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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表

一、基础信息

单位名称 骆驼集团新疆蓄电池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91650422MA7799YE01 法定代表人 杨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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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处

(园区第三辅道南侧、乌库高速

公路东侧)

生产周期 年

所属行业 制造业 联系电话 0995-7637290

生产经营和管理

服务的主要内容

蓄电池及其部件的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的生产、销售；

塑料制品销售；蓄电池技术开发及服务；贸易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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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产品 铅酸蓄电池

生产规模 年产 400万 KVAh（一期 200万 KV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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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污信息

备注：纳管企业排放总量是以排放口排放浓度来计算。核定的排放总量是指经环保部门许可
的排放量。

水污染物

排放口数量

排放口编号或

名称
排放口位置 排放方式

主要/特征污染物

名称

排放浓度

（mg/L ）

监测

方式

监测

时间

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及浓度限值（mg/L）

是否

超标

生产废水

排放口

北纬 42 度

东经 88 度
纳管

化学需氧量 20.447 自动 2019.6.18 70 否

PH 7.369 自动 2019.6.18 6--9 否

氨氮 7.434 自动 2019.6.18 10 否

总铅 0.205 自动 2019.6.18 0.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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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污染物

排放口编号

或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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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及浓度限值（mg/m3）
是否超标

FQ1 铅带线两级净化塔排口 直接排放

颗粒物 3.6 手动 30 否

铅 0.0492 手动 0.5 否

FQ2 1#铅粉制备机出口 直接排放

颗粒物 6.4 手动 30 否

铅 0.0348 手动 0.5 否

FQ3 2#铅粉制备机出口 直接排放

颗粒物 6.7 手动 30 否

铅 0.0209 手动 0.5 否

FQ4
铸焊烟气布袋除尘+湿

式塔净化后排口
直接排放

颗粒物 1.5 手动 30 否

铅 0.0072 手动 0.5 否

FQ5 封盖工段出口 直接排放

颗粒物 1.6 手动 30 否

铅 0.0004 手动 0.5 否

FQ6 充电化成工段出口 直接排放 硫酸雾 1.71 手动 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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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Q7 4t蒸汽锅炉排口 直接排放

烟尘 5 手动 20 否

二氧化硫 3.18 手动 50 否

氮氧化物 132 手动 200 否

FQ8 6t蒸汽锅炉排口 直接排放

烟尘 5.7 手动 20 否

二氧化硫 4 手动 50 否

氮氧化物 59 手动 200 否

FQ9

包封入槽/分板称板烟

气布袋除尘+湿式塔净

化后排口

直接排放

颗粒物 10.3 手动 30 否

铅 0.0181 手动 0.5 否

FQ10
铅板浇铸工段两级净化

塔出口
直接排放

颗粒物 1.1 手动 30 否

铅 2.63 手动 0.5 否

FQ11
和膏工段烟气湿式塔净

化后开口
直接排放

颗粒物 1.7 手动 30 否

铅 0.324 手动 0.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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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

废物名称 是否危险废物 处理处置方式 处理处置数量（kg） 处置去向

含铅废弃物 是
委托生态环境局认可回收方

综合利用
44.435吨 贮存未处理

噪声（周边有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单位应当公开，其他单位自愿公开）

厂界位置
噪声值（dB）

执行的厂界噪声排放标准限

值（dB）
超标

情况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厂界东侧 41.5 36.8

昼间≤65dB;夜间≤55dB

否

厂界南侧 44.3 43.8 否

厂界西侧 42.8 42.7 否

厂界北侧 43.1 37.0 否

其他污染类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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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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污染物 污水处理系统 2018年 5 月 30吨/天 正常 本公司自行运行

大气污染物

铅粉机蒸汽外排系统 2018年 5 月 / 正常 本公司自行运行

铸粒机铅烟除尘系统 2018年 5 月 / 正常 本公司自行运行

酸雾净化系统 2018年 5 月 / 正常 本公司自行运行

铅带机铅烟除尘系统 2018年 5 月 / 正常 本公司自行运行

装配、包封除尘器 2018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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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评批复单位 环评批复时间 环评批复文号

