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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经理致词 

2015 年以来中国通过史上最严环保法的实施，环境质量取得了进一步改

善，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本着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思想，通过各种形式

的绿色经营活动，减少能源和资源的消耗，贡献于自然环境保护与人类社会

发展，努力成为实践可持续发展的先驱者。我们在此宣誓，用实际行动来践

行绿色方针。 

 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构筑并有效运营环境安全能源管理体系，建造安全、环

保、 节能的绿色工厂； 

 遵守国内外的环境安全与能源法规和条约； 

 尊重顾客，为其提供环保型服务； 

 优先考虑产品的安全性、环保价值和能源效率； 

 优先采购节能环保型产品或服务，与协力会社实现分享·共赢； 

 倡导资源和能源节约，持续改进能源绩效； 

 公开环境安全能源管理，积极推进地区社会与地球环境的保护。 

作为一家拥有自主研发体系的电子行业技术型企业，三星电子不仅对环

保、节能的支持体现在日常生产的方方面面，更是体现在对产品研发的每一个

细节上，也体现在带动产业链及社会的环保贡献上。 

三星电子以“绿色经营”为主要途径，大力推进经营绿色化、产品绿色

化、工厂绿色化、地区绿色化等全方位的绿色管理经营。作为绿色环保企业的

先锋，三星电子一直关注自身和周边的环境问题。 

三星电子的三个主要优势：“新技术”、“创新产品”和“创造性的解决方

案”用它们来激励团队并推动三星网络新价值。 

21 世纪，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环境危机已使人们认识到工业革命以

来那种不顾地球生态环境的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的模式是一种“不可持续

的生产与消费模式”。 

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将不遗余力地为天津的环保事业做出贡献。 

 

                                         总经理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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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况与编制说明 

2.1  概况 

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简称 TSEC）公司总部所在地韩国水原总部，前身是

韩国三星集团最早在天津设立的天津三星电子、天津通广三星和天津三星显示器

三家合资企业。最初创建于 1993 年，是三星电子最早的在津投资项目。 

为了全面整合资源，提高企业竞争力，2011 年起三星旗下的三家公司完成

统合重组，由韩国三星集团、天津中环集团、天津通广集团联合出资设立天津

三星电子有限公司，总投资额为 3.2 亿美元，注册资金 1.9 亿美元。主要从事电

视机、显示器、液晶显示模组等三大类高科技电子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原天津通广三星公司、原天津三星显示器公司统和后称天津三星电子有限

公司西青工厂、原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称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塘沽工厂。 

    2013 年 6 月，西青、塘沽工厂搬迁至滨海新区西区，建成中国地区最大的

三星生产基地，新工厂占地面积达 31.5 万平方米，一期建筑面积为 11 万平方

米，工厂设有完善的福利设施，既创造了高效、宽敞的工作环境，还为员工创

造了便捷、舒适的生活环境。新工厂全面整合了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和物流效

率，显著提高了企业竞争力。现拥有职工 1600 名，成为集研发、试验、生产于

一体的本土化企业。2018 年，公司企业规模、地理位置、管理结构、产权及服

务均无重大变化。 

公司主要生产的产品是电视机、显示器、液晶显示模组，总产量在 1000 万

台以上，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产值超百亿企业之一。 

公司还荣获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优秀单位，现已成为天津最具规

模、最具影响力的外资企业之一。三星基于“以人才和技术为基础、创造最佳

的产品和服务、为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的经营理念，为经营公正而透明的企业

尽最大努力。公司将“人才第一、最高志向、正道经营、追求共赢”作为所有

三星人的核心价值。 

2008年初，中国三星总部在成立 13周年发布会上正式宣布中国三星“绿色

经营”方针，成为中国三星绿色经营元年的诞生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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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三星电子公司积极推进中国三星绿色经营理念，公司将环境安全工作战

略与公司经营发展战略融为一体，形成了依托于经营绿色化、工厂绿色化、产品

绿色化、社区绿色化四位一体，以 ISO14001& OHSAS18001管理体系为框架的绿

色经营战略，不断为 “做中国人民喜爱的企业，贡献于中国社会的企业”的目

标而努力。公司于 2018 年 6 月通过了 ISO14001 管理体系换版认证审核以及

OHSAS18001管理体系换证审核。  

 

 

 

 

 

 

 

 

在创建优秀的企业文化方面，公司严格遵守国家、地方的相关劳动法律、

法规，切实履行法定义务，公司不断加强对环境保护方面的文化建设，积极开

展各种环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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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还建立了集体协商制度和劳资双方正常沟通机制，并依据制度开展工

资集体协商，成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同时，我公司切实主动的执行民主管

理、积极开展人文关怀活动，设立微信公众号、QQ、优酷视频等沟通交流平台，

最大限度听取生产一线职工的心声。在环境安全方面，公司每周进行安全隐患

点检，每个月定期召开环境安全会议，公司还定期开展安全提案活动。在安全

月期间，组织了全员安全培训和“以安全的名义”主题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

不仅倡导员工自主挖掘危险源，也提升了全员的安全意识，时刻注意身边的安

全隐患。 

2013 年，公司以搬迁为契机，在环境安全硬件及管理方面进行了全面改

进提升。在厂房搬迁项目中，增设污水处理站，对公司产生生活污水进行处

理。2018 年，公司为了更好的对污染物排放进行治理，特别在油烟排口安装

油烟净化设施，减少了餐饮油烟的排放。 

此外，消防设施覆盖率达到 100%，同时建立消防中控室，便于对防灾隐

患排查，管理力度和方式也在不同程度提升。 

 

公司的主要产品如下表： 

类型 产品介绍 

彩   电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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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示 器 

（MON） 

 

商用显示器 

(Smart Signage) 

 

显示器&电视用 

液晶显示模组 

(LCM) 

 

2.2 编制说明 

本环境报告书所提供信息的时间范围为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 年 12月

31日、环境报告书发行日期为 2019年 6月 5日。 

报告书披露的界限包含公司以地理为边界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江泰

路 20号内的所有建筑物及活动，包含餐厅供餐等活动，以及环保相关的社会公

益活动。 

为了保证和提高企业环境报告书准确性、真实性，本公司承诺该报告书所

披露的数据和内容我们尽可能采用国家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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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编写报告书的负责部门为环境安全 Part，电话为 022-66531234 转

