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管理者致辞 

2018 年度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报告书 

电装（天津）车身零部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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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性的极端恶劣天气，到频发的局部地区自然

灾害，再到突发污染事件造成的环境灾难，由此体现了

每一个环境活动者肩负的社会责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人们已经清醒的认识到环境

保护不仅仅是当前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2018 年电装（天津）车身零部件有限公司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努力：开发有利于地球环境的新产品，减少生

产过程中化学物质的使用；进一步追求能源、资源的环

境效率，节能减排；认真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积极组

织社会贡献活动；制定环境、能源的综合战略，实施风

险管理。 

在此，我们坦诚的公布企业环境信息，并积极接受

社会各界的监督，衷心希望各位能够提出宝贵意见。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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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概况 

2.1 公司简介 

电装（天津）车身零部件有限公司前身是天津丰星电子有限公司，由

于投资方变更，于 2014 年 4 月进行了名称变更。本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2

月 23 日，是由电装韩国株式会社与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

立的企业，坐落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逸仙科学工业园。为满足生产需求，

于 2011 年 3 月进行了改迁扩建，现占地面积为 20,173 平方米、建筑面积为

8,071 平方米，并于 2011 年 12 月正式投入生产。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进出口、批发、

零售（厂家直销中心）及售后服务，主要产品是汽车仪表盘、智能钥匙等。

2018 年组装汽车用仪表 54 万台，年度总产值为 26696 万元。 

公司专业技术实力雄厚、机器设备先进、品质优良、研发创新能力强、

制程能力领先同行、积极配合市场需求。 

    公司本着“品质第一、顾客至上、互惠互利”原则与社会各界通力合

作。 

 

 

公司名称：电装（天津）车

身零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逸仙科学工业园翠溪道 2号 

法定代表人：金敬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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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2.2 公司概况 

2.2.1 公司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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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公司产品 

 

2.3 环境管理体系 

2.3.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电装（天津）车身零部件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2 月 4 日通过了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与 TS16949 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通过了 OHSAS 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于 2018 年 9 月 7

日通过了 ISO14001:2015 版的转版认证。自取得认证以来，公司一直遵循

PDCA 的运营方式，周期性评价环境绩效的管理成果，并进行持续改善： 

◎ 设立专门的环保机构，由专职人员负责环保工作； 

◎ 每年委托环境监测机构对公司内的污水、废气、噪声等进行监测，

确保污染物的达标排放； 

◎ 每年进行环境守法诊断，加强日常管理，及时发现并改善存在的问

题，确保合规运营； 

◎ 依据电装集团制造工厂 EMS 管理计划，实时改善公司各方面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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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保满足法律法规要求的基础上做到更好。 

<认证有效性> 

 

 

   

 

注：公司于 2016 年 1 月首次通过了 OHSAS  18001 体系认证。 

 

 

 

 

ISO&OHSAS 体系外部审核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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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组织结构图 

公司环境安全管理工作归属在生产技术 TEAM 安全环境 PART，专职

的环境保护工作人员有 1 人，制定年度的环境目标，围绕“环保产品、环

保工厂、环境友好、环保管理”四个方面制定环境活动计划，并定期汇报

活动成果。 

 

2.4 环境方针 

电装（天津）车身零部件有限公司为了把经营活动中发生的环境影响

减少到最小，在管理活动的所有阶段优先考虑其对环境的影响，特此制订

了如下安全环境方针： 

1. 遵守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等有关的环境、健康、安全法律法规，守法风险“零”化。 

 

2.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制定预防措施和安全操作规程，全员开展安全教育，无灾害达成。 

 

3. 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实施清洁生产，合理利用资源、降低能耗，CO2削减目标达成。 

 

4. 预防环境污染，强化环保教育，提高环保意识，自主开展环保活动，做环境友好企业。 

 

5. 辨识危险源，建立健全防护体系，实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健康安全管理。 

经营企划T 购买T 

总经理 

人事总务T 

 

管理本部 

生产管理T 制造管理T 品质保证T 

财务P 

企划P 

购买开发P 

一般购买P 

 

人事P 

 

总务P 

生产管理P 

 

资材 P 

生技P 

安全环境P 

 

QA P 

QC P 

制造P 

 

设计 

 

生产技术 T 

品质本部 生产本部 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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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本年度环境保护目标 

依据日本电装的环境活动方针以及中国“十三五”规划中关于节能减

排的要求，制定了 2018 年度的环境活动目标： 

项目 单位 年度目标 

CO2 最小化 

生产 CO2排放量削减 原单位 对比 2017 年低减 5% 

物流 CO2排放量削减 原单位 对比 2017 年低减 1% 

环境负荷最小化 

排放物削削减 原单位 对比 2017 年低减 3% 

物流捆包资材削减 原单位 对比 2017 年低减 1% 

水资源消耗削减 原单位 对比 2017 年低减 1% 

环境风险最小化 环境异常事件 件 0 件 

3. 环境管理绩效 

3.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履行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对于