年产 400万 KVAh蓄电池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17 年 8 月 新环函[2017]12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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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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克逊县环境保护局 备案时间 2019年 3 月 11日

主要内容 《骆驼集团新疆蓄电池有限公司年产 400万 KVAh蓄电池项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经形式审核，符合要求

六、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主要内容

一、基本情况

1.1 企业概况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先进电池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的综

合性高新技术企业，先进电池涵盖范围如下：铅蓄电池，纯铅薄极板电池，动力锂

离子电池等。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农用车、船舶、叉车、高尔夫球车、电动

汽车、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及工业和各种特殊用途，共计 400多个品种与规格。

同时公司还经营废旧铅蓄电池处理，并生产多种塑胶制品。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前身为创建于 1979年的湖北省谷城蓄电池厂，1992年更名为湖北骆驼蓄电池厂，

1994年改制为股份制有限公司并更名为湖北骆驼蓄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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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6月 2日，骆驼集团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

股主板上市，股票简称“骆驼股份”。2015年末蓄电池生产能力已达 2001万 kVAh，

主要生产汽车起动用、船舶用、工业用等多种铅蓄电池，汽车起动用蓄电池产量已

跃居全国第 1位。“骆驼”牌蓄电池已成为神龙汽车、通用汽车、宇通客车、一汽佳

宝、吉利汽车、长安汽车、奇瑞汽车、东风股份、东风有限、东风柳汽、重汽集团、

比亚迪汽车、力帆汽车、上海纽荷兰、上海沃尔沃、一拖集团、福田重工、时风集

团、五征集团等近二十多家汽车、农机及工程机械主机生产厂的配套产品，并成为

众多车型更新配件的首选品牌。销售网络遍及全国 30个省、市、自治区。“骆驼”

品牌有较高的知名度，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就进入了俄罗斯、东欧、韩国、印度等

国际市场，去年还出口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

骆驼集团新疆蓄电池有限公司是由骆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再生资源集

团有限公司和新疆托克逊县龙源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企业， 公司由骆

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同时对吐鲁番鼎鑫再生资源科技环保有限公司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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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骆驼集团的发展战略规划，骆驼集团新疆蓄电池有限公司从产业链、技术

优势等综合考虑，以吐鲁番鼎鑫再生资源科技环保有限公司已在托克逊投资建设的

年处理 16 万吨废铅酸蓄电池项目为基础，拟在托克逊县投资建设蓄电池项目，

完善两个项目的循环体系架构，形成产业联合，实现由“废”到“新”的蓄电池回收再

生生产，填补新疆规模化生产蓄电池产业的空白。

1.1.1 主要产品

骆驼集团新疆蓄电池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为：铅酸蓄电池。

1.1.2 生产规模

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新环函【2017】1215 号文件审批同意建设年产 400

万 kVAh 蓄电池项目。

1.1.3法人代表、生产周期、联系方式、委托监测机构名称

法人代表：杨诗军。联系方式：0995-7637290。

生产周期：全年。

委托检测机构：自动在线监测：西安鼎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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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因子监测：乌鲁木齐谱尼测试科技有限公司

1.2 厂区及周边环境情况

1.2.1厂区平面布置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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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厂区地理位置及周边环境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托克逊县能源重化工工业园区规划的未利用工业用

地内，托克逊县能源重化工工业园区位于托克逊县城南面,本项目厂址西侧与

新疆新鼎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和新疆天鹏炭素有限公司相邻，北侧为园区第五辅

道，本地点中心地理坐标是 E88º38´56.67″，N42º43´3.74″。

1.3 主要产品及原辅料

企业的主要产品：铅酸蓄电池。

主要原辅材料：电解铅、铅锑合金、铅钙合金、钙母合金、红丹、锡、硫酸

主要辅助材料：隔板、玻璃钎维毯、PP、纸箱

1.4 生产工艺

生产工艺流程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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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说明如下：

