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骆驼集团新疆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环境信息公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规定，现对我公司 2021 年环境信息进行公开， 所公开信息真实有

效，以便社会监督。

1.企业简介

骆驼集团新疆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9月，公司位于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能源重化

工工业园，由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供销社和吐鲁番市国资委参股的股份

制有限公司，设计规模为年处理 16 万吨废铅酸蓄

电池的收集、贮存、转运和综合利用。项目依托骆

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业链、技术、规模生产优势，

立足新疆地区，以骆驼集团新疆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的废铅酸蓄电池项目为基础，发挥骆驼集团新疆蓄



电池有限公司地域优势，完善铅蓄电池循环体系架构，形成产业联合，实现由“废”到“新”的铅蓄电池生产--回

收--再生循环，真正实现废物回收再生绿色循环经济产业链。

2.基本信息

3.公司产能及“三同时”概况

单位名称 骆驼集团新疆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916504223580930966

法定代表人 郭树演 联系方式 15872333151

环保负责人 夏高武 联系方式 15172678373

生产地址 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工业园区三支

线与高速公路交界处（园区第三铺道南

侧、乌库高速公路东侧）

地理位置 经度 E88º39´46.86″，纬度

N42º42´55.77″

投产时间 2019 年 12 月

经营范围 废旧蓄电池、铅渣、铅泥及含铅废物的回收利用、销售；再生粗铅、精铅、合金铅、氧

化铅回收利用、销售；废旧金属、废旧塑料购销；商品进出口贸易（国家禁止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自成立以来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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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拥有产处理 15.06 万吨废旧铅酸蓄电池及含铅固废的能力。

2021 年收集处理废旧铅酸蓄电池 6.8189 万 吨，含铅固废 0.0408 万吨。

4.污染物排放情况

大气污染物

序号 排放位置 排放方式 主要/特征污染物名称 排放浓度mg/m3 监测方式 检测时间 标准限值 达标情况

1
废电池储库废气排气

筒
有组织排放

硫酸雾 0.73

手动 2021.12.6

≤20 达标

颗粒物 1.6 ≤30 达标

铅 0.29 ≤2 达标

2
上料破碎分选系统排

气筒
有组织排放

硫酸雾 0.63

手动 2021.12.6

≤20 达标

颗粒物 3.1 ≤30 达标

铅 0.471 ≤2 达标

3
熔炼上料系统尾气净

化后烟道采样口
有组织排放

颗粒物 2.1
手动 2021.12.6

≤30 达标

铅 0.015 ≤2 达标

4
铅合金熔炼尾气排气

筒采样口
有组织排放

二氧化硫 ＜3

手动 2021.12.6

≤150 达标

颗粒物 2.03 ≤30 达标

氮氧化物 ＜3 ≤200 达标



铅 0.023 ≤2 达标

5
精铅熔炼尾气净化后

烟道采样口
有组织排放

二氧化硫 ＜3

手动 2021.12.9

≤150 达标

颗粒物 2.13 ≤30 达标

氮氧化物 ＜3 ≤200 达标

铅 0.012 ≤2 达标

6 铅膏熔炼尾气排气筒 有组织排放 二噁英 0.038 手动 2021.3.31 0.5ng TEQ/m3 达标

12 执行标准 GB31574-2015 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再生铅工业）

注 “＜3”表示到一起检测分辨下限

噪声

序号 监测点位置 昼夜间时间 噪声值 dB 监测方式 监测时间
执行的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限值（dB）
达标情况

1

厂界东侧外 1m

昼间

60

手动

2021.12.7

≤65

达标

厂界南侧外 1m 51 达标

厂界西侧外 1m 52 达标

厂界北侧外 1m 50 达标

2

厂界东侧外 1m

夜间

＜55

手动 ≤55

达标

厂界南侧外 1m 50 达标

厂界西侧外 1m 52 达标



厂界北侧外 1m 51 达标

无组织废气

序号 监测位置 排放方式 监测项目 检测浓度mg/m3 监测方式 时间 排放标准 达标情况

1 厂界上风向 O1

无组织排放

硫酸雾 0.025

手动 2021.12.7 ≤0.3

达标

2 厂界下风向 O2 硫酸雾 0.128 达标

3 厂界下风向 O3 硫酸雾 0.029 达标

4 厂界下风向 O4 硫酸雾 0.026 达标

5 厂界上风向 O1

无组织排放

硫酸雾 0.014

手动 2021.12.7 ≤0.3

达标

6 厂界下风向 O2 硫酸雾 0.027 达标

7 厂界下风向 O3 硫酸雾 0.028 达标

8 厂界下风向 O4 硫酸雾 0.027 达标

执行标准 GB31574-2015 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再生铅工业）

污染物排放总量
序 污染物种类 控制量（t/a） 实际排放量（t） 备注

1 颗粒物 28.710000 6.684

2 SO2 39.77 0.69

3 NOX 85.268645 8.213

4 VOCs / /

5 铅 0.822220 0.297

6 硫酸雾 2.253 0.549



5.防止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车间 防治污染设施 运行情况 运维方式

预处理车间

废酸雾净化系统 正常 自行运维

酸雾除尘系统 正常 自行运维

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 正常 自行运维

废酸处理系统 正常 自行运维

合金车间
低温熔炼污染防治设施 正常 自行运维

合金精炼污染防治设施 正常 自行运维

熔炼车间

岗位收尘系统 正常 自行运维

辅料收尘系统 正常 自行运维

尾气脱硫系统 正常 自行运维

烟气在线监测系统 2套 正常 山西鑫华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批复单位 批复时间 批复文号

年处理16万吨废铅蓄电池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15 年 12 月 30 日 新环函【2015】1439 号

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1.2019 年 12 月 25 日取得排污许可证

2.2019 年 10 月 10 日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7.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备案部门 吐鲁番市生态环境局 备案时间 2021 年 7 月 28 日

备案登记表



8.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监测方案



9.危险废物管理情况

产生的危险废物进行费雷收集，按计划转移给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序号 危险废物名称 废物类别 产生量（吨） 危废接收单位

1 废劳保 HW31 0.006 湖北楚凯冶金股份有限公司（未转移）

2 废耐火材料 HW49

新疆金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未转移）

3 废催化剂 HW50

4 废离子液 HW50

5 废机油 HW08 0.243

6 废活性炭 HW49

7 废旧铅酸蓄电池 HW31 68189
回收利用

8 含铅固废（电池生产过程废渣） HW31 0.0408
回收利用

10.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

公司按要求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完成了季度和年度执行报告。及时填报台账记录（检测信息记录、

生产设施运行状况记录、燃料分析记录、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记录等）。

11.环境持续改善及其它信息



公司在逐步壮大和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改善环境，科学发展”的理念，在生产过程中坚持推进标准化管理，

投入大量资金治理污染、保护环境。

2021 年各类环保设备稳定达标排放，污染物浓度及排放总量均在国家标准和环保部门 为公司核定的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指标范围内。同时公司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开展了废气、 废水、雨水、地下水、土壤及无组织排放等

环境监测工作，定期公布监测结果，接受公众监督。2021 年环保设备设施向公众开放 6次，吸引各级环保、管理和

社会人士参观 100 余人次。

公司设有环保管理机构，制定健全的环保管理制度，配备有充足的应急物资，开展了危废应急演练、硫酸泄漏

及污水处理的综合应急演练。

2021 年未发生环境事件及投诉事件，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骆驼集团新疆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022 年 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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