环境保护工作“三同时”的要求，从项目的立项到竣工验收，全程跟踪，保证

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并通过了

开发区环保局的验收工作。 

表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履行情况一览表 

注：天津丰星电子有限公司为曾用名，由于投资方变更，于 2014 年 4 月 1 日公司名称进行了变更。 

NO. 项目名称 推进内容 完成情况 
环保设施投资及

所占比例 
批准机关 

1 天津丰星电子有限公司 

预评价 2006.3.23 4万元 

0.16% 

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区环保局 

验收评价 2008.11.26 

2 
天津丰星电子有限公司扩

建项目 

预评价 2008.12.2 23万元 

13.7% 验收评价 2011.06.27 

3 
天津丰星电子有限公司迁

址扩建项目 

预评价 2010.7.22 150万元 

2.76% 验收评价 201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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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 

3.2.1 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 

3.2.1.1 污染因子的确定 

    公司在 2011 年迁址扩建时投资 60 万元建立了污水处理站，污水站采

用 A/O 处理工艺。公司指定专人管理污水站，并定期进行水质检测，水质

达标后经市政管网进入华电水务（天津）有限公司。公司没有生产污水只

有生活污水，按照法规要求，公司的污水排放指标遵守天津市《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DB12/356-2008）三级标准，均达标排放。 

表 2   水环境污染物监测结果 

         

      标准 

年份 

常规污染物（mg/L） 特征污染物（mg/L） 

COD BOD5 氨氮 SS 总磷 动植物油 

500 300 
45（2018 年） 

35（2017 年） 
400 

8（2018 年） 

3（2017 年） 
100 

2018 年 21 8 0.294 22 2.82 0.14 

2017 年 54 14.4 16.7 10 0.51 0.06 

2016 年 56.3 13.4 17.8 18 1.59 0.92 

 

表 3   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结果 

注：1. 未安装流量计，按自来水用量的 80%计 

    2. 污染物排放总量=污染物监测浓度(mg/L)×污水总排放量(m
3
)×10

-6 

年份 

常规污染物 t 特征污染物 t 
废水总

排放量 t 
排放规律 排放去向 

COD BOD5 氨氮 SS 总磷 动植物油 

许可排放量 1.1 - - - - - - - - 

2018 年 0.086 0.031 0.001 0.084 0.011 0.0005 3814 
无规律间断

排放 

华电水务（天

津）有限公司 

2017 年 0.284 0.076 0.088 0.053 0.0026 0.0003 5259 
无规律间断

排放 

华电水务（天

津）有限公司 

2016 年 0.341 0.081 0.108 0.109 0.0096 0.006 6064 
无规律间断

排放 

华电水务（天

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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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大气环境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 

公司产生的废气包括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艺废气及冬季取暖用燃气

锅炉产生的燃烧废气。工艺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铅及其化合物、锡及其无机

化合物，经收集后由排气筒高空排放，废气排放标准执行《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续表 2 二级标准，经检测符合标准。燃烧废

气主要污染物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废气排放标准执行《锅炉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151-2016。为确保锅炉废气达标排放，公司于 2018

年采暖季之前更换了低氮锅炉，经验收检测 NOX平均浓度为 36.7mg/m
3。 

表 4   大气环境污染物监测结果 

         

      标准 

年份 

常规污染物（mg/m
3） 特征污染物（mg/m

3） 

SO2  NOX 烟尘 铅及其化合物 锡及其化合物 

20 
150 (2017 年) 

300 (2016 年) 
10 0.7 8.5 

2018 年 3L 147 0.8 0.00975 < 0.002 

2017 年 3L 125 3.7 0.01L < 0.003 

2016 年 3L 164 0.6 0.013L 2.56×10
-4

 

注：1. 以上检测数据中“L”表示结果小于检出限，其数值为该项目检出限。 

表 5   大气环境污染物排放速率统计结果 

         

     标准 

 

年份 

烟囱高度

（m） 

常规污染物排放速率（kg/h） 

烟囱高度

（m） 

特征污染物排放速率（kg/h） 

SO2  NOX 烟尘 铅及其化合物 锡及其化合物 

— — — 4.44×10
-4

 3.44×10
-2

 

2018 年 15 — — — 10 1.1×10
-5

 1.3×10
-6

 

2017 年 15 — — — 10 6.2×10
-6

 9.4×10
-7

 

2016 年 8 — — — 10 / 3.385×10
-7

 

注：1.“/”表示检测项目的排放浓度小于检出限，故排放速率无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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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大气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结果 

