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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础信息

湖北骆驼海峡新型蓄电池有限公司是由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一家

鄂台合资企业，注册资本 4000 万元，总占地面积约 53336.7 平方米，现有蓄电

池生产车间 4 幢、仓库 3 幢、以及综合办公楼、配酸房、高压室、污水处理站

等构筑物。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铅酸蓄电池研究、开发、生

产、销售、废电池回收处理的综合性高新技术企业，初创于 1980 年，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中国铅酸蓄电池制造龙头企业，2011 年 6 月 2 日成功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湖北骆驼海峡新型蓄电池有限公司位于湖北省谷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

以生产电动轿车、电动客车、电动观光游览车、高尔夫球车、叉车动力电池以

及各种类型的电动车专用牵引型铅酸蓄电池为主。公司于 2009 年 8 月正式竣工



投产，设计年生产规模 70 万 Kvah，投产后可实现产值 3.5 亿元，利税 2000 万

元。公司现有员工 207 人，引进国内外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工艺，产品能量高、

低温性能好，容量大、寿命长，具有性能稳定、技术含量高的优点。公司以一

流的管理、一流的服务、一流的信誉，争创一流的品牌。发扬“诚信、创新、

拼搏、奉献”的精神，努力将海峡公司发展成为全国行业知名企业，更好的回

报社会。

公 司具 备 完善 的质 量 保障 体 系和 环境 安 全管 理 体系 ， 已通过

GB/T24001-2016/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 45001:2018 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并获得认证证书。

（环境管理体系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证书）

二、 排污信息

湖北骆驼海峡新型蓄电池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污染物是含铅

酸废水、铅（烟）尘、硫酸雾等，公司严格按照环保要求配备了大量环保设备

设施并进行严格控制，保证环保设备在实际使用中运行正常。为处理生产废水，

公司建有处理能力为 100 立方米/小时的污水处理站，生产废水经过污水管网进

入污水处理站，采用中和沉淀+过滤处理后达标，大部分回收利用，少量经总排

放口排放,且总排口安装有在线监控装置并联网；针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铅(烟)