铸板栅：将铅液经铸板机制成栅状，称之为板栅因为它们是电池反应物的载体。本

项目的板栅制造采用两种方式。起动电池的板栅制造采用铅带+扩展拉网技术，动力、储

能电池的板栅制造采用铸板机制造。

铅粉制造：铅粉是制造铅酸蓄电池极板的活性物质，是表面覆盖一层 PbO 的金属铅

的粉粒状物。它是由纯铅经过特定的热氧化过程形成的。

和膏：分为正极膏和负极膏。

涂板栅：采用带式涂片机涂膏，先把板栅装在涂膏机上，铅膏装入待涂铅膏斗中；

依次开启传送带、压辊开关和干燥箱，调节好涂膏机的膏量刮刀，进行连续涂片；正负

极板交替涂片时，涂板机要清洗干净才可使用。

固化、干燥：经过表面干燥的极板，要在控制相对湿度、温度和时间的条件下，使

其失去水分和形成可塑性物质，进而凝结成微孔均匀的固态物质。

配组包板：按工艺和所焊电池品种要求把适当重量匹配的正、负极板放在操作台上，

进行配组包膜。

铸焊：将每个极群的正极板和负极板的极耳用熔铅的方式连接起来，形成汇流排，

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极群组。

对焊：放入电池槽内的极群经过检测合格后利用高压对焊机进行焊接，确保各极群

连接牢固，无虚假焊，检测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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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封：焊接好的电池进入热封工段，将电池槽口和槽盖（聚丙烯塑料）的底部用电

热板加热至适当的温度呈软化状态，然后将完整的槽、盖对齐压合，使其粘合，固化成

一个整体，保证各单格密封、气密性检测合格。

端子焊接检验：将正、负极端子分别套入模具内，调节天然气焊枪火焰适宜温度，

快速预热溶池，达到焊接时间及深度要求后冷却脱模，焊接完毕外观光滑，无毛刺，检

测不漏气。(不合格的重新返工处理)。

注酸：注酸口插入装配合格电池加酸口内，用灌酸机分别向每个电池单体内灌加入

电解液，将灌完电解液的整槽电池推入化成槽列，盖上档板。

充电化成：对灌入电解液的电池进行充电，使的正极板铅膏发生阳极氧化形成 PbO2，

负极铅膏发生阴极还原反应形成多孔海绵状金属铅。并对自动灌酸机灌入的电解液进行

检查，测量电压。

二次密封检验：化成结束后对电池进行二次热封小盖，然后用水对电池壳表面进行

清洗，然后检测密封性能。

包装工段：充电完成后的电池经检验合格后，进入全自动清洗干燥机进行清洗、干

燥、性能检测，按照不同电池的包装要求，最后打码、装箱包装、入库、储存。

1.5 污染物治理及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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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废气
类型 排污节点 图示 污染物 排放特点 处理措施

废气

板栅、铅零件保温锅
G1.1 烟尘、SO2、NOX 有组织 12m 高排气筒排放

G1.2 铅烟 有组织
集气+布袋+15m 高排

气筒排放

铅带铸造保温锅 G2.2 烟尘、SO2、NOX 有组织 12m 高排气筒排放

G2.1 铅烟 有组织 集气+布袋+15m 高排气筒排放

铅粒铸造保温锅 G3.2 铅烟 有组织

G3.1 烟尘、SO2、NOX 有组织 12m 高排气筒排放

铅粉机 G3 铅尘 有组织
集气+布袋+25m 高排气筒排放(4 套)

和膏 G4 铅尘 有组织
集气+湿式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排放

蒸馏提纯 G5 硫酸雾 有组织
集气+酸雾喷淋+15m 高排气筒排放

洗涤净化 G6 硫酸雾 有组织
集气+酸雾喷淋+15m
高排气筒排放

分板 G7 铅尘 有组织 集气+布袋+15m 高排气筒排放

称板 G8 铅尘 有组织

包封入槽 G9 铅尘 有组织
集气+布袋+15m 高排气筒排放

铸焊 G10 铅烟 有组织 集气+布袋+15m 高排气筒排放(3 套)
焊接端子 G12 铅烟 有组织

封盖工段 G11 粉尘、非甲烷烃 有组织
集气+布袋+15m 高排气筒排放

充电化成 G13 硫酸雾 有组织
集气+酸雾喷淋+15m 高排气筒排放(4 套)

