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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集团华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2021年上半年环境信息
公开

一、基础信息

单位名称 骆驼集团华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91450400MA5K9N5X8J 法定代表人 靳襄烨

生产地址
梧州市龙圩区梧州进口再生资

源加工园区远景大道 6 号 生产周期 24小时

所属行业 3212 铅锌冶炼 联系电话 0774-2729625

生产经营和管理

服务的主要内容

有色金属铅的电解、精炼再生铅、合金铅的生产、销售；废

旧蓄电池、含铅废物的收集、贮存、综合利用及处置；硫酸

铵（危险化学品除外）、橡胶、塑料及塑料制品（不含超薄

塑料购物袋）的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

主要产品 生产规模

处理废旧铅酸蓄电池；生产精铅及铅

合金，再生塑料

15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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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污信息

大气污染物

序号 排放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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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m3） 是否达标

塑料造粒排放口
颗粒物 4.3 手动 2021.6.24 ≦30 达标

非甲烷总烃 0.24 ≦100 达标

脱硫结晶排放口 有组织排放
硫酸雾 ND 手动 2021.6.21 ≦20 达标

氨 0.25 ≦14Kg/h 达标

破碎排放口 有组织排放
硫酸雾 ND 手动 2.21.5.19 ≦20 达标

颗粒物 2.5 ≦30 达标

电池储坑废气排放口 有组织排放
硫酸雾 ND 手动 2021.4.22 ≦20 达标

颗粒物 1.7 ≦30 达标

50米烟囱总排口

有组织排

放

二氧化硫 14.4079 在线自动检测 2021年上半年平

均值

≦150 达标

氮氧化物 33.9816 在线自动检测 ≦200 达标

颗粒物 3.385 在线自动检测 ≦30 达标

合金低温熔炼排放口

二氧化硫 3.7000 在线自动检测 2021年上半年平

均值
≦150 达标

氮氧化物 37.5412 在线自动检测 ≦200 达标

颗粒物 5.7781 在线自动检测 ≦30 达标

50米烟囱总排口
镉及其化合物

2.65×10-2 手动 2021.6.23
≦0.05

达标

低温熔炼车间排放口 1.22×10-3 2021.5.19 达标

50米烟囱总排口 铬及其化合物 0.0058 2021.6.23 ≦1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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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熔炼车间排放口 0.0072 2021.5.19 达标

50米烟囱总排口
锑及其化合物

0.00565 2021.6.23
≦1 达标

低温熔炼车间排放口 0.00276 2021.6.23

50米烟囱总排口

砷及其化合物

ND 2021.6.23

≦0.4
达标

低温熔炼车间排放口 ND
2021.5.19

达标

低温熔炼车间排放口
锡及其化合物

0.0022
2021.5.19

≦1
达标

50米烟囱总排口 0.0071 2021.6.23 达标

50米烟囱总排口
铅及其化合物

0.438 2021.6.23
≦2

达标

低温熔炼车间排放口 0.035 202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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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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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组织废气

监测点位置
铬及其化合

物
镉及其化合物

锑及其化合

物

砷及其化合

物

铅及其化合

物

锡及其化合

物
硫酸雾

1#厂界东南 ND 2.91×10-5 0.00006 ＜0.0002 0.00461 ＜0.0003 0.017

2#厂界西北 ND 8.02×10-6 0.00002 ＜0.0002 0.000528 ＜0.0003 0.005

3#厂界西 ND 3.17×10-6 0.00003 ＜0.0002 0.000283 ＜0.0003 ＜0.005

4#厂界西南 ND 5.32×10-6 0.00007 ＜0.0002 0.000868 ＜0.0003 0.005

标准限值 0.006 0.0002 0.01 0.01 0.006 0.24 0.3

是否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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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监测日期 202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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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ND表示未检出”

环境空气

监测点位置

监测因子
1#下善村（μg/m3） 2#昙卜宕（μg/m3） 标准限值（μg/m3） 监测日期

总悬浮颗粒物（日均值） 1 1 ≦（300μg/m3） 2021.5.17

砷及其化合物 2.1*10-3 ND /

2021.3.18

铅及其化合物 0.029 0.028 /

镉及其化合物 2.60*10-3 6.8*10-4 /

铬及其化合物 ND ND /

锡及其化合物 ND ND /

锑及其化合物 ND ND /

氮氧化物（日均值） 10 8 ≦（250μg/m3） 2021.5.17

二氧化硫（日均值） 5 5 ≦（500μg/m3） 2021.5.17

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表 1/2二类浓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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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mg/kg） 检测结果（mg/kg）

