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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的使用水资源和关爱环境对雀巢运营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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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致辞 

在雀巢—— 一个以“营养、健康、幸福生活”为宗旨的全球最大的食品饮

料企业，我们相信，为了取得长期成功，我们不仅要为股东，也要为整个社会创

造价值。作为创造共享价值的先决条件，我们不仅要遵守法律法规和雀巢的业务

原则，同时也要确保我们的行动、品牌和产品中植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这意味着，在这个气候变化、水资源逐渐匮乏、自然资源受限和生物多样性

锐减的环境中，我们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来保护我们的未来。关爱生命、保护

环境是天津雀巢有限公司的核心工作之一，我们承诺从事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活动，

在生产产品时秉承环境关爱和环保责任意识。我们坚信，我们能够为公司和社会

创造长期的共享价值，尊重环境、采纳有利于环境可持续性的业务操作，包括有

效利用自然资源、防止污染和减少废物的产生，从而造福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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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雀巢有限公司 

雀巢公司，由亨利·雀巢（Henri Nestlé)

于 1867 年创建，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湖畔

的韦威 (Vevey)。 

1994 年 1 月天津雀巢有限公司于天津

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成立，位于天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南海路 149 号，占地面积 12 万平

方米，是瑞士雀巢有限公司的独资企业。 

1996 年天津雀巢有限公司正式投产运

行，主要生产糖果、巧克力威化、冰淇淋系

列食品。 

2005年，瑞士雀巢公司与美国通用磨坊公司在中国成立合资早餐类食品生产

厂，天津联盟谷物早餐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主要从事早餐谷物产品的生产。 

 

 

  

http://baike.baidu.com/view/382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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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体系 

雀巢环境管理体系的有效性构建于雀巢持续

卓越经营自主性的方法论、模型和工具的基础之

上。通过推行雀巢持续卓越经营活动，我们降低资源使用量，减少浪费，使效率、

质量和生产力得到提升。此外雀巢持续卓越经营营造了一个理论的、全员参与的、

持续进步的文化，促进了环境可持续性业务行为的展开。 

 

工厂厂长与各部门经理组成工厂的管理层小组，负责整个工厂有效执行《雀

巢环境管理体系》的要求并承担相应的 SH&E 职责。管理层小组承诺按照《雀巢

环境管理体系》和 SH&E 的要求行动，以确保整个工厂的安全、环境和职业健康

的持续改进。SH&E 部门为公司环境管理工作归属部门，专职环境保护工作人员

6 人，兼职环境保护工作人员 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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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 
 

天津雀巢有限公司秉承环境关爱和环保责任意识，

聚焦于水保护、自然资源有效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持、

大气排放削减和零浪费。 

我们的目标是在生产产品的同时尽量减少对环境的

影响，公司每年会设定缩减环境足迹的挑战目标。 

在过去的 2017 年里，我们通过有效的环境目标管理，节能技改措施，使单

位产品水资源消耗同比降低 9.2%，并投资 78 万余元开展节能改造项目，合计节

能量 103.36 吨标准煤，超额完成了 2017 年度协议节能量目标。 

为了更合理的利用资源，我们减少工业废物的产生，更选择废物资源化的处

理方式。2017 年，我们持续达成了一般工业废物填埋处理量为“0”的目标。 

公司严格监控温室气体指标，已连续 7 年进行企业碳核查工作，汇总直接

和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编制碳核查报告，并通过第三方核证。 

环境目标的管理 

天津雀巢有限公司的环境目标实行全员参与，层层分解的模式，实现了从管

理管制到员工自治的转变，增强了员工的主人翁意识。 

从每班生产线上能源、水的使用监控，到每天部门生产会议中能源、水的信

息回顾；从每周管理层沟通会的环境指标分析，再到每月厂长向雀巢中国总部的

环境信息汇报；从每季度工厂运营管理会议中环境改善项目的追踪，再到每年环

境目标完成情况的分析，层层管理，层层追踪使得所有环境关键绩效指标均显示

出有效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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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履行 

