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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大连）有限公司 

高层致辞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共存是社会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绿色

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大连）有限

公司是大众汽车集团在大连投资兴建的中国第一个全资子公司，也是

大众汽车集团全球范围内第二家生产先进的双离合自动变速器的工

厂。 

公司从建厂至今始终为完成集团的环境战略目标不断努力和奋

斗，致力于尽可能的降低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从而保持生态的完

整性。遵守环境规章和标准，为社会创造积极影响是我们公司工作的

基础。 

公司创建至今始终致力于降低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购买清

洁能源（风能）和 2021 年开始购买的国际绿证，实现了电能的二氧

化碳的零排放；通过将车间照明更换成 LED 灯，优化 DQ200 清洗机

关停计划以及将 DQ200 11 台（2020 年 1 台）清洗机更换成干燥剂等

措施共节约电能消耗 6431MWh；实施垃圾分类措施节省 6t 废弃物的

排放；回用蒸汽冷凝水降低 2000m3 水的消耗；废水的回用节省了

25107 m3 的使用。 

集团于 2019 年制定环保战略并对此作出承诺： 

气候变化：我们承诺遵守巴黎气候协定。计划在 2050 年前成为碳

中和的制造企业。我们积极致力于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向可再生能源过

渡。 

资源：在材料、能源、水和土地使用方面我们致力于最大限度地

提高资源效率并推动循环经济。 

排放：我们力争降低生产环节废水及废弃物的排放。 

环境保护合规：我们目标是通过建立和贯彻执行有效的管理体系

来控制我们生产环节对环境的影响，从而成为与时俱进的、透明的、

诚信的成功典范。 

我们直面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并对联合国倡导的控温 2 度目标做

出应有承诺。我们深悉我们的行为和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可能产生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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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社会影响。我们致力于解决零配件生产过程中的环保问题以降低

环境影响。我们的产品也将在保持企业竞争力并保障员工就业的同

时，协助我们的客户降低其产品的环境影响。 

希望通过本报告书可以使外界了解公司的环境活动及成果，积极

响应政府号召，为创建环境友好型企业而奋斗。 

 202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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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概况 

1.1 概况 

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大连）有限公司是大众汽车集团在大连投

资兴建的中国第一个全资子公司，也是大众汽车集团全球范围内第二

家生产先进的双离合自动变速器的工厂。公司于 2007 年 9 月在大连

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厂址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中路 125

号，主厂区占地 172365m2，目前主厂区总投资 586161 万元。公司的

主要产品有两种，分别为 7 档干式双离合自动变速器（DQ200）及

AVS 凸轮轴，年产能分别为 118.14 万台和 180 万套。 

随着汽车市场的日益繁荣，公司投资 178560 万元于大连经济技术

开发区天寿街 86 号新征用地 79921m2 建设 DQ200 五期新工厂，新工

厂除热处理转炉外，其余均已完成自主验收并正式投入使用，设计年

产能为 30万台。目前公司主厂区和五期新工厂员工总数约为 4000人。 

1.2 环境方针、目标 

作为一家汽车零配件供应商，公司竭力成为行业中的环保典范。

环境合规是我们的核心价值。除遵守法律法规要求外，我们的应尽义

务还包括自主承诺，例如在我们的生产经营场所满足 ISO 14001 的要

求，以及实现我们自己的环境和能源目标。能源方针的所有方面均包

含在本环境方针声明中。我们正在使我们的生产、工艺流程、生产经

营场所和服务更好地与环境相融合。 

1) 领导力：我们的各级管理人员都了解与其工作相关的环境风

险。他们言行一致，坚守承诺，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公司利益，并在

处理环境事务中树立榜样。 他们负责确保本环境方针声明中所述的

要求得到广泛了解、实施和遵守，并根据需要进行更新。我们的经理

们确保所有员工都被告知和接受正确的培训，并对分配给他们的任务

负责。 在其职责范围内，他们创建一个适用的机制，使员工和业务

合作伙伴可以公开交流敏感的环境问题，不必担心不利的后果。经管

会通过适当的内部规定确保环境和能源管理所需的信息是可以获得

的，并为维护管理体系提供必要的途径。当涉及到重要的公司决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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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经济标准在决策过程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经管会实施年度