1142，电子邮箱为 c.zhanglf@samsung.com，第三方可以采用电话和邮箱的方

式与我们取得联系。 

本报告书将采用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进行验证。 

3. 环境管理 

3.1 环境管理制度 

     公司组织结构如下： 

 

     2008 年 2 月，三星电子正式组建绿色经营委员会。公司绿色经营委员会以

法人长任委员长，各部门任命委员，下设实务管理人员和内审员。各部门的不同

层次人员，除履行本职业务职责，还分别完成不同的绿色经营环保安全工作。通

过例会、部门与公司巡查等长效机制保障了体系的有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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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每季度定期召开法人长或副总经理主持的绿色经营委员会，向委员会委

员、各部门干部通报公司月间绿色经营实绩，研讨目前环境安全管理问题，指导

绿色经营课题开展。 

公司的环境工作管理部门为 EHS Group，其中环境安全 Part 10 人，专职环境

保护工作人员 3 名。2018 年公司任命委员会委员 14 名，各部门环境安全担当 27

名。通过绿色经营委员会的开展，使公司绿色经营管理信息沟通更为顺畅，各部

门自主开展改善以及活动更为积极主动，丰富了公司环境安全管理内容，达到了

预期的效果。 

公司以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为框架，构筑了环境管理的三级管理文件，

包含针对公司水、气、声、渣及所有重要环境因素的管理要点。 

目前，文件体系运营符合要求，有利于环境安全方针，目标及指标的实

现，整个体系是适宜，充分，有效的。 

在公司外排生活污水方面，可以按照《污水运行控制程序》进行控制后达

标排放；对于工艺废气排放，采用《工艺废气排放运行控制程序》、《手动焊接

工序作业指导书》、《回流焊机运行作业指导书》、《丝网印刷机运行作业指导

书》、《网板清洁设备运行作业指导书》进行控制；对于厂界噪声，参考《噪音

运行控制程序》、《空压机房的使用管理指导书》、《空调机 制冷机的使用管理作

业指导书》进行降噪控制；对于固体废弃物方面，参照《固体废弃物管理运行

控制程序》、《废弃物收集制度》、《整机废弃作业指导书》、《废弃有害物质作业

指导书》等进行资源化及减量化控制。目前，各种企业污染物排放均处于可

控、达标排放状态。 

对于能源消耗及紧急状态下的管理，公司也都根据体系规定，对目前运营进

行了有效的控制。 

3.2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及其它工作开展情况 

原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于 1999 年 12 月通过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 同年年末通过 CQC 公司的认证，是当时国内三星企业中最早取得认证的企

业之一。原天津三星电子显示器有限公司于 2000 年 12 月通过 TUV 公司

ISO14001 认证.原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12 月通过 OHSAS18001 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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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原天津通广三星电子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5 月通过

ISO14001 体系认证。 

2011 年，三家企业吸收合并后原环境管理体系也进行统合管理并取得认证. 

2015 年 6 月，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顺利通过了体系换证审核。  

2018 年 6 月，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顺利通过了 ISO14001:2015 管理体系

换版审核。 

2018 年 6 月，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顺利通过了 OHSAS18001:2007 管理体

系换证审核。 

2018 年 9 月，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对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碳排放情况进行核查，并在政府相关部门备案完成。 

2018 年 6 月，获得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优秀单位奖。 

2012 年 12 月塘沽和西青食堂 ISO22000 认证进行整合，并顺利通过了长城

（天津）质量保证中心的认证。2014 年 12 月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通过长城

（天津）质量保证中心的换证审核，2017 年 12 月继续维持该认证的持续有

效，2017 年 12 月完成了 ISO22000 的换证审核。 

    实施清洁生产是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也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措施，

2017 年 6 月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通过天津市津京清洁生产技术服务中心清洁

生产审核。 

公司构筑 ISO50001 能源管理体系，2017 年 09 月，通过必维公司第三方审

核认证。 

通过以上工作的开展，我公司于 2018 年获得如下荣誉： 

1.申报通过了国家级“绿色工厂”审核，预计可获得天津市政府奖励金 60 万元。 

2.申报获得了滨海新区“节能之星”五星级称号，获得政府奖励金 40 万元。 

3.电视产品获得“能效领跑者”产品称号，获得天津市政府奖励金 30 万元。 

3.3 环境保护教育与环境保护荣誉 

公司高度重视环境保护教育培训工作，每位新入社员工必须经过环境保护相

关知识培训，熟悉公司环境管理体系，提高每一位新入职员工的环境保护意识。

2018 年在全员作业技能认证培训中也对 1600 名员工进行了环境安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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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公司还开展了很多环境安全消防方面的课程，定期为在职员工教育。

2018 年，公司总的教育达到 14400 人次，演习演练达 4500 人次。 

 

公司会举办多种多样的活动，来不断提升员工自我环境意识。2018 年，公司

开展了环境整治清理生活垃圾、河道清扫等活动，现场体验的清扫工作；在世界

地球日中与公司废弃物回收公司使用公司产生的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制作的图画

本，由员工家长带领子女一起创作环保宣传主题的图画，在活动中增强环保意识，

教育孩子保护环境，提倡废弃物分类回收。 

公司开展了环境整治清理生活垃圾、河道清扫等活动，现场体验的清扫工作；

在世界地球日中与公司废弃物回收公司使用公司产生的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制作

的图画本，由员工家长带领子女一起创作环保宣传主题的图画，在活动中增强环

保意识，教育孩子保护环境，提倡废弃物分类回收。 

  

  

 

 

 

 

   世界地球日“地球因你而美丽”倡导垃圾分类系列主题活动 

 

 

 

 

 

  “世界环境日”员工子女环保涂鸦大赛主题活动 

多年来，公司曾连续 17 年获得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环境管理优秀工

植树节活动 地球日活动 世界环境日活动 化学品泄露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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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单位称号。此外，2015 年度授予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协会会长单位

称号。2018 年度公司被评为中环集团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开发区安监局 2017 年

安全生产月活动先进单位，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优秀单位开发区消防安

全委员会 2017 年度消防工作先进单位。 

证书及奖励如下： 

 

奖项名称 图片 奖项名称 图片 

开发区 

环保优秀单位 

 

碳盘查 

审核报告 

 

IS0 14001 

证书 

 

OHSAS 18001 

证书 

 

ISO 50001 

证书 

 

ISO 22000 

证书 

 



 

