口头 口头

评D 评E

口头

6 书面 评D 书面

口头 口头

危险废弃物不按照规定时间运到

垃圾场（期限当天）
口头 口头

极板洗罐废NMP没有回收,私自排

放到废水管道
书面

一般废物不按照规定点存放

书面 评D 书面书面 口头

书面

违反事项

惩戒对象

责任任员 责任部长 责任经理/科长 责任主管/职长 责任班长 责任者

口头 口头

听从环保部门处

罚

听从环保部门处

罚
评E

口头

评E 评E

化学品泄漏污染土壤，水源

施工业体未按照《施工业体管理

规定》进行管理，造成环境污染

听从环保部门处

罚

书面 评D 口头

私自拆除、改动、改造环保设施

在厂区焚烧塑料、枯草、落叶、

垃圾及其它产生有毒有害气体或

恶臭气体的物质

听从环保部门处

罚

听从环保部门处

罚

极板放射源丢失

厂界噪声异常（有超标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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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于 2003 年 12 月首次通过 ISO14001：1996  

版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于 2004 年换版，运行 

ISO14001：2004 版本， 2015 年 3 月进行换证审核， 

4 月拿到换证证书，继续运行 ISO14001：2004 版本， 

2016 年公司运行新版本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1： 

2015 版。新版本体系运行情况良好。每年 1 次内审， 

审核环境安全质量三大体系的运转情况，由公司的 

体系担当负责审核；1 次外审，由第三方认证机构 

（如 SGS）考核三大体系运行情况。 

清洁生产是包括清洁的生产过程和清洁的产品

两个方面，具体有以下三层涵义：一是对自然资源

通过产品设计、原料选择、工艺改革、技术管理和生产过程产物内部循环等环节最大限度地

加以利用，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二是对受技术水平限制尚无法全部利用并以污染物形式排

放出来的各生产环节物质实行在线控制或全过程控制，使最终产出的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污

染最小化，并向“零排放”方向发展；三是对利用清洁技术生产出来的工业产品，在使用和

报废时同样不能对环境造成污染和危害。 

公司为了实现绿色经营事业场，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率；节能降耗，降低成本，减少 

废弃物的排放等，从原材料购进到产品产出这一完整的生产工序，都实行了绿色经营管理模

式，它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使产品加工过程中的污染最小，而且要使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对

环境的冲击最小。2007 年 12 月我公司通过了第一轮清洁生产审核，认证公司长城(天津)质量

保证中心清洁生产审核技术部。2015 年公司着手准备第二轮清洁生产审核工作，2016 年审核

完成，已备案。公司会参考中高低方案，进一步改进公司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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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环境保护教育与环境保护荣誉 

公司一直以来都很重视环境教育，由公司内部员工，到协力社业体，再到社会小朋友三

星杯"我是小小环保局长"教育活动。也经常接受环保部门等外部组织的培训教育。 

对新入社员工进行环境认识方面的教育； 

对在职员工进行保护公司环境、节能层面的教育，每月一次，由环境科进行教育。 

对协力社业体进行遵守环境法律法规层面的教育，每半年一次，由环境科进行教育。 

对社会小朋友进行保护环境，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教育。每年一次。 

2016 年接受的外部环境培训有：新环境保护法的教育、辐射培训的教育、新版环境体系

的教育、CITI 供应商的培训、环境报告书审验培训、环境报告书编制培训等。 

环保培训 次数 人次 

内部培训 12 33006 

外部培训 6 6 

新入社员工 63 1500 

业体培训 2 2 

小小环保局长培训 3 3 

总计 86 3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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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安全环境培训 

 

 

施工业体安全环境教育 

 

灭火器使用教育 

 

安全环境员教育 

 

化学品泄漏教育 

 

消防水袋使用教育 

 

入社员工环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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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各级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颁发的环保荣誉和奖励情况： 

 

3.4 环境信息交流 

对外交流：公司自 2008 年以来，每年度都编制环境报告书，在环保网站

（http://www.teda.gov.cn）、绿色三星网站（http://green.samsung.com.cn/）进行发布。 

    对协力社业体（采购业体、外加工业体）每半年进行点检一次，交流沟通，点检内容包

括环境、安全、人事、总务等业务。 

    对内交流： 

公司每月至少进行一次内部员工环境教育，每月制作一次环境信息报，进行发布，在信

息报里有环境反馈栏，员工有任何意见或建议都可以反馈。 

 

 

 

 

http://www.teda.gov.cn/
http://green.samsu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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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流图片  

 

 

 

 

 

处理危废业体点检 

 

环保局验收检查 

 