尘，公司配套安装有 10余台套先进的铅（烟）尘处理设备，采用脉冲袋式过滤

+水幕除尘二级处理方式对铅（烟）尘进行处理；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硫酸雾，

公司配套安装有 2 台套酸雾净化器，采用喷淋中和方式对硫酸雾进行处理；2020

年 1 月份在装配工段和化成后处理工段增加两台 VOCs 净化设施，采用 UV光解+

水幕喷淋的处理工艺，对热封工序产生的烟气进行收集净化。

（污水处理站）

（污水在线监控装置）

(总排放口在线监测) （VOCs 收集处理设备）



（铅〔烟〕尘除尘器） （酸雾净化器）

（一）企业自行监测开展情况简介

根据湖北骆驼海峡新型蓄电池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及生产工艺，污染物产生

及排放情况，特筛选本方案中需监测的污染源类别废气、废水、噪声。 本公司

废气、噪音监测采用手工监测的方式，废水监测采用自动监测与手工监测相结

合的方式，监测点布置按照相关要求进行。

1、手工监测方案

1.1 废气监测方案

1.1.1、废气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

本厂废气采取手工监测，手工监测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进行废气监测，对

于厂界的铅及其化合物、硫酸雾和颗粒物，实行半年监测一次。具体参下表：

表 1 有组织废气污染源监测内容一览表

序号
污染源

名称
监测点位 排放口名称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测试要求

1

有组织

废气

FQ-064070 1#废气排口 硫酸雾 1次/季

工况正常，生产负荷 达

设计负 荷 75%以上

2 FQ-064071 2#废气排口 硫酸雾 1次季

3 FQ-064072 3#废气排口 铅及其化合物 1次/月

4 FQ-064074 4#废气排口 铅及其化合物 1次/月

5 FQ-064073 5#废气排口 铅及其化合物 1次/月



6 FQ-064075 6#废气排口 铅及其化合物 1次/月

7 FQ-064076 7#废气排口 铅及其化合物 1次/月

8 FQ-064077 8#废气排口 铅及其化合物 1次/月

9 FQ-064078 9#废气排口 铅及其化合物 1次/月

10 FQ-064079 10#废气排口 铅及其化合物 1次/月

11 FQ-064080 11#废气排口 铅及其化合物 1次/月

注：1、废气监测同步监测烟气参数

表 2 无组织废气污染源监测内容一览表

序号 污染源名称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测试要求

1 无组织废气 厂界
铅及其化合物、硫酸

雾、颗粒物
1次/半年

工况正常，生产负荷 达设计负荷

75%以上

注：无组织废气监测同步监测气象因子

1.2、厂界噪声监测方案

1.2.1、厂界噪声监测采取手工监测，手工监测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进行噪声监

测，厂界噪声监测内容见表 3

表 3 厂界噪声监测内容一览表

点位布设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季依据 备注

厂界各侧各设置

1 个监测点位
Leq(A) 1 次/季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
连续监测一天， 昼夜各 1 次

1.3 废水监测方案

本厂污水拟采取手工监测+自动监测手段监测，手工监测委托第三方监测机

构进行监测；对废水总排口的流量、总铅、氨氮、化学需氧量进行自动监测，

其他污染因子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进行监测。

表 4 废水污染源监测内容一览表

序号 污染源名称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测试要求

1
污水 废水总排放口

PH、流量、COD、氨氮 自动监测 工况正常，生 产负荷达设 计

负荷 75% 以上2 SS、总氮、总磷 1次/季



4 车间排口 流量、总铅 自动监测

5 雨水 雨水排放口 PH 1 次/日
初期雨水收 集到污水处 理站

处理

注：监测污染物浓度时应同步监测流量

2、自动检测方案

表 5 自动监测内容一览表

自动检

测类别
序号 监测项目 安装位置 监测频次 备注

废水

1 PH

废水总排放口

全天连续监测

2 流量

3 氨氮

4 COD

5 总铅
车间排口

6 流量

(二)公司 2020 年监测情况

1、废水总排口监测结果

2、废气排放情况

序号 废气产生点 环保除尘设备 监测项目 标准限值（㎎/m）
2020 年实测值

（㎎/L）
是否达标

1 包封工段
脉冲袋式水幕

二级除尘器
铅（烟）尘 0.5 0.134 达标

监测项目 标准限值（㎎/L） 2020 年实测值（㎎/L） 是否达标

PH 值 6～9 6.5 达标

化学需氧量 70 14.142 达标

悬浮物 50 6.25 达标

总磷 0.5 0.043 达标

氨氮 10 0.214 达标

总铅 0.5 0.122 达标

总镉 0.02 0.002 达标

总氮 15 1.788 达标



2 电池装配1线
脉冲袋式水幕

二级除尘器
0.5 0.088 达标

3 电池装配2线
脉冲袋式水幕

二级除尘器
0.5 0.079 达标

4 铸板工段 水幕式除尘器 0.5 0.061 达标

5 涂填工段 水幕式除尘器 0.5 0.064 达标

6 化成工段 酸雾净化器 硫酸雾 5 0.923 达标

3、土壤检测报告

检测项目 检测数据

检测点位 办公区 生产区

检测时间 2020.4.22

PH 7.65 6.54

铅（mg/Kg） 44.8 48.4

4、地下水检测报告

检测项目 标准限值（㎎/L） 2020 年实测值（㎎/L） 是否达标

铅（厂内地下水） 0.01 0.0025 达标

5、厂界噪声监测结果：噪声检测全部达标。

6、危险废物处理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对危险废物管理的各项法规和规章，办理危险废物电子转

