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骆驼集团襄阳蓄电池有限公司

2019 年上半年环境信息公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规定，现对我公司 2019 年 1-6 月份环境信息

进行公开，所公开信息真实有效，以便社会监督。

一、企业简介：

骆驼集团襄阳蓄电池有限公

司属骆驼集团子公司，注册资本

为 3亿元(RMB)，公司位于襄阳市

高新区深圳工业园内，占地面积

约 22.6 万平方米。主要生产高性

能密封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生产

能力 1944 万 KVAH。职工人数 1600

人左右。公司拥有十多条世界先

进水平的蓄电池扩展、TBS 组装生

产线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目前已同国内知名品牌汽车制造厂合作，其中汽车用蓄

电池产量位居行业前列，目前是国内最大的蓄电池生产基地之一。

二、企业基本信息：

三、公司产能及三同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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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有产能 1944 万 KVAH，2019 年 1-6 月生产铅酸蓄电池 559.36 万

KVAH。2018 年 9 月完成了《年产 600 万 KVAH 混合动力蓄电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湖北省

环保厅下发环评批复鄂环函〔2018〕207 号；该项目在二期现有厂房内增加生产线进行扩建，

目前正在建设中，项目建成后公司总产能达 1944 万 KVAH。

企业名称 骆驼集团襄阳蓄电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600691757394L

详细地址 襄阳市高新区深圳大道 6 号 行业类别 电池制造

法人代表 邓国强 固定电话 0710-2869753

环保负责人 丁伯胜 手机号码 18771536983

投产日期 2010 年 6 月 地理位置
经度 112º15ˊ113"

纬度 32º08ˊ305"



四、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排放情况（2019 年 1-6 月）：

排污口编

号

处理设施

名称

设计处理

能力（t/d)

废水排放

量（t/a)

主要污染

物名称

排放标准

（mg/L)

排放浓度

（mg/L)

排放量

（kg/a)

企业自行

监控情况
备注

FS-60178
铅酸废水

处理系统
4800

2019 年

1-6 月份

67071.65

PH 6-9 6-9 / 总铅、氨氮、

COD、PH流

量等检测设

备与环保部

门联网 委托第

三方机

构监测

COD 150 18.23 1528.75

氨氮 10 1.92 139.95

总铅 0.5 0.074 10.28

总氮 15 4.75 /

/
总磷 0.5 0.023 /

总镉 0.02 0.005 /

悬浮物 50 7.12 /

备 注 中水回用量 15.84 万吨



2、废气排放情况（2019 年 1-6 月）：

序号 废气性质 主要污染物名称
排放标准

（mg/m
3
)

排放浓度

（mg/m
3
)

排放量（kg/a)

1
生产工艺废气

铅及其化合物 0.5 0.1 82.082

2 硫酸雾 5 1.46 3368.165

3

锅炉废气

二氧化硫 100 26.67 /

4 颗粒物 30 1.8 /

5 氮氧化物 400 98 /

2、无组织排放情况（2019 年 1-6 月）：

采样位置 检测项目 排放标准（mg/m
3
) 检测结果（mg/m

3
) 备注

厂界东侧
铅 0.001 0.00024

硫酸雾 0.3 0.0163

厂界南侧
铅 0.001 0.00035

硫酸雾 0.3 0.029

厂界西侧
铅 0.001 0.0003

硫酸雾 0.3 0.034

厂界北侧
铅 0.001 0.00031

硫酸雾 0.3 0.014

4、噪声排放情况（2019 年 1-6 月）：

采样位置 时段 主要噪声源 检测结果 Leq（dB (A)) 备注

厂界东侧
昼间 环境噪声 53.35

夜间 环境噪声 49.65

厂界南侧
昼间 交通噪声 61.75

夜间 环境噪声 53

厂界西侧
昼间 环境噪声 54.45

夜间 环境噪声 50.7

厂界北侧
昼间 环境噪声 56.55

夜间 环境噪声 53.1

五、环保设施运行情况（2019 年 1-6 月）：

公司废气处理设施 68 台（其中铅尘除尘器 37 台，酸雾净化器 20 台，烟尘处理设施 11

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1套；生产污水处理设施 2套，处理能力 100 M
3
/小时。废水安装

有在线监测装置并与环保部门无线联网，可实时监测废水中的铅、PH、COD、氨氮和流量。

2019 年 1-6 月环保设施年运行费用约 385.42 万元左右。公司配备专职环保设备管理人员，

定期对环保设备进行清理和检查，保持环保设施稳定正常运行。



六、危险废物管理情况（2019 年 1-6 月）：

1、含铅废物（HW31）、废铅蓄电池（HW49）：

2019 年 1-6 月份产生含铅废物 1916.895 吨，废铅蓄电池 61.763 吨，全部转移

给湖北楚凯冶金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并按要求在湖北省危险废物物联网管理系统进行

申报。

2、2019 年 1-6 月份产生废油 7.872 吨，废乳化液 23.01 吨，废油桶 2.67 吨；全部转

移给湖北中油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并按要求在湖北省危险废物物联网管理系

统进行申报。

七、清洁生产情况（2019 年 1-6 月）：

序号 清洁生产指标 Ⅰ级基准值 结果 备注

1 起动电池单位产品取水量 kg/kvah 80 51.70

2 起动电池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kvah 4.5 1.98

3 起动电池单位铅耗量 kg/kvah 18 12.23

4 水重复利用率% 85 96.32

5 起动电池废水产生量 kg/kvah 70 43.78

6 起动电池废水总铅产生量 g/kvah 0.2 0.064

7 废气单位产品总铅控制量 g/kvah 0.06 0.018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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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中坚持实行清洁生产，投入大量资金治理污染、保护环境。

2019 年 1-6 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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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环境监测工作，每月在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上公布监测结果，接受公众监督。

公司设有环保管理机构，制定健全的环保管理制度，配备充足的应急物资并定期组织

演练。2019 上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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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驼集团襄阳蓄电池有限公司

二 0一九年九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