检查，以确保本环境方针声明得以遵守，环境和能源目标得以实现，

并且我们的环境合规管理体系完全有效。 

2) 合规：我们遵守法律法规要求，并以我们的环境标准和目标为

指导。 我们的环境合规管理体系可确保我们在业务活动中认识到生

态方面的内容和义务，并给予适当考虑。 根据我们的组织准则，环

境违规、与环境有关的不当行为、故意欺骗、欺骗或欺诈均被视为违

规。我们每年会对符合环境方针声明要求的程度进行评估，并将结果

报告给 VWATD 的经管会。 

3) 我们采用系统性的环境保护方式：它符合 ISO14001 的要求，

并包含了对水、土壤、空气和原材料的保护。 作为风险管理体系的

一部分，基于我们的业务活动、流程、产品和行为，我们评估其中的

环境影响、环境相关问题及应尽义务，并以此识别出我们可采取的行

动和机会以预防或降低非预期环境影响。这也包括在生产经营场所开

展与环境相关的应急预案和应急响应。 通过上述措施，我们不仅持

续提高了环境绩效，在经济可行性上，也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和竞争力

提供了保障。与利益相关方的协作：我们密切关注公司员工、监管者、

客户、供应商、社会团体、权力机构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以完

善我们对环境要求和期望的理解。我们慎重评估利益相关方的需求，

并将其融入我们的环境合规管理体系和生产活动中。我们承诺在对话

汇报过程中，向利益相关方提供透明、可靠的信息。 

4) 与相关方合作：我们提供透明和可信的信息，并与我们的员工、

客户、供应商、当地政府及其他相关方进行公开对话。我们与当地政

府在各个层面进行建设性的合作，共同承担社会责任。 

5) 持续改进：我们的环境管理体系可确保我们的流程、生产、服

务和生产经营场所与环境相融合，并且管理体系本身也致力于持续改

进。 我们与供应商和其他业务伙伴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设

定了包含能效和节能的关键环境参数目标，并对这些目标进行跟踪，

以确保环境绩效的持续提升。 

1.3 企业获得的荣誉 

公司在 2012、2014 和 2017 年分别荣获固体废物综合整治工作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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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企业、金州新区环保自律示范企业和大连市十佳友好企业。 

1.4 员工对企业评价 

公司在重视生产之外，同样重视员工的业余生活，公司以传统节

日、员工生日为契机，为在工作岗位辛勤奋斗的员工发放慰问礼品。

为了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公司开办了足球、羽毛球、登山、等多项工

会活动。员工对于公司组织的各项活动积极参加，在公司工作有很强

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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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制说明 

本《环境报告书》（Environmental Report）（以下简称“报告书”）

涵盖了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大连）有限公司在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所取得的环境绿色经营实绩。报告书所引用文字、

图片、数据等信息来源均有证可查。报告书由公司 CE 部负责起草，

CE 部经理审核，由公司经管会批准后发布，发布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报告书中能源节约相关原始数据引自企业每月、季、年统计数据；

大气、水、噪声等数据引用第三方监测机构数据。为保证和提高本环

境报告书的准确性、真实性，报告书中涉及的环境数据均采用第三方

检测或计量表计量数据。 

本报告的编写参阅了《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HJ617-2011）。 

本报告书的编写及发布获得了公司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

感谢。 

主编部门：环境，健康，安全与公共关系（CE）部 

联系方式：0411-3922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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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管理状况 

3.1 环境管理体制与制度 

为建立、保持和持续改进环境管理体系，包括能源管理体系

（EMS）、环境合规管理体系（ECMS）和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

(OHSMS)，需要明确分配和传达 EMS、ECMS、OHSMS 的相关职责。

下图 3.1 描述了 EMS、ECMS 和 OHSMS 范围内的主要防线结构、角

色和职责。 

 

图 3.1 运行管理体系组织机构图 

一般来说，第一道防线的职责是风险所有者和管理，第二道防线的职责是监督、支持和控制。 

 

 