移联单，2020 年 1 至 12 月份危险废物交由湖北金洋冶金有限公司处置，该公司

取得湖北省危险废物处理处置经营资质，经营许可证号：S42-06-25-0002，实

现固体危险废物零排放。



综上所述，我司污染物（水、气、声、渣）全部达标，合规排放。

7、防治污染设备设施

湖北骆驼海峡新型蓄电池有限公司认真落实国家环境法律法规，所有环保

设备实用性均达到或超过国家生态环境部规定的使用标准，除建有污水处理站，

安装铅（烟）尘除尘器、酸雾净化器外，公司为防止员工将含铅工作服带出厂

区引起二次污染，规定员工禁止将工作服带出厂外，公司内部建立有澡堂及洗

衣房，员工下班洗澡后，将工作服交到洗衣房清洗，洗澡、洗衣废水接入污水

处理站。

（洗衣房） （澡堂）

三、建设项目审批验收情况

湖北骆驼海峡新型蓄电池有限公司认真执行并落实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

制度，依法取得了环保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批复（襄环审〔2008〕40 号）、

项目竣工验收批复（襄环验〔2009〕17 号）文件；我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份启

动了湖北骆驼海峡新型蓄电池有限公司年产 70 万 Kvah 绿色高性能密闭型牵引

蓄电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并于 2020 年 4 月份在原审批单位襄阳市生态

环境局进行了备案。



四、环境组织机构及管理情况

公司成立有专门的安全和环境管理机构—安全环保科，配备了 2 名专职安

全环境管理人员，对公司环境进行定期日常监管和检查；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要求，为加强企业的环境保护管理，公司建立了较完备的环境管理制度，制

定了《铅酸污染治理制度》、《废弃物收集与处置管理规定》、《环境污染事

故应急预案》等环境管理制度，于 2017 年 12 月进行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备案，并定期对员工开展环境保护意识、制度相关培训，定期开展事故应

急演练。

五、环境持续改善

公司高度重视清洁生产，争做环境友好型企业。按照环保法规要求，于 2016

年 8月启动开展第三轮清洁生产，2017 年 12 月通过谷城县环保局组织的领导

及专家清洁生产审核。在改进过程中，邀请具备资质的清洁生产咨询公司，对



公司涉及的所有生产工序进行逐步核查，提出清洁生产合理化建议，对个别存

在资源投入高、能源消耗多及污染控制难度大的工序，提出改造方案，采用先

进设备替换落后设备等方法，（如图：投资 2000 万元从德国进口哈迪挤膏生

产线，淘汰老式灌粉工艺；投资 300 万元从奥地利进口 BM自动包封机替换老

式包封机）降低资源投入、减少能源消耗、减轻污染控制难度和排放。在第三

轮清洁生产审核中，总投资达到 500 万元,公司达到二级清洁生产标准要求。

（哈迪挤膏线） （BM包封机）

六、其他环境信息

依据《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要求，骆

驼海峡公司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使用现有在线监测设备和

委托湖北晶恒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单位污染物排放开展委托监测，对监测结

果在指定平台进行公开发布，以便公众监督。

为防止有害气体对员工造成危害，公司为员工配备了各种符合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的劳保用品。同时各个岗位安装有岗位送新风系统，输送新鲜空气。

员工就餐前必须更换工作服，并清洗干净脸部和手部。公司定期委托具备资质

的职业卫生机构对生产现场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保持对职业病危害因素

监控并且符合职业卫生标准；定期委托有资质的职业卫生防治机构对员工进行

职业健康检查；2020 年 12 月委托湖北祝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对我公司进行了职



业健康危害现状评价，评价结果均符合国家标准。

湖北骆驼海峡新型蓄电池有限公司始终坚持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并重的经

营原则，继续对环境保护进行不断的改进和提高治理效果，改善和提高厂区环

境，减少生产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走节能减排、降低对环境影响的可持续

发展之路，诚信守法，追求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共同提升，

力争成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

湖北骆驼海峡新型蓄电池有限公司

2021 年 1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