环境报告专家会议 

 

应急预案交流现场 

 

公司衣物募捐活动 

 

与社区盲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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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法律法规遵守情况 

公司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及环境违法事件从未发生过。 

公司三同时执行情况：2006 年引进电池组装生产线，将现有 1a 号厂房进行改造，对应

2006 年 3 月环评，项目名称：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电池生产项目，环评时间 2006 年 3 月，

竣工时间 2006 年 9 月，竣工报告：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电池生产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监

测报告表。环保投资占项目投资总额的 0.4%，环境保护设施（主要用于排气设施及绿化）在

设计和建设中均落实到位。 

2007 年引进电池 CELL 生产线，将显示器的 2 号线车间进行改造，对应 2007 年 11 月环

评，项目名称：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锂电池生产改扩建项目，环评时间 2007 年 11 月，竣

工时间 2009 年 5 月，竣工报告：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锂电池生产改扩建项目环保设施竣工

验收监测报告表。环保投资占项目投资总额的 0.67%，环境保护设施（固体废物暂存设施，

噪声防治等）在设计和建设中均落实到位。 

2008 年扩建电池 CELL 生产线，将显像管的 3 号线车间进行改造，对应 2008 年 8 月环

评，项目名称：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锂电池极板生产线扩建项目，环评时间 2008 年 8 月，

竣工时间 2009 年 5 月，竣工报告：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锂电池极板生产线扩建项目环保设

施竣工验收监测报告表。环保投资占项目投资总额的 1.0%，环境保护设施（集气罩、通风装

置、净化设施、固体废物暂存设施，噪声防治等）在设计和建设中均落实到位。 

2011 年扩建电池 CELL 生产线，将显像管的 1 号线车间进行改造，对应 2011 年 7 月环评，

项目名称：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锂离子电池技术改造项目，环评时间 2011 年 7 月。竣工时

间 2013 年 10 月，竣工报告：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锂离子电池技术改造项目环保设施竣工

验收监测报告。环保投资占项目投资总额的 1.3%，环境保护设施（废气集气排气系统、喷淋

除臭装置、袋滤器、固体废物暂存设施、营运期噪声防治等）在设计和建设中均落实到位，

环评和验收审批机关：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审批。 

2014 年对废水处理厂进行升级改造，对应 2014 年 11 月环评，项目名称：天津三星视界

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再活用改造项目。环保投资为 100%，在原有环保设施基础上增加生物处理、

活性炭处理、RO处理等。在设计和建设中均落实到位。环评和验收审批机关：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审批。 

2015 年公司又扩建了极板工程，对应 2015 年 12 月环评，项目名称：天津三星视界有限

公司电池极板增设项目。环保投资占项目投资总额的 0.8%，环境保护设施（废气集气排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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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喷淋除臭装置、集尘机、固体废物暂存设施、营运期噪声防治等）在设计和建设中均落

实到位。竣工验收。 

接受污染源监督性监测情况： 

公司装有 COD 在线监测装置，自动检测结果实时传输到开发区环保局；开发区环保局环

境监测站每季度来公司进行水样的采集，检测。检测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标准。 

 

 

 

3.6 环境应急预案 

为保证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的突发环境事故的应急管理，贯彻落实“环境第一、预防

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及时有效的提高公司突发环境事故应急管理，提高应对环境风险和

防范施工的能力保证职工安全健康和生命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少财产损失、环境损害和社会

影响的重要措施。我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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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编制了《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3 版》，已

由专家评审，并到开发区环保局进行了备案工作。如公司有重大改变时，会及时修正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并通知环保部门。 

预案适用于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厂区内向环境排放污染物和可能因火灾、爆炸、泄漏 

等危机人体健康、破坏环境的环境污染事故；包括危化学品以及废弃物等。 

公司每年对环境预案进行演练。包括废电池火灾、废水、废气处理设施故障、化学品泄

漏、排放指标超标等预案。 

 

电池火灾演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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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环保设施管理及环境投入 

针对防治环境污染，公司建有废水、废气处理设施，设施运行情况正常。每半年对环境 

各项指标进行外部检测，进一步确认设施运行的情况。环境运行班人员每隔 2 小时对环境设 

施进行点检。内容包括风机、皮带、压力表、电动机、电源、PH计、加药泵等是否正常。 

废气塔的活性炭定期进行更换 

环保部门每季度进行废水采样，将检测结果公布在开发区环境检测系统上。公司持有废

水排污证、辐射安全使用许可证。 

公司每季度按时缴纳锅炉废气排污费，每月按时缴纳污水治理费。 

环保信息 2016 年度 

环境监测费用（万元） 7.6 

三废处理费用 

（万元） 

废气 59.9 

废水 53.3 

固废 43 

年缴纳排污费 

（万元） 

废气 22.52 

废水 0.23 

环保培训费用（万元） 1.18 

清洁生产报告编制费用（万元） 5.25 

环境投资费用（万元） 94.2 

环境废物再利用费用（万元） 3206.97 

罚款事件 投诉事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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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设施日常点检保养图片 