 14 

奖项名称 图片 奖项名称 图片 

滨海新区 

节能之星 

五星级 

 

国家级 

绿色工厂 

 

中国环境标志

产品认证证书 

 

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生态管理

标识 
 

职业卫生标准

化达标企业 

 

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区环境保

护优秀单位 

 

消防工作先进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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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环境信息交流 

为了让公众更好的了解中国三星的绿色经营活动，三星电子一直坚持环境信

息公开。三星电子环境报告书可在中国三星绿色经营网站上下载。同时，三星网

站还定期更新绿色经营活动中的各项活动，力求呈现给大家一个真实的三星。 

自 2009 年，公司连续 10 年进行环境信息公开工作。报告以环境报告书、网

站或环境信息发布会的方式进行环境信息公开。 

环境信息发布会以参与泰达经济技术开发区主办为主。 

此外，公司还通过中国三星的绿色经营网站，公布公司最新的环境安全活动

和绩效。网址链接可见：http://green.samsung.com.cn/。 

在公司内部，公司通过 TV、展板、宣传弘报、广播、内部邮箱、内部会议等

多种形式，对员工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公众参与是环境保护最有力的支持之一，公众只有获取准确的环境信息，

才能有效地行使参与权和监督权。公司将环境利益相关方界定为员工、供应

商、顾客、政府、媒体、银行等。针对于不同的对象特点，公司开展不同形式

的沟通。比如，针对供应商，公司每年通过供应商培训及现场审查以及环境承

诺书形式与其进行交流，每年沟通不少于 2 次。对于政府，我们会采用经常的

会面形式沟通管理情况。顾客则通过产品取得的认证及环境管理实施信息来了

解公司的管理状况。 

每次环境信息交流后，公司都持续关注公众反馈意见。截至 2018年 12月

底，未发现公众对我公司作出的任何负面评价。 

为了能够准确的了解公众意见，及时作出响应，公司建立了《协商和沟通

运行程序》，旨在建立通畅的协商、参与和信息交流渠道，使有关环境、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运行的内部和外部相关方进行协商、参与以及信息及时进行由

上至下和由下至上的传达和交流。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邮件、及网站等平

台与我们进行沟通。 

公司内部通过定期的部门别员工恳谈以及利用 Square系统，向员工接收劳

资、劳动安全、劳动环境、福利等方面的意见及建议，对于合理化建议及时反

馈相关部门进行检讨解决并对提出建议的员工进行奖励。每年由韩国三星本社

通过 SCI 诊断、SSCA诊断等途径收集员工对公司的评价，评价结果记入公司

http://green.samsu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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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I评价指标中。 

     

随着国家《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天津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

出台，土壤环境保护再次引发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为了进一步调动学校、企业共

同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激发孩子们作为“地球小主人”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

识，在第 26个世界水日到来之际，第五届“三星杯 我是小小环保局长”公益活

动的启动仪式于 3月 29日隆重举行。 

三星杯“我是小小环保局长”公益活动作为环境宣教工作新的创新与尝试，

由市环保局、市文明办、市教委、市科委、市文广局、团市委共同发起，市环保

宣教中心、市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北方网主办，天津三

星公司、各区环保局共同协办，活动已成功举办了五届，激发了孩子们作为未来

地球小主人，关心环境、保护环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吸引了数万名小学生的直

接参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大力支持，成为了津城绿色环保的品牌活

动。我公司环保志愿者带领小学生参观环保治理设施和环保活动，寓教于乐，以

互动、体验式的环境教育活动引导小学生们了解清洁生产，了解环境保护。 

     除此以外，我公司多次对供应商进行环境方面的培训。在 2018 年度，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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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供应商进行了防灾、安全、保健、电气方面的培训，增强了供应商的环境安全

方面的管理能力。 

此外，2018 年每季度别对重点协力社进行 EICC 培训（EICC: 电子行业行为准

则）相关内容有:职业安全、应急准备、职业伤害与疾病、工业卫生、机械防护、

公共卫生、食物和宿舍、环境许可和报告、预防污染和节约资源、有害物质、废

水及固体废弃物、空气排放等。 

     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对社会信息公开的工作，得到了政府部门的积极奖

励，因连续多年的信息公开，累计获得政府奖励金 9 万元，供货商也对我们的

定期培训、走访等形式给予了很高程度的评价。 

3.5 法律法规遵守情况 

在法律法规遵守方面，公司严格各项法规要求，污染物 100%达标排放，尚

未发生过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及环境违法事件。 

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搬迁工程项目中，严格履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及三同时验收制度。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于 2013 年 7 月份得到天津经

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的批复。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监测站于 2013

年 11 月对该项目进行验收监测，监测结果表明废气、废水、厂界噪声、固体废

弃物、污染物排放总量各方面达到标准。2013 年 11 月 26 日，经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区环保局审定，认为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搬迁工程项目符合环保要求，

同意通过验收。2017 年我公司增加了新工艺-液晶显示模组 DECO 粘贴工程项

目，为了更好的遵守法律法规，公司完成了该工艺的三同时验收许可手续。 

公司对环境问题的信访情况建立了《环境信息交流》程序，如果发生信访

情况，公司危机对应组织会启动相应应急预案，联系相关方，核实问题，分析

情况后，予以处理，并对处置情况做出公开。2018 年，未收到相关方信访事

例。 

外部监测数据见本报告 5.7,5.8,5.11 章节。 

3.6 环境应急预案 

公司建立了《危机对应预案手册》 ，共包含 42 项专项预案，根据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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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每年进行针对性演练，提高紧急情况的应对能力。 

涉及的环境应急预案有：检查井冒油、废液泄漏、化学物质及废水泄漏导

致土壤污染。放流水水质超标、污水管道泄漏导致水质污染、污水处理站停电

事故、大气防治设施异常运行等。 

预案中明确规定了应急组织机构及相关部门职责，一旦发生事故，则依据

预案中响应程序进行处理。同时预案中明确了事故发生后的信息发布程序，能

够让公众及时准确的了解事故影响。 

公司每年组织员工分别在上下半年各进行一次应急预案演练活动，加强面

对突发事件时部门间的协调配合，确保发生事故时能够果断进行处理。 

公司建立义务消防组织，紧急情况发生时实施危机对应方案，考虑不同情

况，通过内部警报，外部救援联络，向邻近单位人员警报，分级响应，事后处

置。事后处置时，考虑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救援或应急本身带来的对环境有影响的物