年份 

常规污染物排放量（kg/a） 特征污染物排放量（kg/a） 

SO2  NOX 烟尘 铅及其化合物 锡及其化合物 

2018 年 11.3 106 1.296 0.007 0.186 

2017 年 3.744 233.28 1.296 0.0036 0.0036 

2016 年 4.232 462.872 1.692 0.168 0.0064 

注：1.污染物排放量=排放速率*排放时间*排放口数量 

3.2.3 固体废弃物排放控制情况 

公司产生的废弃物种类分为一般废弃物和危险废弃物，其中一般废弃

物包括纸质、塑料等包装物，由物资回收公司进行回收利用；危险废弃物

包括废弃的电路板，委托泰鼎（天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回收利用，废灯

管、有机溶剂包装容器等委托天津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处理。 

表 5  危险固体废物排放及处置情况 

年份 固废名称 产生量 t 综合利用量 t 排放去向 

2018 年 
一般废弃物 18.24 18.24 物资回收公司再利用 

危险废弃物 0.33 0.33 电路板委托泰鼎（天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 

2017 年 
一般废弃物 12.69 12.69 物资回收公司再利用 

危险废弃物 0.37 0.37 电路板委托泰鼎（天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 

2016 年 

一般废弃物 21.3 21.3 物资回收公司再利用 

危险废弃物 1.5 1.5 电路板委托泰鼎（天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 

3.2.4 噪声污染排放控制情况 

公司选用高效低噪设备，同时将空压机、锅炉等设备安装在单独的隔

音降噪间内，能有效的消除噪声，加强日常设备运行管理，发现隐患及时

修护，杜绝因设备故障造成的异常噪音，并定期进行监测。噪声排放标准

执行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3 类）标准，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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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符合排放标准。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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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厂界西侧 生产 机械性噪声 

65 

60 

55 

47 

厂界南侧 生产 机械性噪声 50 47 

厂界东侧 生产 机械性噪声 54 46 

厂界北侧 生产 机械性噪声 54 48 

2017 年 

厂界西侧 生产 机械性噪声 

65 

60 

55 

51 

厂界南侧 生产 机械性噪声 61 51 

厂界东侧 生产 机械性噪声 62 52 

厂界北侧 生产 机械性噪声 61 50 

2016 年 

厂界西侧 生产 机械性噪声 

65 

58 

55 

53 

厂界南侧 生产 机械性噪声 53 50 

厂界东侧 生产 机械性噪声 50 49 

厂界北侧 生产 机械性噪声 52 49 

 

3.3 应急演练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到开发区环

保局进行了备案登记。此外，公司每年都会组织公司全体员工以及协力社

常驻人员进行消防教育及火灾事故发生后的应急演练，并对演练结果进行

评价，在下次演练时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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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情况 

4.1 水资源消耗情况 

    公司没有生产用水，所有用水均为生活用水，使用量详见下图。 

图 1  2016 - 2018 年水资源使用量 

 

 

表 7  企业的水资源消耗趋势及消耗水平 

年份 
总计新鲜水取用量          

（吨每年） 
万元产值水耗（吨） 

2018 年 4767 0.157 

2017 年 6574 0.28 

2016 年 7580 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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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能源消耗情况 

公司在 2018 年使用的能源种类有：电力、天然气 

能源消耗量分别折合成标准煤，折算系数如下： 

天然气消耗=天然气消耗（m
3）*1.1（kg 标准煤） 

电力消耗=电力消耗(kwh)*0.1229 （kg 标准煤） 

表 8  企业的能源消耗趋势 

年份 

天然气 电力 
综合能源消耗量

（吨标准煤） 

万元产值能耗 

（以标准煤计） 

（吨）  m
3
 

能源消耗量 

（吨标准煤） 
kwh 

能源消耗量 

（吨标准煤） 

2018 年 56636 62.300 639337 78.575 140.875 0.0046 

2017 年 59,761 65.737 735,410 90.381 156.118 0.0066 

2016 年 52,280 57.508 885,797 108.864 166.372 0.0033 

图 2   2016-2018 年能源消耗结构图 

 

 

5 其他要公开的环境信息 

5.1 供应商环境管理强化 

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同时国家在环境管理方面的法规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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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严格，在确保自身合法的同时，2018 年我们还对所有一级供应商以及

部分二级供应商的环境管理状况进行了现场监察。监察内容包括新、改、

扩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污染物排放许可、消防验收取得、防雷检测、“三

废”管理，化学品管理等。针对监察结果不符合的项目要求供应商制定改

善对策及计划，定期跟踪改善进度，对于高风险的供应商提供改善支援，

确保供应商环境管理合法。 

管理流程： 

 

5.2 社会责任 

公司一直把回报社会、服务社会视为己任，热衷于社会贡献活动，每

年都会组织不同的活动，履行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回报社会。 

5.2.1 环境守法责任 

公司在日常生产和新、改、扩建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国各项环境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积极配合环境主管部门的各项工作。 

★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规定。 

★ 按要求准时完成排污申报以及环境数据统计工作。 

★ 按时足额缴纳环境保护税。 

★ 按规定申办排污许可证，并按监测频率要求进行监测及时上报结果。 

★ 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完成企业污染源达标排放自评及整改工作。 

★ 对环境进行治理，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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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工厂周边垃圾清扫活动 

 

 

结语 

以上是电装（天津）车身零部件有限公司公开的 2018 年度的环境信息。

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研发绿色环保的产品，积极开

展省能源活动，并一如既往地致力于环境改善工作，争取将环境影响降低

到最小，为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