 

废水泵保养 

 

废气管道维护 

 

废气设施清洗 

 

测试废气设施风速 

 
检修废水泵 

 

废气监测 

 

废水监测 

 

废气设施活性炭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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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保目标 

 

2016 年制定的环境目标指标已经全部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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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与 2015 年度环境绩效比较： 

 

5.环保绩效 

5.1 环保产品 

环境友好产品 ，是指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对环境友好的产品，也称为环境无害化产 

品或低公害产品。它包括低毒涂料、节水、节能设备、生态纺织服装、无污染建筑装饰材料、

可降解塑料包装材料、低排放污染物的汽车、摩托车、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 

针对于环保产品，公司一直在进行有害物质管理，于 2014 年正式建立了有害物质管理体

系，管控过程： 

产品有害物质运行组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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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产品实现流程控制： 

一、从产品开发设计阶段管理，要求三星本社从产品的设计/开发阶段管控有害物质。

设计开发的零部件（包括原材料）不应含有有害物质。 

二、采购供应商管理，引导供应商有害物质管控，部品在绿色采购系统上承认，不合 

格部品的供应商通报和监督改善及审核。 

    三、入库检查管理，用 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部品的有害成分，如有不合规品，进行通报， 

采取相应对策。（入库检查分高中低风险管控，高风险：每批次一次；中风险：每季

度一次；低风险：每半年一次。检查标准按资材、供应商评价等判定。） 

四、制造部门管理，生产现场防止各种部品、物品、产品之间的二次污染。 

五、成品检查管理，每年 1次送到外部进行有害物质检查。 

基于以上几点把握，我公司生产的锂离子电池是环保产品，符合欧盟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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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能源消耗及节能措施 

2014年、2015年、2016年电、汽油、柴油、天然气使用量统计如下： 

年份 电量（KWH） 汽油（L） 柴油（L） 
天然气量

（M3） 

吨标煤

(tce) 
备注 

2014 年 132,920,363 128844 2069 4,306,384 21565.15 电的系数为

0.1229kgce/(kw.h)，天

然气的系数为

1.2143kgce/m3 

2015 年 147,305,430 137450 1826 6,932,304 26521.73 

2016 年 166,296,021 115499 1452 8,840,643 31172.97 

2014年能源消耗总量为 21706.9吨标煤，2015 年能源消耗总量为 26672.51 吨标煤, 

2016年能源消耗总量为 31299.57吨标煤。公司 2016年产量增加，所以 2016年用比 2015

年用能大。 

能源的消耗种类包括电力、汽油、柴油、天然气。电力用于生产设备、动力设备、办公

设备等。汽油用于公司小轿车，柴油用于公司清运废弃物车辆。天然气作为燃气锅炉及职工

食堂用气。电力来源于外购，公司厂内有110kV 主变电站一座，10kV 变电站4 座。采用双回

路供电，每路电源均能独立担负全部二级负荷的供电需求。厂内动力线路为三相五线制TN-S

供电系统，电缆埋地引入。天然气外购，来源于天津华燊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有三台燃

气锅炉，使用市政管道天然气。春夏秋季运行1 台WNS15-1.0-Y-Q 型锅炉（10t/h），额定燃

气量741Nm3/h,冬季运行1 台WNS15-1.0-•Q 型锅炉（15t/h），额定燃气量1098•Nm3/h。另1

台WNS15-1.0-•Q 型锅炉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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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能源节俭改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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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水资源消耗及节水措施 

 

2016 年新鲜用水构成为河水（即源水量）和自来水，河水用量为 691932 吨，用于公司

生产和生活使用。自来水用量为 3986 吨，用于公司员工饮用水制作使用。新鲜用水共

为 695918 吨，重复利用量 63,613,729 吨，利用率为 98.92%。 

 

5.4 温室气体排放及减排措施 

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源包括电力、固定燃烧（锅炉燃料）、移动燃烧（公司小轿车），电力

