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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经理致辞

在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促进绿色发展的大号

召下，企业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动力，环境资源的主要消耗者和环境污

染的主要生产者，应义不容辞的担当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绿色

经济的历史责任。保护环境，实现生产、生活和生态的良性循环，是

每个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

我公司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企业运营，一方面不断推进工艺改

造，从源头上实现节能减排；另一方面不断强化企业环境管理体系的

健全和完善，促进企业环境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建设。

2021 年，我们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了公司环境管理制度，通过组

织宣传和培训活动，不断强化全体员工环保意识，将企业“环保是企

业生存的底线”的理念融入到公司每位员工的思想和行动之中。

根据生态环境部《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HJ617-2011）的

相关要求，我公司组织编制了《芜湖强振汽车紧固件有限公司 2021

年企业环境报告书》。我们希望通过 2021 年度的环境报告，将公司的

环境信息系统透明，真实的传达给公众，以实现企业与社会及利益相

关者之间的环境信息交流，进一步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并诚恳接受

社会、公众和各级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

总经理：戴其海 

3



我们只想做的更好

二.公司概况及编制说明

(一).公司概况

芜湖强振汽车紧固件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研发、制造高端汽车的高

精度、高强度紧固件和异型紧固件为主的企业。企业成立于 2005 年，

注册资本 3218 万元，法定代表人戴其海，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为芜湖县安徽新芜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 2598 号。 

公司在 2005 年 12 月取得环评批复等手续，项目建设在 2009 年

11 月通过环境局验收（环验【2006】66 号）。在 2015 年 5 月取得锌

铝涂装项目环评批复（环行审【2015】22 号），在 7 月份通过环保局

验收（环验【2015】26 号）。在 2016 年取得表面处理加工项目环评

批复（环行审【2016】51 号），在 2018 年 8 月完成阶段性自主验收；

在 2020年8月调整后的表面处理项目取得环评批复（芜环评审【2020】

176 号），在 2021 年 3 月完成了自主验收。 

公司在 2021 年生产紧固件 7259 吨，消耗钢丝 7856 吨，产生一

般固废铁屑 350 吨(其余是报废产品)。 

(二).公司内环境管理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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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编制说明 

1.报告涵盖范围 

    2021 年度环境报告是公司按照《环境保护法》“信息公开与公众

参与”和《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的要求，结合有关法律法规，

在年度环境报告中持续公开环境保护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2.报告时限 

本报告的报告时限是 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3.编制依据 

本报告书根据《环境保护法》和《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中

相关要求编制。 

4.发布方式 

本报告书由芜湖强振汽车紧固件有限公司在企业网站上发布。 

5.编制部门及联系方式 

编制部门：总经办 

联系电话：0553-8768609 

三.环境管理状况 

(一).环境管理体制及措施 

公司建立安全环保系统，由总经办负责企业内部环境保护管理相

关工作。公司任命了环保领导小组组长，任命了专职环保员。公司还

制定了一系列的环境管理文件，具体制定有《环境安全手册》、《环境

保护管理办法》、《环境因素识别和评价控制程序》、《环境运行策划和

控制程序》、《固体废弃物控制程序》等，使公司环境管理有依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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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程序，监督有保障。 

公司环境保护工作由总经理负责，副总直管，严格落实公司环境

保护主要工作的计划和措施。根据各部门实际情况，环境管理目标与

部门负责人工作绩效挂钩，将考核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具体责任人，

奖罚分明，落到实处。 

我公司非常重视环保管理知识的学习和培训，不仅要求学习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还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外部的一些培训。并且不定期组

织岗位操作规程学习，从而保障环保设施的稳定运行，提高相关岗位

人员的专业技能和水平。 

(二).环境信息公开与交流情况 

1.环境信息公开方式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每月、每季度、每年在《全国

排污许可证信息管理平台》及时公开自行监测和产废相关信息；在《安

徽省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按时公开监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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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利益相关者交流情况

公司主动通过各种渠道与先进企业、环保技术科研单位、行业主

管部门、环保行政管理等单位进行环境保护信息交流，听取意见，积

极采纳，不断提供和改善企业的环保管理水平。

3.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评价

公司在与先进企业、行业主管部门、环保行政管理等部门的交流

过程中，得到很多启发和收益，我们虚心学习和不断自我完善的态度

也受到了公众的赞扬。

(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1.我公司近三年生产经营中未发生重大环境事件及存在的环境

违法行为，包括受到环境行政处罚的情况。在 2021 年度，未发生重

大及以上环境污染事故或重大生态破坏事件，未被责令限期整改、限

产整改或停产整顿，未受到生态环境行政处罚。

2.在 2021 年度，参照排污许可证要求，两次委托第三方进行定

期检测。在检测中，未出现不达标排放情况。检测报告见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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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公司在 2019 年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县生

态环境分局备案。在 2021 年 3 月完成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修订并并报县生态环境分局备案。在 2021 年度，参照应急预案方案，

组织了一次应急预案演练。

四.环境目标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根据已上报的自行监测方案，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了二次检测。

上半年检测委托亳州水韵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废气检测；下半年检

测委托安徽临格检测有限公司。以下为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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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检测结果可知，废气排放达到目前的电镀废气排放标准，无

超标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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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排放是通过管网，输送给电镀园区的电镀废水处理中心进行

处理。公司和废水处理单位：安徽水韵电镀废水处理有限公司签订处

置协议。协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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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固体(危险)废物处置 

公司高度重视危险固体废物的处置，与有资质的单位：芜湖致源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铜陵锦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处置协议。在

2021 年年初完成管理计划策划并在县生态环境分局完成备案。在《安

徽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完成管理计划备案、危废转移备案和转

移联单等信息，除了系统台账之外，同时完成手工台账。 

 
 (三).总量减排情况 

公司采取吨桶代替小桶、和供应商签订回收再利用(原用途反复

使用)等措施，有效降低废物 HW49 产生量。 

公司对冷镦用油采取离心过滤等措施，降低了油泥废物 HW08 产

生量。 

公司对冷镦油烟油雾处理设施进行了升级，减少 Vocs 的排放量。 

(四).排污许可证 

公司在 2020 年完成了排污许可证的变更和延期工作。证书编号

91340221779082512M001P，有限期限2020.12.25日至2025.12.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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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年 7 月，对排污许可证其中细节进行了修改，完成排污

许可证的变更。 

五．环保措施措施及实效 

1.在 2021 年，公司延用生产线的节能改造。将控水系统更改为

精密的一对一控制，节约用水40%左右，同时减少废水排放2万多吨。 

2.公司采用吨桶代替部分小桶及桶回收措施，减少废物产生 30%

左右。 

3.公司将空压机的余热进行了回收，用于锅炉进水的预热，减少

天然气用量，节约能源。 

六．社会及利益相关方关系 

(一).与客户关系 

公司目前和长城、吉利、奇瑞等国产汽车，与爱信、丰田、上海

大众等合资汽车，与舍弗勒、采埃孚等国际知名企业合作。 

(二).与员工关系 

公司为员工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注重加强员工的技能培

训，为企业的安全环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员工培训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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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圣诞礼物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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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厂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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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公众关系 

公司环境信息及时向公众公开，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帮扶其他企

业，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 

附图：为周边人员提供疫苗接种和核酸检测便利，提供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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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总结 

本报告参照生态环境部《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HJ617-2011）

进行编制，截止 2021 年底，公司未发生重点环境违法事件。2022 年，

公司将在总经理领导下，继续完善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切实做好环境

保护管理，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积极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202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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