 

 

 

 

 *以上所述工程审批部门均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

2014 年 4 月冰淇

淋扩建项目通过

环保审批，2017

年 3 月通过了竣

工环保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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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行动和对环境的价值 

面对缩减环境足迹的挑战目标，天津雀巢工厂已预先规划好环保项目，以便

这些项目能按时实施并达成年度目标。我们致力于追求卓越表现，多年来持续开

展环境改善工作。 

2017年公司实施的部分重大环境改善措施如下： 

 冷凝水回用项目：为充分利用能源，工厂通过回收蒸汽冷凝水的热量，

用以冬季厂区供暖。在 2017 年冷凝水回用项目的一期工程中，工厂使用

水水换热的方式利用蒸汽冷凝水的热量为厂区提供冬季采暖，共实现

39.2吨标准煤的节能量。 

 CPW 车间太阳能热水项目：为充分利用绿色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工

厂在 CPW 车间选用太阳能热水器对水进行加热，用于洗手、浴室以减少

蒸汽的使用。整个太阳能热水系统实现智能控制，具备手动、自动切换

功能，年节能量达到 27.46吨标准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77.5 吨。 

 水泵能效升级：为了更高效的利用能源，工厂通过对现有耗能设备进行

排查，识别能耗高效率低的耗能设备，并制定更换计划，逐步升级。通

过对水泵的升级换代，使效率提高了近 40%，节约了电能。合计节能量

36.7吨标准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90.16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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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绩效 

水环境 

在环境管理体系内，我们依据法律法规及雀巢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对污水

排放的污染因子进行严格控制。公司安装了污水在线监测系统，对 COD、氨氮进

行实时监测，并与开发区环保局联网，实现在线传输。同时由开发区环境监测站

进行监督性监测，公司也邀请第三方机构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近年来各个污

染因子均已达标排放。 

表 1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统计表 

                                     

污染物 

依据标准 排放浓度监测数据 

排放规律 排放去向 DB12/356

-2008 

（年平均值）mg/L 

2017 2016 2015 

常规污

染物 

COD 500 mg/L 38 27 34.75 稳定连续

排放 

开发区污

水处理厂 氨氮 35 mg/L 1.8 0.23 2.32 

 

表 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表                                             

污染物 
总量

要求 

2017 2016 2015 
数据来源 1 

排放量 排放量 排放量 

废水总排放量/t   106500 149500 116040 C自测 

常规污染物 

COD （t） 4.381 4.047 4.035 4.032 B监督性检测 

氨氮 (t) -  0.19 0.035 0.264 B监督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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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 

在生产过程中，废气产生主要来自于天然气的燃烧，污染因子为烟尘、SO2

以及 NOx。公司邀请天津津滨华测环境检测公司对废气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监测

数据显示各项污染因子均已达标排放。 

表 3 大气污染物监测浓度统计表 

污染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浓度监测数据 

年平均值(mg/m3) 

排放速率监测数据 

年平均值（kg/h） 

2017 2016 2015 2017 2016 2015 

排放口 1（工艺） 

常规污

染物  

SO2 50 - - 11.75 - - 0.13 

NOx 300 20.7 22 27.25 0.24 0.22 0.3 

烟尘 20 3.12 5.73 1.98 0.087 0.06 0.02 

排放口 2（设施） 

常规污

染物  

SO2 20 - 7 11 - 0.02 0.04 

NOx 150 140 81 115 0.1 0.29 0.445 

烟尘 10 1.5 5 7 0.007 0.02 0.03 

表 4 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表 

污染物 2017排放量 2016排放量 2015排放量 数据来源 1 

常规污

染物 

SO2（吨/年） - 0.013 0.948 
B监督性检

测 
NOx(吨/年) 4.58 3.924 2.633 

烟尘  (吨/年) 1.17 0.970 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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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弃物 

