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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表示，到2030年二氧化碳

排放将达到顶峰（达到顶峰，转为

减少趋势），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

（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吸收量相等）。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新的进步。

构建更优化的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

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变革取得显

著成效，能源资源分配更加合理，

利用效率大幅改善，人均GDP能耗和

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下降13.5%和18%。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森林覆盖率增加到24.1%，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生态安全防护墙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大幅度改善，稳步推进环境改善。

此外，利用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强化扶持高效

煤炭利用的重点领域，还启动了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市场在线交易。

上海夏普电器有限公司应用新型节能环保相关技术，进行空调、洗衣机

的商品开发，为世界性的环境改善做出了很大贡献。为了进一步减轻对环境

的负荷，减少业务类废弃物及经营活动的资源消耗，公司引进新能源和新技

术，节约资源进行废弃物再利用等。2022年度，公司在探讨太阳光发电系统

导入的同时，致力于参加环境方面的社外活动，并谋求公司内的绿化维持和

扩大，完成CSR。

涵盖上海夏普的环境在内，为了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我们会积极致力

于环境改善活动，以成为金桥地区模范企业为目标，全体员工将共同努力。

坚持低碳、可持续发展
力创环境模范企业

最高层致词

上海夏普电器有限公司
总经理 川田謙二

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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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 上海夏普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1111号

总经理 川田謙二

设立 1992年5月

事业内容 空调、洗衣机、空气净化器的制造

资本金 注册资本：5136.7万美元 投资总额：12667万美元

员工数 482（2022年3月）

上海夏普电器有限公司是由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日本夏普株式会社共同投资组建的综合家用电器合资企业。公司于

1992年5月成立，总投资1.2267亿美元（外方占60%，中方占40%），

专业生产空调、冰箱、洗衣机、空气净化器等具有健康理念及高新

技术的家电产品。

工厂坐落在浦东新区金海路1111号，占地面积167000m2，1998

年6月建成投产。

公司成立以来，致力于引进日本夏普研发的高新技术产品，特

别是带有促进健康技术的空气净化器和消毒机产品，率先填补了国

内空白。搭载“净离子群”技术的空调和采用全封闭无孔内筒生产

技术的洗衣机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欧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公司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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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方针

环境方针

遵守法律道德规范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制造优质绿色产品

开展污染预防治理

不断进取创造价值

诚意创意贡献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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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体系构建情况

上海夏普电器有限公司于1998年12月通过了上海环境管理体系

审核中心的ISO14001认证；2018年1月通过了上海环科环境认证有

限公司的最新版环境管理体系审核，取得了2015新版ISO14001标准

认证。

1. 1 ISO 14001构建情况

1. 2 能源管理体系构建情况

上海夏普电器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通过了GB/T23331-

2012/ISO50001:2011能源管理体系审核，获得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并于2021月2月通过了上海环科环境认证有限公司的能源管理

体系审核，取得了2018版ISO50001能源管理体系标准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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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体系构建情况

2. 组织体制图

最高管理者负责领导公司各部门，围绕环境方针、夏普环境基
本理念、行动宪章和环境蓝图，开展各项环境活动。环境品质设施
部负责具体组织、协调、监督和管理工作。

环境工作组由各部门管理者代表、环境担当共同组成，组长由
环境品质设施部环境推进者担当，协助最高管理者开展环境管理体
系在各部门的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工作，并向最高管理者
汇报体系运行情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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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员工环境教育

环境管理体系构建情况

公司定期开展节能减排、废弃物分类等方面的知识培训，定期组织电子废弃

物回收活动，定期组织环境、能源关键岗位人员的继续教育培训，社内经常性以

看板宣传、视频播放、趣味活动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增强员工的环

保意识。

系统 对象 目标 参加者数

危险品管理培训 危险品管理人员 危险品管理人员上岗资格证 6人

消防设施操作员培训 公司相关人员 提高安全意识杜绝事故发生 3人

固废（含危废）合规管理知
识培训

公司相关人员
了解固废管理规范,学习固废处理
方法

17人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内审
员培训

环境管理人员 环境管理担当上岗资格证 18人

能源计量管理人员培训 能源计量管理人员 能源计量管理担当上岗资格证 1人

节能减排技能培训 重点能源管理岗位 掌握节能技能提升节能意识 5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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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目标 2021年度实绩

单位CO2排放前同比为100%以下
（单位：销售收入） 单位CO2排放前同比为

103.7%

单位废弃物排放前同比为99%以下
（单位：销售收入）

单位废弃物排放前同比为
97.3%

环境志愿者活动实践
2件

社内环境清扫活动
再生资源回收兑换活动

环境措施目标和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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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量平衡