蒸汽锅炉房 - 烟尘、SO2、NOx 有组织 15m 高排气筒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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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联合厂房 - 铅尘 无组织
车间微负压+机械排风

注塑车间 G14 粉尘、非甲烷总
烃

无组织

硫酸储罐 - 硫酸雾 无组织 呼吸排放

2）废水
类型 排污节点 图示 污染物 排放特点 处理措施

废水

和膏工段 W1 含酸、含铅废水 有组织

集中收集+工艺水处理系统+回用生产工段

涂板工段 W2 含酸、含铅废水 有组织

清洗烘干 W3 含酸、含铅废水 有组织

漂洗工段 W4.1 含铅废水 有组织

高速清洗 W4.2 含铅废水 有组织
离心脱水 W4.3 含铅废水 有组织

软化水系统 - 含盐 有组织

循环冷却水 --- 含盐 有组织

办公生活废水 --- SS、COD、氨氮 有组织

与废铅酸蓄电池一同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

处理后冬储夏灌

3）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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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

浇注机 S1 铅渣 -

返回铅合金熔炼炉铅带铸造 S2 铅渣

铅粒铸造 S3 铅渣 -

净化除杂 S4 含铅渣 -

返回铅膏熔炼炉

涂板工段
S6.1 废板 -

S6.2 铅泥 -

分板工段
S7.1 废极板 -

S7.2 铅粉 -

称板工段 S8 铅粉

配酸 S5.1 废酸 -
中和后进入生产水处理系统蒸馏提纯 S5.2 废酸 -

洗涤净化 S5.3 废酸 -

检验 S9 次品电池 -
进入废铅酸电池拆解破碎系统

打码包装 S10 废包装箱 - 集中收集垃圾清运

改性造粒 S11 废塑料 -
返回塑料破碎系统

注射成型 S12 废塑料 -

各类净化渣 - 含铅类 -

返回铅膏熔炼炉

除尘器渣 --- 含铅尘 -
污水处理污泥 --- Pb 等 -
废弃用品衣物 --- Pb 等 - 收集作为危废处置

废树脂、离子膜 --- - 收集作为危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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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噪声：

噪声

振动破碎 - 机械噪声 - 隔声减振置于室内

各类机泵 - 机械噪声 - 隔声减振置于室内

烟气制酸 - 风机、设备噪声 - 隔声减振置于室内

塑料清洗 - 风机、设备噪声 - 隔声减振置于室内

铸造工段 - 风机、设备噪声 隔声减振置于室内

污水处理 - 泵、设备噪声 - 隔声减振

1.5.1 排放标准

废气排放标准:

生产生活用热配套 2 台蒸汽锅炉(一台正常使用，一台冬季使用)，均以天燃气为燃

料，烟气中污染物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表 2 中新建锅

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电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组织及无组织烟气执行《电池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中表 5 和表 6 标准限值；塑料壳、盖生产过程中

大气污染物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中表 4 和表 9 标准

限值。与废铅酸蓄电池处理相关的铅熔炉工段有组织及无组织废气排放执行《再生铜、

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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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单位：单位：mg/mmg/m33

污染物名称
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

度限值 标准来源

烟尘 20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表2 中新建锅炉排放标准SO2 50

NOx 200

非甲烷总烃 100 4.0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颗粒物 30 1.0

硫酸雾 5 0.3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0484-2013)
铅及其化合物 0.5 0.001

颗粒物 30 0.3

废水排放标准：

生产废水执行《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中间接排放标准车间或

设施废水排放口，生活废水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96)二级。

废水排放标准废水排放标准 ((单位单位:mg/L):mg/L)

生产废水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mg/L，pH 无量

纲)

污染物 pH COD SS 总磷 氨氮 总氮

间接标准 6-9 70 50 0.5 10 15
污染物 总铅 总镉

间接标准 0.5 0.02

生活废水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mg/L，pH 无
量纲)

污染物 pH COD SS 石油类 氨氮 BOD

三级标准 6-9 150 150 10 2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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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界噪声标准:

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3 类。

噪声排放标准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单位：dBdB（（AA））
昼间 夜间 适用阶段 适用标准

65 55 运行期 GB12348-2008

固体废物处置标准：

(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所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2)厂内危险废物临时贮存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3)危险废物的转移依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令第 5 号）进行监督和管理。

相关卫生标准：

(1)《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07)；

(2)《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物理因素)(BZ2.2-2007)。

其它标准：

(1)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排放口（源）》（GB15562.1-1995）；

(2)《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 15562.2-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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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污染治理工艺

废水治理工艺流程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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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治理工艺：在蓄电池生产的过程中所产出的生产废水中，主要有害物质为硫酸、

硫酸铅（离子态铅）等，此外还有少量其它杂质（如漂加剂、漂油、泥砂等）。废水中

可溶性铅的处理方法采用沉淀法、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进行 PH值控制，达到除铅的最佳效

率。同进加入了硫化物，有助于铅离子的沉降。

废气治理工艺：主要采用 12m 高排气筒排放、集气 + 布袋 +15m 高排气筒排放、集

气 + 布袋 +25m 高排气筒排放、集气 + 湿式除尘器 +15m 高排气筒排放、集气 + 酸雾

喷淋 +15m 高排气筒排放、车间微负压 + 机械排风等方式最大限度降低粉尘排放。

噪声治理工艺：主要采用①选用低噪声设备；②风机布置在室内；③厂区布置时，

尽量将风机间、泵布置在远离厂界的区域。④均安装隔声罩；⑤风机进出口安装消声器；

⑥各类泵采用减振底座等方式降低噪声污染。

固废治理工艺：本厂生产运营过程中对车间清洗水、洗衣洗澡水、实验室废水和洗衣洗

澡水集中收集后进入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在处理过程中会产生污泥，集中收集返回废铅

酸蓄电池处理项目熔炼工段作为原料。在运营期产生废弃劳保用品及衣物等，集中收集

送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处置；冷却循环水系统和自软化水系统生产运行过程中离子膜树脂

会失效，需要更换，由厂家回收处置或交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处置。生活污水配套的一体

化污水处理设施排放的污泥与生活垃圾一同送垃圾填埋场处置；在产品包装工段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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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量的废包装箱生活垃圾一同送垃圾填埋场处置；日常生活垃圾集中收集与生活污水

处理产生的污泥一同送垃圾填埋场处置。

二、监测计划

2.1 监测目的

环境监测（包括污染源监测）是企业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的一项

规范化制度。通过环境监测，进行数据整理分析，建立监测档案，可为污染源治理，

掌握污染物排放变化规律提供依据，为上级环保部门进行区域环境规划、管理执法提

供依据。同时，环境监测也是企业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做到清洁生产的重要保证手

段之一。

2.2 监测内容

废气：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非甲烷总经、颗粒物、硫酸雾、铅及其他化合物。

废水：PH、CODcr、氨氮、总铅、流量，监测点位位于厂区废水总排口。

厂界噪声：监测点位位于厂界东、南、西、北面

2.3 监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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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 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 采样点位 备注

废

气
废气

铅板铅零件铸造

铅带、铅粒铸造

制粉工段

和膏工段

分板称板

包封入槽

铸焊工段

粉尘、铅

除在线监测

项目外每季

度 1 次

净化设施排气筒

-

封盖工段 粉尘、非甲烷总烃
净化设施排气筒

-

洗涤净化

充电化成 硫酸雾
净化设施排气筒

-

保温锅加热烟气

蒸汽锅炉烟气
烟尘、SO2、NOx 排气筒 -

无组织废气

粉尘、铅及其化合物、硫

酸雾、锑及其化合物、非

甲烷总烃、二噁英

厂区下风向周界外 10M 内设
置若干控制点，确定浓度最
高点 -

环境空气

粉尘、铅及其化合物、硫

酸雾、锑及其化合物、非

甲烷总烃、二噁英

南湖村良种繁育场
-

生产废水 流量、pH、铅、锑 处理系统排口 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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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