排放因子为 1.0416 tCO2/Mwh，柴油和汽油的平均低位发热值分别是 42.652MJ/KG、

43.070MJ/KG，天然气的平均低位发热值是 38.931 MJ/Nm3，温室气体排放种类包括 CO2、CH4、

N2O、HFC、PFC、SF6，电量为 166,296,021KWh，天然气体量为 8,840,643 Nm3，汽油量为 115,499L，

柴油为 1452L，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195,656.6 tCO2e。 

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案例如下： 

以下两个案例每年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为：2116.3 tCO2e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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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废水排放及减排措施 

废水的产生分两大类：一是公司的生活污水（包括食堂产生的废水、洗衣房废水及卫生

间的废水）；二是生产废水（CELL 生产车间角型电池组装过程中洗净工序产生的废水；动力水

班冷却塔排浓水、纯水制备排浓水、锅炉排浓水），2014 年 8 月份生活污水已经引入了生产

废水中，与生产废水一起进行化学和生物处理，公司废水指标每年监测两次，邀请有资质的

第三方进行监测，检测结果全部达标。 

 

公司为降低 COD（化学需氧量）、氨氮、SS（悬浮物）等指标，于 2014 年 6 月份对废水

处理工艺进行了改善。改善前废水处理采取的是化学处理方法，改善后废水处理采取的是综

合处理方法（化学+生物），并将对废水进行回收再利用。对降低 COD（化学需氧量）、氨氮、

SS（悬浮物）等指标效果非常明显。12 月底完成了改造，2015 年 4 月之后正式开始废水回用，

2016 年回用率趋于稳定，排放量大幅下降。2015 年废水排放量为 113272 吨，2016 年废水排

放量为 42947 吨，由于公司改变了处理工艺，每年大约减少废水排放量为 70325 吨。 

5.6 废气排放及减排措施 

废气的产生分为三大类；一类锅炉烟囱废气，一类工艺废气（恶臭、颗粒物），一类食堂

油烟废气。其产生部位分别为：锅炉燃烧燃料（LNG）产生锅炉烟囱废气；CELL 制造现场使

用化学品电解液、NMP 产生的恶臭，极板前工程投料石墨产生的颗粒物，圆形、聚合物组立

干燥间、DH、DF 工程使用真空泵产生的非甲烷总烃废气；食堂油烟净化器排放的油烟废气。 

公司邀请了有资质的第三方华测对我公司废气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全部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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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减排措施： 

公司于 16年 9月份更换了一台低氮燃烧的新锅炉，这样就减少了氮氧化物的排放量 

 

5.7 废物排放及减排措施 

针对废弃物管理，公司有专门的废弃物管理规定及危废在线转移平台，危险废弃物封闭

管理，专人管理。危险废物废电池、废资材等交由有资质的业体处理，每年签订合同，从危

废在线转移平台申请转移，每次转移时，都在平台上输入转移数据。一般废物交一般业体进

行处理，公司进行统计。2016 年公司处理了锂离子电池废弃物 1142.733 吨，危险废弃物 6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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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一般废弃物 2342.9924 吨。 

固废减排案例： 

使用完了的地拖和电解液空桶不做废弃物处理，厂家回收，为公司节俭了一部分处理费

用。 

 

地拖厂家回收利用 

 

电解液空桶厂家回收利用 

 

5.8 化学品管理 

公司生产车间最常用的化学品是无水乙醇、油墨、稀释剂、N-甲基吡咯烷酮等，安

全管理部门对需要的岗位设置了专门存储化学品的柜子，要求现场存储量为一天的使用

量，库存存放在化学品仓库，有专人负责保管看守，安全人员定期对化学品柜及化学品

仓库进行点检。 

化学品名称 储存方式 包装容积 存储期 废弃去向 

无水乙醇 塑料桶装 5L 1天 
严格遵守法律

法规要求进行

废弃 

油墨 塑料瓶装 1L 1天 

稀释剂 塑料瓶装 1L 1天 

N-甲基吡咯烷酮 不锈钢储罐 36吨 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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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公司化学品特性如下： 

化学品特性分类 2016 年（T） 备注 

所有化学品数量 2205.868 制造、环保 

公司在买硫酸时，需要先到公安局备案，得到危化品购买证后，方可进行购买。供应商

在运输危险化学品时使用危化品专用车辆，运输人员也有危化品运输证。卸车时供应商专人

卸车，防护用品佩戴齐全。公司存储，有专用的化学品储罐，有专人负责发放。 

 

