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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简介

企业

名称

骆驼集团华中蓄

电池有限公司

详细

地址
谷城县经济开发区

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

91420625588221882F
行业

类别
电池制造

投产

日期
2012 年 6 月

法定

代表

人

郭树演

环保

负责

人

蔡玉雷
手机号

码
13774156033

固定

电话
0710-7260360

地理

位置

经度 111°34′40″

纬度 32°16′29″

骆驼集团华中蓄电池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元月，系骆驼集团全资子公司，地处谷城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厂区占地

15.8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9.5 万平方米，设计年产能为 1000 万 KVAH，其中：商用车启动用免维护铅酸蓄电池 600 万 KVAH，



叉车用动力免维护铅酸蓄电池 400 万 KVAH，总投资为 8.5 亿元。

公司生产商用车启动用免维护铅酸蓄电池及动力用免维护铅酸蓄电池，是中国以生产商用车用蓄电池为主的专业厂

家，填补了蓄电池行业中大型号免维护蓄电池的市场空白。公司较早采用国家鼓励推广的连铸连轧、连续涂片极板制造

技术，主要生产设备引进于美国、奥地利等国，于 2011 年 6月开始动工建设，2012 年 6 月开始试生产，已形成日产免维

护商用车用蓄电池 10000 只的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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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和 ISO4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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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污染物排放情况及环保设施运行情况

骆驼集团华中蓄电池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含铅酸废水、铅烟、铅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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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铅烟

和铅尘，公司配套使用十几套环保设备，包含：铅烟净化器、铅尘净化器和湿式除尘器。针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酸雾，

公司配套使用了 4套酸雾净化器，采用喷淋中和的方式对硫酸雾进行处理。

公司与湖北骆驼海峡新型蓄电池有限公司共用一座处理能力为 100 立方米/小时的污水处理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

水先集中收集到污水池，然后通过封闭管道输送到污水处理站进行集中处理。华中公司另建有处理能力为 30 立方米/小

时的中水处理站，经过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中水返回公司中水车间进行反渗透深度处理，经深度处理后的纯水可供锅炉、

循环水等使用，减少水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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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污染物排放总量均在环保部门为公司核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范围内。



（污水处理站）

（污水在线监控装置）



（中水深度处理设备）

（废气处理、净化设备）



1、2019 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序号 监测项目 主要污染物名称

执行标准 2019 年排放量

标准限值
总量控制指标

（t/a）
排放浓度 排放总量（t/a）

1

废水

PH 6～9 / 7.15 /

2 化学需氧量（COD） 70（mg/L） 5 23.65 mg/L 0.882

3 总铅（Pb） 0.5（mg/L） 0.024 0.128 mg/L 0.005

4
废气

铅及其化合物 0.5（mg/m³） 0.9984 0.116 mg/m³ 0.104

5 硫酸雾 5（mg/m³） / 0.9 mg/m³ 1.76

2、废水总排口监测结果

监测项目 标准限值（mg/L） 2019 年实测值（mg/L） 是否达标

PH 值 6～9 7.44 达标

化学需氧量 70 15 达标

悬浮物 50 3 达标

总磷 0.5 0.037 达标

氨氮 10 0.177 达标

总铅 0.5 0.15 达标

总镉 0.02 / 达标

总氮 15 2.3 达标

3、废气排放情况

序号 废气产生点 环保除尘器 监测项目 标准限值（mg/m³） 2019年实测值（mg/m³） 是否达标

1 连铸工段（一） 水幕滤筒高效三级除尘器

铅（烟）尘

0.5 0.02 达标

2 连铸工段（二） 两级水幕式除尘器 0.5 0.021 达标

3 涂填工段 水幕式除尘器 0.5 0.16 达标

4 包封工段（一） 布袋滤筒高效三级除尘器 0.5 0.12 达标



5 包封工段（二） 布袋滤筒高效三级除尘器 0.5 0.027 达标

6 装配工段（一） 布袋滤筒高效三级除尘器 0.5 0.017 达标

7 装配工段（二） 布袋滤筒高效三级除尘器 0.5 0.084 达标

8 电池化成（一） 酸雾净化器

硫酸雾

5 1.44 达标

9 电池化成（二） 酸雾净化器 5 0.34 达标

10 电池化成（三） 酸雾净化器 5 0.44 达标

11 电池化成（四） 酸雾净化器 5 0.31 达标

4、厂界噪声监测结果：噪声监测全部达标

5、危险废弃物处理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对危险废弃物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办理危险废弃物电子转移联单，2019 年度危险废弃物交由湖北

金洋冶金有限公司处理，该公司取得湖北省危险废弃物处置经营资质，经营许可证号：S42-06-25-0002,实现固体废弃物

零排放。



6、防治污染设备设施

公司为防止有害气体对员工造成危害，为员工配备了各种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劳保用品。同时各个岗位安装了

工位送风系统，为车间输送新鲜空气。员工就餐前必须更换工作服，清洗干净脸部和手部，并且，员工餐厅门口设有洗

手池冷热水供应，每天有人值班检查员工洗手情况，保障员工就餐环境不受到污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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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符合职业卫生标准，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卫生防治

机构对员工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洗衣房、更衣房、澡堂）

三、公司审批验收情况

骆驼集团华中蓄电池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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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环审【2008】23 号）、项目竣工验收批复（襄环控验【2012】89 号。

（公司环评、验收批文）

四、环境管理组织机构及管理情况

公司成立了安全环保专职管理机构-安全环保科，配备了 3 名专职安全环保管理人员和近 10 名兼职管理人员，对公

司环境进行日常监管和检查；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为了加强企业的环境保护管理，公司建立了较完善的环境管

理制度，制定了《废物污染防治工作责任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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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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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环保法规要求，于 2019 年启动开展第三轮清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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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先



进设备替换落后设备等方法。降低资源投入、减少能源消耗、减轻污染难度和排放。

六、其它环境信息

依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池工业》的自行监测管理要求，骆驼集团华中公司按要求制定 2019 年自

行监测方案，并使用现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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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监测，对检测结果在

指定平台进行公开发布，以便公众监督。

骆驼集团华中蓄电池有限公司从规划建设之初就提出“四新、四高”的总体要求，即：新工厂、新起点、新技术、

新设备；高标准、高新能、高质量、高环保。生产设备主要引进美国 WRITZ 连铸连轧连涂生产线，奥地利 BM包封生产线

及一大批蓄电池生产行业先进生产设备。如全自动铅粉机、铸焊机、对焊机、配酸、加酸系统等目前国内最先进的蓄电

池生产设备。实现用耗少、效率高、无污染、少污染的工艺设备替代消耗高、效率低污染重的工艺设备。努力打造中国

铅酸蓄电池行业示范性企业。

骆驼集团华中蓄电池有限公司

2020 年 1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