水

回用水池 流量、pH、铅、锑 净化系统排口 -

地下水监测 pH、铅、砷、锑、硫酸盐
上游2个

下游3个
-

（1）有组织排放源监测

铸件工段各排气口、铅粉制备工段各排气口、和膏工段排气口、分板称板排气口、

包装入槽排气口、铸焊工段排气口：粉尘、铅浓度、排气量，每季度 1 次，在正常

工况下采样。

封盖工段排气口：粉尘、非甲烷总烃浓度、排气量，每季度 1 次，在正常工况

下采样。

烟气洗涤净化、蒸馏提纯、充电化成排气口：硫酸雾浓度、排气量，每季度 1 次，

在正常工况下采样。。

各保温锅尾气排放口、蒸汽锅炉排气筒: 烟气、SO2、NOx 浓度及烟气量，每季

度 1 次，在正常工况下采样。

（2）无组织排放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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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定期监测频次：每半年 1 次，采样时应为正常工况。

b.监测项目：粉尘、铅、硫酸雾、非甲烷总烃。

（3）环境空气监测

a. 定期监测频次：每半年 1 次，采样时应为正常工况。

b. 监测项目：粉尘、铅、硫酸雾、非甲烷总烃、SO2、NOx。

（4）废污水污染源监测

在生产废水、回用水池出口设采样口，每半年 1 次，监测项目为:水流量、铅、

锑、pH；污酸储槽各水池液位、固液分流后底流污泥含水率、药剂投加量、铅、锑、

pH 等；

（5）噪声监测

厂界噪声：在本项目厂界东、南、西、北设 4 个厂界噪声监测点，每年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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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次。

三、监测分析方法及质量控制

3.1监测方式

自动监测：目前公司设有一个标准排放口，并安装了入网流量、pH、CODcr、、氨氮、

总铅线监测系统。

委托监测： CODcr、、氨氮、总铅、硫酸雾、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

非甲烷总经及厂界噪声。

手工监测方法：国标

公司设专门的环境监测站，针对主要污染物(Pb、粉尘、SO2 等)配备完善的环境

监测仪器，并配备专职人员建立自行监测制度，按照要求制定方案，对所有排放的

污染物定期开展监测，特别是要建立铅污染物的日监测制度，每日向公众发布自行

监测结果，每月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其他污染物监测可委托吐鲁番

监测站进行，并由企业专职人员对监测结果按次、月、季、年编制报表，并由设备

工程部派专人管理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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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严格执行监测方案

认真如实填写各项自行监测记录及校验记录并妥善保存记录台帐，包括采样记录、

样品保存、分析测试记录、检测报告等。

3.3 自动、手动、噪声监测质量保证措施

自动监测：按照《关于加快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的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工作的通知》

（环办环监〔2017〕61 号）、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对比监测技术规范（试行）（中国环

境监测总站）、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试行）（HJ/T353-2007）、水污

染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HJ/T354-2007）、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

术规范（试行）（HJ/T355-2007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试

行)(HJ/T356-2007)、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T212 一 2005)；

(HJ477-2009)、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记录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T378-2007）、水质

咀值的测定孩璃电板法(GB6920-1986)、水质化学需氧量的测定重铬酸盐(HJ828-2017)、

水质氨氨的测定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HJ535-2009)、水质铜、锌、铅、锡的测定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GB/T7475-1987）要求开展运行维护。

手动监测：按照《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合成树脂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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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噪声监测：噪声监测按照《工业企业厂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规

定的要求进行。监测时使用经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使用期内的声级计，声级计在测

试前后用标准 发生源进行校准，测量前后仪器的灵敏度相差不大于 0.5dB，若大于

0.5dB 测试数据无效。

七、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

其他应当公开

的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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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 排放口编号或名称应与排污许可证上载明的一致，排

放口位置为排放口所在的经纬度，排放方式为纳管或

排环境，排放浓度为最近一次监测数值，监测方式为

手工或自动，排放总量为最近一次的年度实际排放总

量，核定的排放总量为排污许可证上载明的核定排放

总量或环评批复上允许的排放总量。

2、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作为环境保护设施的组成部分，

应在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中予以公开，并

在处理能力中填写监测指标。

3、 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

个人隐私的，依法可以不公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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