 

 部门 职责 

第一道防线 BoM*, CE*, GR*, GO*, 

TQ, TL, TP, TW, TH, TN, 

TI, CF, CA, CH, CP, CI 

风险识别和评估 

日常保持有效的内部控制 

实施纠正措施以解决过程和控制中的缺

陷 

第二道防线 BoM, CE**, GR, GO 提供指导、培训 

为管理风险和问题的提供建议 

监测和审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及报告的

准确性 

*：当 BoM、CE、GR 和 GO 在日常业务中作为风险所有者和风险直接控制者时，担任

第一道防线的责任。例如，在消防设施管理的日常检查和维护中，CE 部门承担第一道防

线的责任。 

**：仅就环境、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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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获 ISO14001 认证及开展清洁生产情况 

公司通过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文件化的环境、职业健康

与安全管理体系来实施其 EHS 方针。公司的环境、职业健康与安全

管理体系符合标准 GB/T24001:2015 idt ISO 14001:2015《环境管理体

系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28001:2011 idt ISO 18001:2007 《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要求。 

3.3 与环保相关的教育及培训情况 

公司 CE 部负责确定公司员工能力后并制定年度培训计划，每年

定期组织对不同层次人员进行相应的培训。各部门负责确定培训需

求，配合 CE 部进行本部门的人员培训。 

公司根据不同人员制定相应的培训计划，培训人员主要分为经管

会、公司管理层、特殊作业人员以及全体员工的培训。其中从集团战

略目标、环保方针以及相应管理方面对经管会成员进行培训；公司从

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废弃物识别、管理与贮存、环保设备基础信息以

及公司和集团的环保战略目标等方面进行培训；公司从提高员工环保

意识、环保合规、污染物排放以及管理处置等方面进行培训；公司对

重点岗位人员经过相应资格培训确认后允许其上岗工作，并对其进行

环保意识以及环境意外事故等环保方面的培训。 

3.4 环境信息公开方式 

公司 CE 部通过公司内部期刊和公司网站，公开了相关的公司环

保信息和重要环保事件进展，同时从 2020 年开始将每年的土壤监测

数据在辽宁省生态环境局网站进行信息公开。 

3.5 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评价 

未收到任何不满和反对的评价。 

3.6 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公司在注重生产的同时，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及有

关规定，报告时限内公司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未受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8%81%8C%E4%B8%9A%E5%81%A5%E5%BA%B7%E5%AE%89%E5%85%A8%E7%AE%A1%E7%90%86%E4%BD%93%E7%B3%BB&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8%81%8C%E4%B8%9A%E5%81%A5%E5%BA%B7%E5%AE%89%E5%85%A8%E7%AE%A1%E7%90%86%E4%BD%93%E7%B3%BB&fr=qb_search_exp&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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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处罚。公司每季度按时缴纳环保税，定期委托具

有资质证明的第三方监测机构对公司废水、废气、厂界噪声进行监测，

均达标。排放的废水和废气不属于有毒有害物质，均满足达标排放。 

3.7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

文件的要求，有效防范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保护人员生命安全，减

少财产损失，本公司特组织相关部门和机构编制了《大众汽车自动变

速器（大连）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该预案是本公司实

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的规范性文件，用于指导本单位突发环境事

件的预防和应急救援行动。 

3.8 企业环保手续执行情况 

公司的生产活动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DQ200 变速器的制造以及

AVS 凸轮轴的制造。DQ200 五期项目目前已全部完成验收。 

表 3.1 公司项目竣工验收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环评批复文号 批复日期 验收 验收日期 