质的合法处置。如化学物质泄漏时，使用吸收棉吸收泄漏物质，应到合法单位

进行处置。 

2016 年 5 月，公司已经完成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在政府部门进行

备案。2018 年应急预案的修改工作已纳入日程管理之中，2019 年将进行该预案

的备案更新。 

3.7 环保设施管理及环境投入  

2013 年，公司以搬迁为契机，在环境安全硬件及管理方面进行了全面改进

提升。在厂房搬迁项目中，新建食堂二级隔油池 1 套、处理能力为 400t/d 的污

水处理站 1 座、在线 COD 监测设备 1 组，设置 15 米高排气筒增加了 VOC 治理

设施一套，用于工艺废气的排放。食堂排烟风机安装了防火高效油烟净化器用

于油烟的控制，同时与相关方签订了定期清洗协议，每月进行专业清洁。 

为构筑工厂绿色化，厂区垃圾站将每日工厂产生的垃圾进行分类（废纸、

废塑料、废泡沫）、挤压打包、分装处理，最后由穗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统

一回收处置再利用。 

公司危险化学品仓库内设有防泄漏槽、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强制排

风、喷淋等设施用于紧急状态下对于化学品泄漏及爆燃事故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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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公司为了提升污水处理站对生活污水的处理能力，对二沉池进行

改善减少清水池浮泥、提高污泥回流比；为了加强管理污水管理，对水质在线

监测设备进行了升级改造，更换了 COD 及氨氮水质在线监测设备，并将数据实

时上传环保局; 同时，研发了中央显示系统，实现了污水处理站数据的远程监

控。 

2017 年在废气治理方面，我公司在排放浓度低于规定排放限值的情况下，

主动安装了 VOC 治理设施，经过第三方检验，VOC 排放减少了 50%左右。 

2018 年我公司在食堂油烟排放浓度达标的情况下，为进步降低排放浓度，

我公司主动安装了电离型油烟净化器，实现了食堂油烟排放量的降低。 

 

 

2018 年，为确保以上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公司投入了人工费用及维护费

用 50 余万元，确保了污染物达标排放、减量排放。 

 

序号 项目 节能环保收益 投入 合计 备注

1 环境监测费用 ¥-45,967.19

2 三废处理处置费用 ¥-88,754.22

3 环保税 ¥53.26

4 环保设备设施维修保养费用 ¥-199,524.94

5 环保设备设施购买新建费用 ¥-183,819.40

6 环保培训费用 ¥-10,000.00

7 节能环保咨询服务费 ¥-169,743.37

8 节能技改项目 ¥-33,400.00

9 “节能之星”五星级 ¥400,000.00 滨海新区奖励

10 能效领跑者产品 ¥300,000.00 天津市奖励

11 清洁生产审核 ¥24,000.00

12
发布年度企业环境社会责任

报告并获第三方审核
¥50,000.00 连续三年发布

13 纸制品回收再利用 ¥1,470,000.00

14 塑料制品回收再利用 ¥1,420,000.00

15 泡沫制品回收再利用 ¥1,050,000.00

16 木制品回收再利用 ¥410,000.00

¥5,124,000.00 ¥-731,155.86 ¥4,392,844.14合计

2018环保节能投入与收益对照表

水质在线监测设备 中央显示系统

 

 
水质在线监测设备 

VOC 治理设施

 

 
水质在线监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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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保目标 

为达成绿色经营的目标，公司每年制定环境目标指标，并通过相应措施确

保目标指标的达成。2018 年共 6 个环保目标指标（包含污水、大气、油烟、噪

声、废弃物、温室气体） 

 

项目 内容 2018年目标 2018年实际 控制方法

颗粒物排放浓度 < 120mg/m³ 0.14mg/m³

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 < 120mg/m³ 7.86mg/m³

锡及其化合物排放浓度 < 8.5mg/m³ 0.000682mg/m³

VOCs排放浓度 < 50mg/m³ 3.03mg/m³

VOCs年排放总量 < 0.79吨/年 0.0963吨

油烟 饮食业油烟排放浓度 < 1.0mg/m³ 0.64mg/m³

COD排放浓度 < 500mg/L 83mg/L

氨氮排放浓度 < 45mg/L 2.6mg/L

动植物油排放浓度 < 100mg/L 0.13mg/L

PH值 6~9 7.18

BOD5排放浓度 < 300mg/L 40mg/L

悬浮物（SS）排放浓度 < 400mg/L 22mg/L

硫化物排放浓度 < 1.0mg/L 0.40mg/L

总磷排放浓度 < 8.0mg/L 0.16mg/L

COD年排放总量 < 6.4吨/年 6.0454吨

氨氮年排放总量 < 1.9吨/年 0.1533吨

厂界噪音测定（昼间） ≤ 65dB(A) 63.8

厂界噪音测定（夜间） ≤ 55dB(A) 49.1

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排放量 < 25000吨/年 23644吨 节能降耗

危险废弃物合规处置比率

（含电子废弃物）
100% 100%

1.天津市危险废弃物转移平台

2.出入库台账

一般废弃物再利用率

（含工业垃圾）
> 95% 97%

1.回收方处理工艺说明

2.出入库台账

废弃物

废气

废水

噪声

1.加强排风口点检
2.确保排放设施正常运行
3.治理设施定期维保

1.加强排口点检
2.确保排放设施正常运行
3.治理设施定期维保

隔音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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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保绩效 

5.1 环保产品及环保技术 

三星电子一直以来倡导绿色经营理念，致力于将更多的环保技术应用于产品

之中，制造出环境友好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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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在产品的设计、生产上需要完全符合欧盟

ROHS2.0标准。 

故我公司在产品中主要应用了如下绿色环保技术： 

- 消除有害物质的使用 

无镉化纳米水晶技术: 采用新型材料(磷化铟)代替传统的硒化镉量子点薄

膜纳米水晶技术，在提供最高水平画质的同时，实现了对人体和环境的无害化

设计。 

无卤化设计：除 RoHS 规定的多溴联苯,多溴联苯醚以外,还在多种线材上进

行了包含 PVC Free 在内的无卤化设计 

破坏臭氧物质禁用： 禁止产品中 CFCs, HCFCs, Halons 等 

- 材料的使用 

用 LED背光代替 CCFL背光，实现产品无汞化。 

石棉，甲醛，铍，团链氯化石蜡，临界化合物等被国内外判断为有害的物质

全面禁用。  

- 环保型材料的广泛应用 

生物塑料: LDPE,HDPE  

三星电视使用以甘蔗为原料的生物塑料，相比传统包装材料，生物塑料的碳

排放量减少约 25%，废弃后掩埋一定时间可完全降解，减少对环境的负担。 

区分 现有塑料 生物塑料 比较 

材质 

LDPE,HDPE LDPE+Bio原料 

 