执行标准
1#下善村 2#昙卜宕

2021.6.24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

GB15618-2018

铅 29 30
铬 ND ND
镉 0.12 0.10
锑 1.4 0.88
砷 4.4 3.36
锡 4.2 3.8

地下水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厂区监控井

标准限值 执行标准
检测结果

2021.6.24

PH 7.3 6.5≤PH≤8.5

GB/T14848-2017《地下

水质量标准》表 1、表

2Ⅲ类标准限值

硫酸盐 14 ≤250mg/l

铬 ND ≤0.05mg/l

镉 ND ≤0.005mg/l

砷 0.0009 ≤0.01mg/l

锑 0.0016 ≤0.05mg/l

铅 0.0001 ≤0.01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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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

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代码 处理处置方式
2021年 1-6月

利用/处置数量（吨）
处置去向

污水站污泥 321-029-48 再循环/再利用金属、金属化合物 26.092 转炉熔炼

精炼渣 321-016-48 再循环/再利用金属、金属化合物 5346.659 转炉熔炼

烟道灰 321-029-48
再循环/再利用金属、金属化合物 1743.852 转炉熔炼

再循环/再利用金属、金属化合物 131.720
梧州华锡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隔板纸 900-041-49 焚烧 173.745 转炉焚烧

含铅垃圾（废劳保等） 900-041-49 焚烧 2.567 转炉焚烧

炉渣 321-016-48 再循环/再利用金属、金属化合物 1346.720
梧州华锡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噪 声

检测日期 监测点位置
噪声值（dB） 执行的厂界噪声排放标准限值（dB） 达标

情况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2021.5.17 厂界东侧 49 47 ≤65 ≤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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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界南侧 50 47 ≤65 ≤55 达标

厂界西侧 48 48 ≤65 ≤55 达标

厂界北侧 48 46 ≤65 ≤55 达标

2021.5.19

厂界东侧 53 47 ≤65 ≤55 达标

厂界南侧 51 47 ≤65 ≤55 达标

厂界西侧 52 47 ≤65 ≤55 达标

厂界北侧 54 47 ≤65 ≤55 达标

三、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设施类别 防治污染设施名称 投运时间 处理能力 运行情况 运维单位

大气污染物

2套酸雾净化系统设备 2017年 7月 50000m³/h 正常 本公司自行运行

精炼除尘净化系统 2017年 10月 65000m³/h 正常 本公司自行运行

2套转炉烟气除尘脱硫系统 2017年 11月 25000m³/h 正常 本公司自行运行

2套转炉烟气除尘系统 2017年 11月 30000m³/h 正常 本公司自行运行

活性炭烟气除尘系统 2018年 4月 15000m³/h 正常 本公司自行运行

合金除尘净化系统 2017年 10月 40000m³/h 正常 本公司自行运行

铅膏池氨味收集系统 2020年 3月 80000m3/h 正常 本公司自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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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 3个固废仓 2017年 7月 10000吨 正常 本公司自行运行

水污染物 1套一体化处理系统 2018年 6月 50m³/h 正常 本公司自行运行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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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竣工验收单位 竣工验收时间 竣工验收文号

年处理 15万吨废旧铅酸蓄电池建设项

目环评批复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

态环境厅
2015年 10月 29日 桂环审[2015]197号

广西壮族自治

区环境保护厅

2018年 12月 24

日
桂环审[2018]290号

年处理 15万吨废旧铅酸蓄电池

建设项目业主变更的函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

态环境厅
2017年 9月 19日

桂环审变登

【2017】4号
/ / /

15 万吨废旧铅酸

蓄电池回收项目技术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

态环境厅
2019年 7月 23日 桂环审[2019]262号 / / /

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1、2018年 3月转炉废气在线监测系统已通过验收并连接广西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

2、2020年 11月完成排污许可证变更（有效期至 2021年 12月 24日）；

3、2021年 2月合金 B区低温熔炼排放口废气在线监测系统通过验收并连接广西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

平台。

4、2021年 3月 11日通过《15 万吨废旧铅酸蓄电池回收项目技术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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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1年 7月 5日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年 7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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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备 案 部 门 梧州市龙圩区环境保护局 备 案 时 间 2019年 6月 26日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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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

废旧铅酸蓄电池处理工艺流程及产物节点图

硫酸铵结晶

碳酸氢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