1 

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大连）有限

公司大众汽车年产 10 万台 DQ200

自动变速器项目（一期工程） 

大环建发

[2008]15 号 
2008.03.24 

环验[2012]010038

号 
2012.09.12 

2 
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大连）有限

公司一期工程增资扩建项目 

环评批 2008-223

号 
2008.12.22 

环验[2012]第 092

号 
2012.10.24 

3 
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大连）有限

公司一期工程二次增资扩建项目 

环评批 2010-201

号 
2010.09.16 

4 
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大连）有限

公司二期工程扩建项目 

环评批 2010-223

号 
2010.10.22 

开环验[2013]第 155

号 
2013.11.27 

5 
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大连）有限

公司二期增资技改项目 

环评批 2011-190

号 
2011.08.30 

6 

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大连）有限

公司 AVS 凸轮轴一期工程建设项

目 

环评批 2011-287

号 
2011.12.28 

环验[2015]第 015

号 
2015.04.01 

7 
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 AVS 凸轮轴

二期扩能项目 

开环评批字

[2014]第 38 号 
 2014.04.25 

噪声固废验收文

号：大金普环验准

字[2018]0144 号 

2018.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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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大连）有限

公司 

污水处理项目 

大金新环评批

2016-01-100 号 
2016.12.23 

固废验收文号：大

金普环验准字

[2019]0059 号 

2019.04.29 

9 
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 AVS 凸轮轴

三期扩能项目 

大金普环评批

2017-038 号 
2017.03.30 

噪声固废验收文

号：大金普环验准

字[2018]0145 号 

2018.12.25 

10 
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大连）有限

公司 DQ200 五期扩建项目 

大金普环评批

2018-0075 号 
2018.06.27 自主验收 2021.05.15 

11 
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大连）有限

公司 DQ200 四期扩产项目 

大金普环评批

2018-0183 号 
2018.12.17 自主验收  2021.02.24 

12 

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器（大连）有限

公司 DQ200 五期工厂生产废水优

化项目 

大环评准字

2020 

100170 号 

2020.8.31 自主验收 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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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保目标 

4.1 环保目标完成情况 

购买清洁能源（风能）和2021年开始购买的国际绿证，实现了电

能的二氧化碳的零排放；通过将车间照明更换成LED灯，优化DQ200

清洗机关停计划以及将DQ200 11台（2020年1台）清洗机更换成干燥

剂等措施共节约电能消耗6431MWh；实施垃圾分类措施节省6t废弃物

的排放；回用蒸汽冷凝水降低 2000m3水的消耗；废水的回用节省了

25107 m3的使用。 

公司集团致力于降低由于生产对环境带来的影响负荷，并制定

2025年环保目标，预计到2025年在变速器及新能源驱动生产环节的二

氧化碳排放相比2015年降低40%；资源的使用相比2015年降低42%；

分别降低废水排放中化学需氧量和总磷50%和10%；将物流包装循环

利用率提高到97%。 

4.2 物质流分析 

（1）2021年能源消耗： 

电：130612MWh 

水： 197413m³ 

（2）2021年环境负荷： 

废弃物：2435.444t 

CO2排放：16308t 

4.3 环境会计 

污染防治费用：1404万元 

环境检测费：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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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降低环境负荷的措施及绩效 

公司创建至今始终致力于降低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购买清

洁能源（风能）和2021年开始购买的国际绿证，实现了电能的二氧化

碳的零排放；通过将车间照明更换成LED灯、优化DQ200清洗机关停

计划以及将DQ200 10台清洗机更换成干燥剂等措施共节约电能消耗

6431MWh；实施垃圾分类措施节省6t废弃物的排放；回用蒸汽冷凝水

降低 2000m3水的消耗；废水的回用节省了25107 m3的使用。 

5.3 污染防治设施及污染物排放 

5.3.1 废气 

（1）机加工粉尘 

DQ200和AVS凸轮轴在进行车、磨、铣、钻等干式机械加工时会

产生少量粉尘（约1%），车间内产生的粉尘全部引入除尘器进行净化

处理，净化后的粉尘由车间顶部15m高排气筒有组织排放，排放浓度

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二级标准限

值。 

（2）DQ200渗氮尾气 

DQ200热处理采用碳氮共渗工艺，碳氮共渗过程中尾气成分主要

为SO2、NOx和烟尘等，排放浓度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中相应污染物的二级标准限值。 