碳排放量 1.90kg/kg 1.4 kg/kg 25%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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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蓖麻籽油为原料的生物尼龙制成的 3D眼镜，蓖麻籽油含量达到

54% 

 

- 延长产品寿命设计 

采用可升级式设计，为用户提供用于功能扩展的 Smart Evolution Kit， 

能有效扩大产品寿命 5-6年。 

 

 

- 产品或服务获得环境管理或环境标志的认证情况 

几年来中，三星电子获得了多项绿色认证。主要有： 

认证内容 数量   认证机构 

中国环境标志 122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 

在节能产品方面，公司 2018年共有 55款产品获得节能认证： 

 数量 获证比例 检验标准 条件要求 

电视 13 28% GB 24850-2013 
能效指数≥2.0 

（能效 2 级） 

显示器 42 97% GB 21520-2015 
能源效率≥1.5 

（能效 2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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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parter 认证制度： 

多年来，三星电子公司积极推动在多种有害物质方面进行控制，总体共分为

Class1,Class2,Class3 三个级别的环境管理物质。其中包含对 RoHS 相关六种有

害物质、甲醛和卤素相关物质的控制，也包括对于 REACH、有害物质通报等活动。 

公司通过流程，对部品材料的有害物质管理及验证 。发生新发生时登陆导

绿色采购系统，并输入相关的部品信息数据。协力社在入库原材料及部品入库检

查阶段时应建立并实施有害性验证，有害性验证由三星电子实施，或邀请 cs 经

营中心进行精密测定，并把结果通报给协力社，要求制造时只适用亲环境原材料。 

 

- 有害物质管理的系统：e-CIMS(包括有害物质测试报告、audit 等相关内容） 

公司推行 e－CIMS 绿色采购系统系统，通过该系统，可有效传达三星电子

供应链上制品内含有的化学物质情报。生产化学物质，配制品的公司通过提供

MSDS（成份表）、有害物质测试报告等方式向客户提供情报。生产成型品的供

应商根据 MSDS（成份表）、 有害物质测试报告等资料,利用 e-CIMS 做成资料,

提供成型品含有化学物质的情报。与三星有直接往来的协力公司,从供应商、制

造商等处接收数据,上传至化学物质统合管理系统。 

- XRF（X射线衍射仪）测试 

利用 X射线分析方法的能量射散荧光光谱仪，对物质的各种成分含量进行测

量的方法。XRF检测仪器是公司内部品质部门对初品承认以及成品量产前进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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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物质检测的工具。通过了 XRF检测以及 ICP 精密分析的产品才予以量产，以确

保顾客购买到的产品中有害物质含量符合欧盟 RoHS基准。 

- 协力社遵法经营审查 

为了协助提高协力社守法经营水平，确保无事故发生。公司成立了合规部门，

对重点协力社进行专项环境安全、劳资等管理支援。每两年对 21 家重点协力社

分别进行一次环境安全项目审核，每年供应商根据三星检查基准 100 项进行自我

管理并通报我公司，违法项目进行跟踪改善管理。审查结果向各协力社以及三星

本社通报，对协力社的不合格问题点持续跟踪其改善情况。 

5.2 绿色包装 

- 再生包装材料及环保印刷材料  

三星电视中附件及眼镜的包装盒,100%使用再生材质，大幅度降低了 CO2 排

放量。同时，使用了美国大豆油协会认可的豆油印刷技术，采用不使用任何有机

溶剂进行提取的植物性墨水进行印刷,环保性能大幅度提高。 

区分 基准材料 100%再生用材质 

附件包装 

  

CO2 排放量 259.8 0 

3D眼镜包装 

  

CO2 排放量 20.6 0 

- 说明书用再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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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 TV 用户手册所使用的带有环境认证标识的纸材，材质为是 65g 型美色

纸.  该纸材是不含任何有害物质的环保型再生纸材。 

- 环保型印刷技术 

ECO Font(环保字体)：三星 TV用户手册印刷时所使用的油墨，支持 ECO Font

印刷技术。该技术通过放大印刷字体，在印刷瞬间，减轻油墨与纸面接触，字体

边缘模糊化处理，对比常规印刷技术，可节约最大 35%油墨。 

5.3 能源消耗及节能措施 

我公司所使用能源均采用外购方式购入，现按照消费金额对能源消耗情况统

计如下。 

 

能源消耗总量；（吨标准煤）折算系数取自各种能源折标煤参考系数 

GBT 2589-2008 

区分 

能源消耗量 吨标准煤（Tce）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单位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天然气 12.9 10.38 7.63 104m3 156.61 126.02 93 

电力 2444.5 2305.31 1880.25 104kWh 3004.29 2833.22 2311 

蒸汽 18192 12852 14233 T 2339.49 1652.77 1830 

汽油 44.17 65.78 53.54 T 65 96.80 77 

合 计 - - - - 5565.39 4708.80 4311 

注 

1.以上能源数据不包括第三方服务机构的能源消耗 

2.其天然气和汽油的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以及外购电力、外购热力排放因子均采

用《天津市开发区制造业企业碳排放核算报告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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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执行公司标准的减排措施以外，2018 年新的节能减排改善项目如下： 

 

 

5.4 水资源消耗及节水措施 

公司用水全部来源西区自来水公司，用于公司生活(主要是食堂及卫生间、

绿化用水)，无生产用水。具体消耗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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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自来水用量（t） 139763 152813 134830 

日常对卫生间马桶泄露情况定期检查维修，遇 2 日以上节假日进行停水管

理，同时水泵房实施停泵 自然压力供应。50%的卫生间使用感应式水龙头。

2016 年下半年对食堂的净化水的废水进行回用改造，收集后供主厂房卫生间使

用，2017 年初投入使用，每天节水约 30~40t。2018 年在食堂灶台上铺设自来

水管道，用自来水替代纯净水刷锅的工艺，减少纯水使用量，节省纯水制作产

生的废水量 10t/d（增加）。 

5.5 温室气体排放及减排措施 

根据 16-18 年排放源（天然气、蒸汽、电力、采暖），计算得出二氧化碳排

放量如下：（核算边界不包含移动源燃烧，采用天津市碳盘查报告中的折算系数计算

得出） 

区分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CO2排放量（t） 25640.2 27095 23644 