表 5  危险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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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2016 2015 

1 
HW12、HW29 

HW49 

化学沾

染物 
固 

E 其 他

（实验室

分析） 

11.7 10.7 9.29 

E.转移至有资质

的处理商（天津合

佳威立雅环境服

务有限公司、天津

东邦铅资源再生

有限公司） 

2 HW49 

有机、

无机废

液 

液 

E 其 他

（实验室

分析） 

3.09 3.09 3.28 

表 6  一般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统计表 

年份 固废名称 产生量 t 处置量 t 排放去向 

2017 

工业垃圾 

2635 2635 

泰达环卫 

废面团、纸箱 塘沽再生资源利用公司 

餐厨垃圾 碧海环保 

 

2016 

工业垃圾 

1957 1957 

泰达环卫 

废面团、纸箱 塘沽再生资源利用公司 

餐厨垃圾 碧海环保 

2015 工业垃圾 

1813 1813 

泰达环卫 

废面团、纸箱 塘沽再生资源利用公司 

餐厨垃圾 碧海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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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噪声污染排放及处置情况 

年份 
测点位

置 
对应噪声源 

噪声源性

质 

昼间噪声排放（ 6

时 -- 22 时 ）

/dB(A) 

夜间噪声排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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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界 1米 交通、社会 交通/社会 65 60 55 53 

2016 厂界 1米 交通、社会 交通/社会 65 62.3 55 52.5 

2015 厂界 1米 交通、社会 交通/社会 65 60.2 55 50.1 

*2017年由天津津滨华测进行厂界噪声监测，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环境应急 

为了建立健全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机制，提高应对涉及公共危机的突发环境污

染事故的能力，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保护环境，促进

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本公司发生环境突发事件后能迅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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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造成的污染冲击，天津雀巢有限公司委托

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对工厂环境风险进行了评估，并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 

天津雀巢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无环境突发事件发生，无环境信访及环境投

诉事件，同时未收到相关行政处罚。 

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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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情况 

表 8  企业的资源消耗趋势及消耗水平 

年份 

水耗 能耗 主要原材料消耗 

单位产量综合新鲜水耗 

(吨/吨） 

单位产量综合能耗 

(tce/吨) 
单位产量原材料消耗 

2017 3.97 0.20 0.28 

2016 4.37 0.29 0.28 

2015 4.53 0.30 0.23 

 

 

 

 

环境可持续性 

我们在产品的研发阶段就对环境方面的因素进行考量，确保在

生产工艺中不产生无益的环境影响，并积极寻求环境方面的改进机

会，比如节水，节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雀巢倡导回收和再循环理念，承诺在 2025 年将实现包装材料

的 100%可回收利用，最小化包装材料对环境的影响。同时，考察

包括碳足迹、用水量、非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以及固体废弃物的生

成量等多个指标。在脆脆鲨的产品包装上，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进

一步了解到雀巢在产品的营养健康、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方面的

承诺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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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活动及表彰 

    2017 年 6 月 8 日是第 9 个世界海洋日，“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未来”，天津

雀巢有限公司环保志愿者来到泰达心血管医院先心病儿童

病房，与孩子们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海洋日”。工厂志愿

者们准备了废弃包装袋，用剪刀和巧手变成了一个个精美

的蝴蝶与绿叶，这些本要被扔掉的废物在孩子们手中灵动

起来，为画作锦上添花。雀巢天津工厂近年来不断在区内

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活动，将雀巢的环保理念带入社区，践

行企业社会责任，提升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创造共享价

值。雀巢，让你和世界更甜美！     

环境表彰  

 2017年 5 月通过开发区环境诚信企业评定 

 2017年 7 月以优秀成绩通过协议节能目标验收 

 连续 5 年取得天津开发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态管理标识 

 荣获滨海新区节能之星三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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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雀巢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路 149 号 

电话：25326313 

邮编：300457 

网址：http://www.nestle.com.cn/ 

http://www.nestl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