（3）DQ200淬火油烟 

淬火油烟在热处理系统内被集中引至湿式净化器中处理，剩余油

烟（非甲烷总烃）由车间顶部15m高排气筒有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二级

标准限值。 

（4）AVS气体渗氮尾气 

AVS车间的气体渗氮采用通入NH3和N2方式，渗氮在500~550℃下

进行，气体燃烧产物主要有烟尘、SO2和NOx，废气由15m高排气筒有

组织排放，排放浓度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中二级标准限值。 

（5）DQ200抛丸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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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200生产采用抛丸机喷射钢丸对工件表面进行处理，抛丸机自

身配套二级除尘系统（旋风除尘器+湿式除尘器），净化后的粉尘由车

间顶部15m高排气筒有组织排放，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16297-1996）中二级标准限值。 

5.3.2 废水 

（1）生产废水预处理设施 

老厂和五期厂区中的废清洗液、废乳化液、废磨削液以及热处理

油烟湿式净化器的废水、抛丸机除尘器废水等进入蒸发器进行预处

理，老厂和五期废水蒸发器处理规模分别为1.4 m3/h和0.38m3/h。废水

进入蒸馏罐进行蒸馏，蒸馏蒸汽采用常温水冷凝，冷凝下的水经活性

炭吸附处理后进入厂区自建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废水均达标排放。 

（2）综合废水处理设施 

公司建有污水处理站并委托专业水务公司进行运行维护，老厂污

水处理站设施处理规模为395m3/d，五期污水站处理规模为150 m3/d

处理工艺采用预处理+生化+深度处理法。经隔油处理后的食堂含油污

水与其他生活污水一同进入化粪池发酵，之后与其他生产废水以及经

过蒸发器处理的废水一起进入污水处理站进行预处理和生化处理。其

中一部分经过二级处理达到《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21/1627-2008）中“排入污水处理厂的水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开发区水质净化二厂进一步处理，另

一部分进行深度处理，深度处理的出水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

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中标准后回用与绿化及冲厕。 

 

5.3.3 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 

生产工序中的固体废物主要有不含油废铁屑、不沾染化学品的废

包装物、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和尘泥、不合格品等。其中不合格品返回

工序，重新检测加工直至合格，仍不合格的出手给物资回收部门；其

余集中收集在废物收集站，定期出售给物资回收部门或送至工业固体

废物填埋场。产生的生活垃圾定点封闭存放，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

定期清运。 

5.3.4 危险废物废弃物污染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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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乳化液、废清洗液依托现有工程的减量化大系统过滤后循环使

用，定期更换，更换下的废液经过废水蒸发器进行处理。废磨削油、

磨削油泥、含油废铁屑、废淬火油、废纤维素、废滤布、废机油、空

压机含油废液、沾染化学品的废包装物等存储在危废暂存间内，按规

定流程申报后委托大连东泰产业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定期清运处理。

2021年五期和老厂共产生2345.444t的危险废弃物，并委托给有资质的

处置单位。 

5.3.5 噪声污染减缓措施 

厂区噪声主要以车间机械设备以及室外的冷却塔运行为主。为减

缓噪声污染，公司对加工、检测、装配大部分设备采用德国进口低噪

声设备；空压机房采用消音百叶；空压机房采用隔声门；空压机基础

采用弹簧减振器；空压机进出口处安装抗性消声器，以削减低频噪声；

对安装在室外的冷却塔装置安隔声罩；空调机房内墙粘贴吸音棉；机

电设备安装消声器；机房内门窗采取密封措施；企业选择符合国家规

定的噪声标准的电气设备；变压器维护门及检修门为隔声门等噪声减

缓措施，从而大大降低了车间噪声以及使厂界噪声达标符合《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的三类标准。 

5.4 绿色采购状况 

公司对生产所需主要原辅材料供应商进行评审，供应商必须符合

国家安全和环境法规要求，要具备国家或地方政府批准生产的有效文

件，包括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排污许

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证书，并在公司采购部进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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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社会及利益相关者关系 

公司在努力致力于环保事业的同时关注社会大众对公司环保生产

以及环保理念了解，并在近几年接待高校师生对公司环保设施、公司

节能降耗措施等进行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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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束语 

我们始终秉承环境方针，致力于解决零配件生产过程中的环保问

题以降低环境影响，继续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工作，使社会公众、投资

者和政府了解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