 注：采用《天津市开发区制造业企业碳排放核算报告指南（试行）》中推荐的缺省值  

每年公司组织部分员工进行义务植树活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为减排工

作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我公司公司能源管理部门每年都会制定减排目标及可行

性方案，经过检讨我公司最大的温室气体来源于电能消耗。为此我公司与中环电子合

作，利用我公司闲置的厂房屋顶，建造了 5.2MWP 发电量的光伏发电项目，年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量（CO2）为 4090 吨/年。 

5.6 废水排放及减排措施 

公司无工业废水排放，食堂餐饮加工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厂区生活污

水一起进入新建地埋式生化污水处理站，经活性污泥消化降解处理后，从污水

处理站标准化排放口排放至市政污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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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厂设计能力 400t/d，设计处理出水水质 COD<150mg/L。2013 年正

式投入使用。运行期间，平均日处理量 300t/d，排放水 COD 污染物浓度控制在

50~60 mg/L。 

 

 

 

 

 

 

 

 

 

依据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局验收意见，确定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新

工厂无生产废水产生，水环境污染因子为生活污水中 PH 值、悬浮物、化学需

氧量、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动植物油，排放浓度需符合天津市《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DB12/356-2018）中规定的三级排放浓度限值规定 

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年度排放污水比例约占公司用水量的 85%，现根据

第三方监测机构出具的两次监测报告的平均值对 2018 年水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

公开。  

  区分 排放浓度限值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常规污染

物/(mg/L) 

COD 500 23 55 52.75 

氨氮 45 0.271 2.02 1.338 

悬浮物 400 11 11 15.75 

总磷 8 0.15 0.28 0.07 

5日生化需氧量 300 15.2 20.5 24.6 

污水总排

放量/t  
  

 
112,878 122,245 114,605 

注：参照环评我公司生活污水排放参照《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12/356-2018 三级排放浓度限值 

2018 年，公司严格对化粪池管理，增加清吸频度，使氨氮排放值大幅下

降。同时，公司内严格控制含磷洗涤剂使用，控制总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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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废气排放及减排措施 

液晶电视和显示器生产线的 SMT 贴片焊接工序，使用无铅焊锡膏在 PCB 印

制电路板上印刷电路并进入回流焊炉加热焊接（工作温度一般为 240-250℃，最

高为 260℃）过程中，产生的无铅焊锡废气经车间废气收集系统收集后，通过

新建的 2 根 15m 高排气筒 P1、P2、P 备用三根排气筒，2 用 1 备）有组织排

放。 

依据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局验收意见，确定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新

工厂焊接工序中产生的无铅焊锡废气及固化工序中产生的非甲烷总烃废气，经

废气收集系统收集后，通过 2 根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排放浓度达标，排放速率

需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限值要求。我公司为

进一步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与 2017 年 10 月底安装了 VOCs 治理设施（光

氧化和活性炭碳吸附），并将三根排气筒合为一根等效排气筒进行排放。 

2013 年搬迁后，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在福利栋餐厅屋顶安装了油烟净化

设备，每年进行第三方检测，检测数值均符合国家标准。2018 年度根据第三方

检测结果数值为 0.64mg/m³，为了达到更好的净化效果，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

司于 2018 年将对油烟净化设备进行了升级改造。 

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未安装锅炉，不直接排放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现根据第三方监测机构出具的监测报告，对 2018 年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进

行公开。 

 

注：参照环评我公司工业废气排放参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二级限值及《天津工

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12/524-2014 

非甲烷   非甲烷

总烃   总烃

标准 120 8.5 120 50 10 0.31 3.5 1.5 - - - 790 -

2018 4.92 0.000243 0.05 1.57 0.0803 0.000000747 0.00747 0.00838 542 0.01 48.59 96.3 6404.39

2017 1.14 0.000035 0.8 1.09 0.011 0.00000023 0.0076 0.01 61.7 0.0018 42.8 68.37 5637

2016 1.06 4.4 0.54 -- 0.00405 0.00209 0.00621 -- 20.4 84.7 10.4 -- 1924.52

备考

污染物排放总量 (kg)

VOCs颗粒物

第三方监测报告 第三方监测报告 第三方监测报告及日常废气排放量统计数据

年份

污染物排放速率（kg/h）
废气排放总量

/万m³锡烟 颗粒物 VOCs 锡烟 VOCs

污染物排放浓度(mg/m³)

  非甲烷总烃 锡烟 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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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废物排放及减排措施 

在三星电子，我们对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主要分为一般废弃物、电子废弃物、

有害废弃物三大类。其中一般废弃物包括废弃泡沫、废弃纸箱、废弃塑料和废弃

木排等；电子废弃物包括废弃资材、废弃电器设备及 opencell 等；有害废弃物包

括废有机溶剂、废溶剂包装物、废胶体包装物等。电子废弃物和有害废弃物属于

危险废弃物。 

公司 ISO14001 体系中建立了 CCE6-0041C《电子废弃物管理运行控制程序》

和 CCE6-0020C  《固体废弃物管理运行控制程序》分别对电子废弃物和一般废弃

物以及其他危险废弃物的管理流程进行控制，同时也建立了 CCEG-0015C《废弃

有害物质作业指导书》、CCEZ-0004C《废弃物收集制度》、CCEG-0009C《整机废弃

作业指导书》来对具体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应急措施等进行详细规定。 

公司不仅对危险废物实行电子联单管理制度，也对一般废弃物实施《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管理联单》，连续 6 年取得开发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态管理标识生

产型企业证书。 

在废弃业体选择上，我们通过招标的方式，审查业体资质、考察业体处置

能力，择优选择处理业体。两家业体均符合要求，通过 ISO14001 体系认证，公

司每年要对其进行至少 2 次的合规评价和现场检查。通过与业体间的紧密合

作，使我公司产出的固体废弃物，有了很好的再利用渠道，真正做到资源重复

利用，变废为宝。 

 

 

 

每年的产生量如下表： 

固体废物压缩设备 固体废物体积缩小

 