5.8.2 化学品与防护用品安全教育及相关内容演练： 

1）内容: 化学品 N-甲基吡咯烷酮（NMP）储罐发生泄漏。 

1.1）N-甲基吡咯烷酮储罐发生泄漏。 

1.2）通知泄漏点附近员工立即撤离，到达安全区域后清点人数。 

1.3）对危险区域进行警戒同时电话通知安全科（3333）及相关领导。 

1.4）抢险人员确认泄漏的化学物质(MSDS)进行救援。 

1.5）抢险人员佩戴空气呼吸器、防火隔热服等。对 NMP储罐泄漏点前后的阀门进行关闭。 

1.6）消防人员使用消防水枪对 NMP罐体进行喷水降温，阻止火源扩散。 

1.7）再次对事故现场进行确认，确保事故消除。 

1.8）解除警戒，恢复生产，环境保护。 

1.9）演练结束，领导点评。 

 

2）时间:2016年 12月 23日    15:00~ 15:30，地点：NMP储罐处，流程、职责。 

 

生
产
车
间
化
学
品
存
储
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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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位置： 

 

 

 

 

 

 

 

 NMP 储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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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职责 

 

3）演练步骤 

3.1）员工发现 NMP储罐发生泄露，大声呼救，拨打 3333 

3.2）两位员工进行防护用品穿戴，针对泄漏点采取相应措施。 

3.3）其他员工安全撤离现场。 

3.4）对危害区域进行隔离。 

3.5）围堵泄露物，消除危害。（可用塑料桶） 

3.6）灭火器及消火栓的使用训练。 

3.7）洗眼器的安全教育及使用。 

3.8）解除警戒，清扫现场，恢复原状。 

4）演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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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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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噪声排放及减排措施 

针对噪声管理，公司有专门的噪声管理规定，规定了执行标准及监测频率等，公司噪音

大的设备，如锅炉房装有消音器和消音房。厂区周围种有很多针叶松树。施工区域全部用挡

板隔离。2016 年公司邀请了有资质的第三方华测对我公司厂界噪声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全

部达标，见下表。 

 

 

5.10 绿色办公 

2016年度公司购买办公用纸量为 138.6KG，办公人员数为 1018人，人均用纸量为 0.14KG； 

2016 度公司生活用水量为 205047 吨，2016 年底公司人数为 3384 人，人均用水量为 60 吨/

人。 

5.11 绿色物流及绿色采购 

绿色采购是指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对产品相关环保属性或特点的考虑及其购买活动，特

别的情形是指对环境友好产品或绿色产品的购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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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绿色经营事业场，实现购买的原材料是绿色产品，公司自 2004 年建立了绿色采

购系统（见图 2），要求供应商供应的产品必须是绿色产品，其产品有害物质分析报告中的各

项有害物质必须在国家限值以内。 

绿色采购方针: 

公司积极把握并遵守国际环境法规（尤其 ROHS，WEE，EuP，ELV，Battery, REACH），并

和供应商一起持续管理、控制原材料和零部件中的有害物质，致力于生产绿色产品。 

原材料相关有害物质管理实施： 

 

1. 公司的供应商网站上公布《绿色采购方针》，并要求供应商遵守。 

2. 新业体承认时要求签署《环境经营保证书》， 

3. 供应商所有供应的产品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和物质组成必须上传到三星绿色采购系统里。公

司采购员核对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并对有效性进行管理，供应产品发生变更时，要求供应商

及时在系统里更新。 

4. 公司致力于控制材料有害物质，检查供应商的环境管理能力并反映到供应商评价体系里，

必要时实地点检并持续特别管理。 

5. 公司要求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包装上必须有环境标志。如下图。 

供应商提供的原材环境标志： 



 

40 
 

 

6.利益相关方交流 

6.1 消费者 

公司出荷的产品包装上环境标志和安全说明，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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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员工 

公司积极组织及参与社区活动，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和谐互动。多年来，公司始终与业界

及不同社团保持良好沟通，广泛与社会群体保持紧密联系合作，多渠道主动收集地方政府和

社区意见，开展各式各样的社区服务和各种公益活动，取得良好成效， 

作为一个三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必须的，我公司主要公益活动有：对社会“清扫” 

活动；“公司旧物买卖”活动；“社区开展环保课堂”活动等 ； 

公司内部每周 1 和周四进行员工拾垃圾活动，增强员工的环保意识。 

公司从 2014 年开始举办了“三星杯”首届“我是小小环保局长”公益活动，以后每年都

参加此公益活动，与小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些关于环境保护的知识。 

 

6.2.1 员工对企业的评价 

公司自建厂以来，一直重视环保事业，在三废治理方面从不敢疏忽，所以员工对公司的

环境比较满意。 

6.2.2 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评价 

自 2008年公司公布环境信息公开至今，未接到公众的投诉。 

2016年公司在公益活动方面共举行了 18次公益活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为公司

的发展起到了辅助作用，2017年争取在各方面在上一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