通过以数字掌握公司活动与环境的关系来掌握现状，将其运

用于活动决策与成果分析、评价，以达到有效减轻环境负荷的目

的。

说明

※1：地球变暖系数。将对地球变暖的影响程度换算成CO2重量的值。

※2：根据2021年度产品生产所需单位销售收入能耗与2020年比，2021年实

际生产能耗降低值，折算成CO2的排放量

※3：废弃物经废弃物厂家处置后的最终填埋量。

伴随事业活动的环境负荷及削减对策

能源消耗量

   电 18.56百万kWh

 管道天然气 57.5千m3

   LPG 45.9t

   蒸汽 1482t

全氟化物的购买量 28万GWPt-CO2

有害化学物质使用量 0kg

蓄水量 110千m3

投  入

※1

CO2的排放量 2.12 万t-CO2
CO2的减少量 -0.08 万t-CO2

全氟化物的排放量 0.2 万GWPt-CO2

有害化学物质排放量 0 kg

排水量 85.6 千m3

化学需氧量 15 t
氮的排放 2.2 t
磷的排放 0.2 t

废弃物的最终处理量 6.1 t

产  出

※2

※3



伴随事业活动的环境负荷及削减对策

2021年度，上海
夏普重点加强了管理
节能，实施了部分节
能改造项目。但由于
公司产品结构的调整，
公司基本单位CO2排放
量前同比103.7%，未
达到本年度预设目标。

2022年公司将开
展重点用能设备的节
能改造，继续削减CO2
的排放。

2. 削减CO2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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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夏普产品CO2排放量和产品基本单位的推移

产品CO2排放量 产品销售收入基本单位CO2排放

2021年度
目标

2021年度实绩 目标推进 自我评价

氦气检漏装置冷却循环水系统改造 2021年4月完成 年节减少CO2排放54.6吨

水泵改造节能 2021年4月完成 年节减少CO2排放12.4吨

空压机系统优化 2021年11月完成 年节减少CO2排放78吨

面向削减CO2的具体措施事例

单位CO2排放
前同比为
10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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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事业活动的环境负荷及削减对策

2021年度，公司
致力于废气及有害废
弃物排放量的削减。
公司单位废弃物排放
量前同比97.3%，达
到预设的目标。

今后上海夏普将
继续努力，重点加强
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
控制，开展废弃物削
减的活动，进一步实
现有害因素的削减。

3. 废弃物产生的最小化和回收再利用

2021年度目标 2021年度实绩 目标推进 自我评价

棉毛布的收集再利用 2021年3月完成
月减少50kg棉毛布使用量及危
废产生量

危废仓库的改造 2021年12月完成
实现了原料和废油分开贮存，
降低了安全隐患。

组装线胶水VOCs废气的收集
及处理

2021年3月完成
减少了废气的无组织排放，改
善了员工的作业环境。

洗衣机平衡圈充装盐水堆场
地坪改造

2021年8月完成
起到良好的防腐蚀、防渗漏的
保护作用，减少了对地下水、
地下土壤的污染。

单位废弃物排放
前同比为99%

面向削减有害因素的具体措施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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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夏普通过深入贯彻“RoHS/REACH指令”以及推进化学

品的削减，来进行化学物质管理。

在贯彻推进“RoHS/REACH指令”方面：

1.加强中国RoHS2.0六项和欧盟RoHS2.0十项（四项邻本类）

的调查和供应商管理工作。

2.对高危供应商定期进行工厂审查，尽可能从源头上杜绝有

害物质混入的可能性。

3.添置相关设备，对部品进入抽查。部品定期送测，加强和

第三方测试机构合作，对高危部品进行源头控制。

4. 化学物质管理

伴随事业活动的环境负荷及削减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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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遵守环境法规

公共水域的污染物质负荷

土壤污染、噪音、振动、恶臭等

伴随事业活动的环境负荷及削减对策

注： ○ 合格 × 不合格

2021年度措施 2021年
上海市 社内 实测值 判定

PH值 PH 6--9 6.2-8.8 7.2 ○
COD mg/L 500 400 164 ○
BOD mg/L 350 280 95.5 ○
氨氮 mg/L 45 36 24.4 ○

磷酸盐 mg/L 8 6.4 2.0 ○
SS mg/L 400 320 27 ○

石油类 mg/L 15 12 0.09 ○
LAS mg/L 20 16 1.8 ○

项目 单位
法规等级

2021年度措施 2021年
上海市 社内 实测值 判定

噪声 dB 60 60 58 ○

项目 单位
法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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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活动与社会贡献

公司多年来坚持举办“阿拉环保•再生资源回收兑换活动”。2021年的活动主题为“旧衣

有爱，益起行动”。兑换的再生资源除了传统的电子废弃物外，还新增了废旧衣物。活动

将挑选部分冬衣用于援藏，其他的破碎成纤维碎料再利用。

午餐时间滚动播放环保宣传短片 《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VOCs减排生活知识短片《身

边的低VOCs日用品》及《节能减排低碳生活

》的PPT等，为我们的“六•五”环保、节能

活动做宣传，提升员工的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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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夏普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1111号
邮编：201206  
电话：021-58341111
传真：021-50313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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