 
水质在线监测设备 

固体废物有序码放

 

 
水质在线监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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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化学品管理 

公司共使用 17 种化学品（其中危险化学品 1 种），工厂内建有化学品仓库

用于存储管理。使用后化学品废液统一保管后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处理单位进行

处理。 

    在减少危险化学品向环境排放的控制措施方面，化学品库门后侧设置溢漏

槽，防止出入库过程中的化学品泄漏。在每个化学品使用场所放置吸收棉，防

止使用场所的化学品泄漏。 

对于公司内使用的危险化学品的管理更是严格，所有危险化学品均储存在

化学品库，运输时使用专用台车进行运输，使用场所均设有吸收棉，化学品废

液集中保管在化学品库，定期发至有资质的处理单位进行处理。 

在体系中，公司建立了多个管理制度，如《危险品运行控制程序》《化学品

管理规定》《化学品保管使用作业指导书》《化学品周转库作业指导书》《化学品

泄漏应急作业指导书》等。 

同时，公司使用 Globle-EHS 全球环境安全管理系统对公司的化学登陆以及

购买，入库进行全过程监控，部门通过该系统申请购买化学品，只有当在系统

中登陆 MSDS，并得到环境安全部门关于环保安全职业健康相关的评价后，方

可进行购买，并在购买后控制入库和领用。 

5.10 噪声排放及减排措施 

公司主要噪声源包括生产及辅助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已采用建筑物隔

年份 

危险废物(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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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2.94 2.94 

委托处理 

综合利用 

4268.91 4268.91 

委托处理 

综合利用 
2017 1.9 1.9 2972.16 2972.16 

2016 3.42 3.42 4740.15 47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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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和距离衰弱等降噪措施。 

现根据第三方监测机构出具的监测报告，公开 2018 年噪声排放情况。 

5.11 绿色办公 

公司提倡员工办公、生产活动中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物产生、排放。公司

主张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珍惜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件办公用

品。 

对于办公用品，公司严格购买计划和制度，对于办公节电，公司要求办公

用显示器设置为节电模式，同时公司建立了员工提案机制，对于节俭提案予以

物质奖励，调动员工积极性。 

5.12 绿色物流及绿色采购 

■  绿色采购方针： 

公司设计、制造、销售的所有制品所使用原材料采购优先考虑积极实施环境

保护企业，带动供应商推进环境保护工作。 

■  绿色采购目标： 

满足国内外的法规及顾客的要求，减轻对人类和环境的有害影响。 

■  实施流程： 

有害物质的承认按照开发/品质部门的要求同时进行，提供相关的 ECO 检测

数据及证明文件，符合品质部门的 ECO管理规定要求。 

■  供应商管理： 

通过绿色采购平台，供应商签订环境经营保证书，并接受我公司定期现场

测定位置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3/4 类 检测结果 

备注 

昼间基准(dB) 夜间基准(dB) 昼间(dB) 夜间(dB) 

东侧厂界界外 1米处 

65 55 

62.9 47.2 达标 

南侧厂界界外 1米处 63.5 49.1 达标 

西侧厂界界外 1米处 63.8 48.8 达标 

北侧厂界界外 1米处 70 55 61.7 46.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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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以督促供应商时刻推进环境保护工作。 

■  现状及效果： 

运行到现在,整体过程运行良好。 

■  环境标志产品或服务的采购情况： 

选择新供应商时，我们会对环境方面进行现场审核，并采购达到 ROHS 标

准的资材。 

■  绿色物流 

降低物流过程环境负荷的方针及目标；通过多样化的运输方式，部分卡车

运输更改为海运、铁路运输减少污染物产生情况。 

6. 利益相关方交流 

6.1 消费者 

 
 

 

 

 

此标签中的含义是：该电子电气产品含有某些有害物质(可参阅说明书中有

害物质的名称和含量相关表格), 在环保使用期限内(自生产日期起 10 年)可以放

心使用, 超过环保使用期限之后则应该进入回收循环系统.  

产品说明书中包含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和含量的相关信息(见下表)，此信

息表格内容是依据国家相关标准要求进行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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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承诺接收消费者寄回或送回的报废产品(超出环保使用期限的本公司

产品）以及产品节能功耗信息。 

6.2 建设绿色供应链 

在绿色供应链方面我公司制定了《新规协力社守法经营评估基准》，确认供

货商和三星电子合作前必须经过守法经营审核，认证合格后才可以正式登录

Vendor Code，正式与三星电子展开交易。 

我公司是制定了《协力业体管理规则》，确认企业按照评价 CHECK LIST 基

准对新规业体进行登录评价，并将评价结果通报业体。供应商认证评价体系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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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QSA、QPA、ECO 三项，绩效评估共 22 个项目、9 大必备项目，定期对供

应商进行评估。 

我公司对供货商按照 Eco audit 进行评估，通过评估是否满足三星电子对

产品中的环境管理物质运营规则（0QA-2049）的管理标准及合作公司的环境管

理体系来进行 audit，80 分以上为合格， 80 分以下取消业体 EP 认证。 

我公司采购资材全部在绿色网站登录，符合三星环境标准的资材才可以进

行采购。企业对供货商提供的资材进行测试，检验依据为三星本社提供的检验

数据极限界限为基准。 

定期对供应商进行职业安全、应急准备、职业伤害与疾病、工业卫生、机

械防护、公共卫生、食物和宿舍、环境许可和报告、预防污染和节约资源、有

害物质、废水及固体废弃物、空气排放等方面培训。实行绿色管理计划，对供

应商进行持续管理和评估，确保可持续的供应链管理。 

除以上管控方法，我公司还采取镉化纳米水晶技术、无卤化设计、使用环

保型材料等绿色生产措施。危险废弃物合规处置，与具备资质的处置公司签订

危险废物处理合同、转移联单等确认电子废弃物、固体废弃物均由相关物资回

收单位回收处理。 

6.3 支持绿色低碳产业发展 

我公司重视可再生能源利用工作，2018 年 4 月 23 日天津中环新能源有

限公司与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举行签约仪式。天津市发改委、开发区西区、

三星电子、中环电子相关领导出席。6 月 26 日，历时五十余天，中环新能源

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 5.2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顺利

并网，标志三星电子绿色清洁能源投入使用。光伏发电项目利用其厂房屋顶可

利用区域，安装单晶 295Wp 光伏组件 15853 块，建设约 5.2MWp 光伏发电系

统。通过 0.4kV 电压等级实现“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电力为该企业第一大

能源消耗，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建设完成后利用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约可达到

全厂用电总量的 20%~25%，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409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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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员工 

企业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及员工关怀。在公司硬件及软件建设上，公司不断

为打造员工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及为构筑畅通的沟通环境而不断努力： 

一、创建温馨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 

公司设有独立的福利栋，为员工提供多种多样的活动设施，营造舒适的生

活空间。医务室 24 小时免费提供医疗服务，外部聘请专业医护人员为员工提供

专业细心周到的医疗服务。随着公司员工年龄结构的变化，及二胎政策的放

开，随之新妈妈的比例逐渐提升，为解决哺乳期女职工的实际困难，哺乳室随

之提升改造，在增加接纳人数的同时，还改善了硬件设备，沙发 独立操作空

间、冰箱、储物柜、一用俱全。 

福利栋一楼设有员工餐厅，宽敞明亮的餐厅可同时容纳 1000 人同时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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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提供早、中、晚、夜四餐。为抓住员工的胃，公司餐品设有传统中餐、特

色小吃餐、韩餐、辛拉面 四大类。与此同时 为满足减肥人员及保持身材人员

的需求，公司新增健康餐，通过蔬菜沙拉 鸡肉 金枪鱼 玉米等低脂食品的 搭

配，满足员工的味蕾及对身材的要求。 

在一天紧张工作结束后，员工最需要的就是得到放松和良好的休息，为此

公司投入巨资搬迁新公寓，提高硬件质量，宿舍配备 2-4 人间，每个房间配备 

独立卫生间 独立洗浴 独立洗漱区 独立衣柜 独立写字台 等。每个楼层设有 

洗衣房，均配备多台全自动洗衣机及挂烫机，让员工免去手洗衣物的困扰，腾

出更多时间享受个人休闲生活。同时还配备食物料理室，能够满足自己做美食

的乐趣。 电视房配备 85 寸高清曲面电视，犹如独立的电影院。24 小时*365 天

的免费 WIFI 覆盖让每个员工省去了手机流量的高额支出。公司努力为员工营造

家的氛围.为接待来访家属，宿舍一楼设有家属房，方便员工与家人团聚的便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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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为让员工回到宿舍后得到充分的放松，公司投入 200 余万元利用

公寓负一层的空间 为员工建立 培训室 卡拉 OK 厅 合唱排练室 图书吧 乒乓

球室、台球室、电子游艺室、健身房等设施。全面满足员工日常对文化娱乐所

需。让员工在公司感到温暖，在宿舍感到温馨，让员工真正能在企业感受到家

的氛围！ 

二、开展形式多样的沟通和活动，构筑和谐劳资关系 

天津三星电子积极主动的进行组织文化建设，强化和谐的劳资关系。公司

一直致力于深化员工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努力推进总经理、副总经理、人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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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干部、现场管理者及员工代表等各阶层别恳谈会活动。恳谈会召开的

形式不拘一格，召开的时间也自由灵活：有时在午餐的时候，有时在晚餐的时

候，总经理、副总经理等与员工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员

工餐厅也通过提升改造，建设 2 个午餐恳谈室，每日运营部门内、干部与员工

间、人事经理与不同阶层员工间的恳谈会，并提供特餐服务。通过轻松愉悦的

氛围，打破员工拘谨，边享受美食，边敞开心扉，无障碍交流。在恳谈会中什

么都可以提，生产、生活、企业、家庭、食堂、住宿、班车等内容，无所不涉

及，通过恳谈会的形式统一思想、化解矛盾，使企业的劳动关系更加和谐稳

定。恳谈会的长期化及持续化，扩大了员工的交流范围和交流人数。促进公司

内的和谐稳定，通过了解各部门员工的心声和思想动态，不断实施改善，使员

工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得到反馈和解决，并通过公告栏、内部交流平台等渠道告

知员工所有意见和建议的处理结果。 

公司分别开设了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和天津三星电子工会公众号，通过

公众号发布公司文化活动公司动态等各类信息，同时它也是接受员工意见与建

议的平台，员工咨询事项每日进行整理回复，形成最为有效的沟通机制。同时

借助公众账号平台的优势,公司将日常的活动宣传,公司的传达内容共知事项也一

并登录,让员工随时随地了解公司大事小情. 公众号也受到了广大员工的高度关

注,截至 2018 年总关注数 5858 名。 

 

三、与社会合作开展的环保活动 

通过环保公益活动，提高员工环保意识，推动企业所在地域的绿色化，进

一步扩大和深化三星一直推进的环保活动。带动产业链企业达到共赢，也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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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追求的社区绿色化目标。 

天津三星电子不断履行 “做中国人民喜爱的企业，贡献与中国社会的企业”

的宗旨，持续开展 一心一村 关爱社会贡献活动 ，每年对姊妹村小学进行优秀

小学生 奖学金发放活动，解决贫困学生生活困难，激励努力学习 奉献社会意

识。 同时公司每年也对姊妹村、高龄老人、低保户、五保户持续关爱活动， 

每年春节前夕帮助老人做卫生，送去米、面、油生活必须品，为老人张贴春联

福字等。这些行为均能体现出公司秉承三星“追求共赢”的核心价值。 

同时，公司多年来一直扩大和深化环保公益活动，从支援农村建设“绿色

支农”活动到“还母亲河清洁”河道清理活动，从爱护工厂周边的“小区环境

清理活动”到义务植树活动，三星电子在一件件具体的社会贡献中逐渐成长，

也带动周边越来越丰富的绿色 

在世界地球日期间，公司通过开展地球日熄灯一小时活动，呼吁全体员工

对环境的觉醒，提倡员工节约能源，低碳生活，改善地球整体环境。对环境的

觉醒，提倡员工节约能源，低碳生活，改善地球整体环境。 

在植树节活动期间，公司推进绿色环保活动，此次活动以呵护环境，奉献绿

色为主题，EHS 部门推进植树节活动，总经理及各部门干部，环境安全担当和员

工代表一同参加此次植树节活动，参加人员 共计 25 名。此次植树节活动，共计

植树 11 棵，绿植的种类是海棠和碧桃，其中碧桃 6 棵，海棠 5 棵，为了节约公

司绿植灌溉水源，EHS 部门使用了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源进行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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