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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集团华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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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根据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修正版)

和原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

环评〔2017〕4 号）有关规定，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骆驼集团华

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在梧州市组织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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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验收现场检查会。验收组

由骆驼集团华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建设单位）、江苏盛达环保设

备有限公司（环保设施建设单位）、广西博环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报告编制单位）及 3 位特邀专家等组成。与会代表对工程建

设情况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听取了建设单

位对工程环境保护工作执行情况和编制单位对环境保护设施验收

监测情况的汇报。经认真讨论，形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骆驼集团华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15万吨废旧铅酸蓄电池回收

项目技术改造项目位于广西梧州龙圩区梧州循环经济产业园区远

景大道 6 号，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286869.89m2。项目主要技改内容

为：调整废铅蓄电池回收种类，由原来回收汽车电池变为以 6:4

比例回收电动车电池和汽车电池；铅膏预脱硫剂由原来的碳酸钠

改为碳酸氢铵；新增 1 台备用旋转短窑（目前在建，不纳入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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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内容），隔板返回粗炼熔炼；新增烘干工序，铅栅经烘干后直

接进入熔铅锅、保温锅设备生产铅锑合金；新增配套的氨气收集

处理措施，优化粗炼、精炼、低温熔炼烟气处理措施等。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于 2019 年 7 月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环评批

复（桂环审〔2019〕262 号），2019 年 9 月开工建设，于 2020 年 6

月竣工，次月投入试运行。骆驼集团华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开展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工作，成立验收工作小组，2020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4 日，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化工产品质量检验

和环保监测站、江苏格林勒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骆驼集团华南

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年处理 15万吨废旧铅酸蓄电池回收项目技术改

造项目进行现场监测；2021 年 1 月 12 日～14 日、1 月 29 日～30

日，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化工产品质量检验和环保监测站、国化

低碳技术工程中心进行补充监测。根据现场检查和验收监测结果，

编制完成《骆驼集团华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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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报告》。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 3800 万元，其中环保 385 万元，占总投资的 10.13%。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如下： 

（1）增加碳酸氢铵破袋加料区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原环评时碳酸氢铵破袋加料区域的废气为无组织排放。实际

建设时，将碳酸氢铵加料区域整体设置密闭加料间，并使用机器

人进行破袋加料，加料区设置集气管将加料间废气收集后进入新

增的一级酸吸收+碱喷淋塔，最后由风机送去 Y1 排气筒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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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将加料时氨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减少项目污

染物无组织排放，对区域环境具有改善作用，发生的变动没有导

致不利环境影响显著增加，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

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中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变动内容不构成重大变动。 

（2）硫酸铵干燥废气走向改变 

硫酸铵干燥工序废气之前处理方式为：废气经旋风收尘器处

理后由风机送入水箱收尘器处理，最后进入铅膏脱硫工序的碱喷

淋塔处理后进入引风机最后由 Y3 排气筒排放。由于铅膏脱硫工序

碱喷淋塔为负压操作，硫酸铵干燥废气为正压进入，抵消了铅膏

脱硫工序的负压，使铅膏脱硫工序反应釜的负压量变小，影响反

应釜废气收集。为保障铅膏脱硫反应釜废气收集的负压不受影响，

项目改变硫酸铵干燥工序废气的走向，并增设第二级水箱收尘器

处理，最后尾气由新增的 15m 高的 Y10 排气筒排放。 

此变动未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变动后对铅膏脱硫反应釜集

气效果有利，根据验收监测数据，Y10 颗粒排放浓度平均值为

2.3mg/m3与 2019 年未变动前的 Y3 排气筒验收监测数据颗粒物排

放浓度 4.35mg/m3相比无增加，污染物排放量未增加。对照《关于

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

环评函〔2020〕688 号）中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中的

第 8 条，不属于重大变动。 

（3）粗炼脱硝变化 

原环评粗炼工序废气处理流程为 2 台旋转短窑烟气各自经后

燃室+急冷+表冷+SCR 脱硝+布袋+高效除尘器+氨法脱硫后再汇

入 50 米高排气筒排放。实际建设时未建设脱硝设施，2 台旋转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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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废气分别经后燃室+急冷+表冷+布袋+高效除尘器+第一级氨法

脱硫然后汇入第二级氨法喷淋塔处理，最后再汇入 50 米高排气筒

排放。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数据，根据 Y4、Y5、Y7、Y8 排气筒氮氧

化物排放数据计算全厂排放氮氧化物 19.98t/a，小于环评批复排放

氮氧化物 33.49t/a，根据企业在线监测数据 Y4、Y5 排气筒氮氧化

物排放浓度与监测数据基本一致，根据 2020 年全年 Y4 排气筒在

线监测数据统计氮氧化物年排放量为 17.579 吨，统计的氮氧化物

排放总量与验收监测计算的数据基本一致。对照《关于印发<污染

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

〔2020〕688 号）中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本项变动

没有新增污染物排放种类，未发生氮氧化物排放量增加，由此判

断此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综上所述，项目实际建设时增加碳酸氢铵破袋加料区废气收

集处理系统、硫酸铵干燥废气走向改变、粗炼脱硝变化均没有导

致不利环境影响显著增加，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

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中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本项目建设变动内容不构成

重大变动，变动部分纳入竣工验收范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技改工程相较于技改前涉及的废水有：低温熔炼系统

废水、粗炼烟气第二级氨法喷淋塔系统工艺水、铅膏脱硫废水、

铅膏冲洗废水。低温熔炼系统废水包括烟气喷淋及铸锭机冷却，

其中铸锭机冷却水属于清净下水，回用于冷却循环，不外排；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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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废水经循环后回用，不外排。粗炼烟气第二级氨法喷淋塔系统

工艺水在塔内循环使用，当硫酸铵盐含量高时送往硫酸铵结晶工

序，不外排；铅膏脱硫废水经蒸发结晶系统处理，得到的冷凝水

回用至铅膏脱硫；铅膏冲洗废水返回脱硫罐循环使用。 

（二）废气 

技改工程未改变原料车间酸雾和破碎分选废气、塑料再生废

气的收集及处置措施；项目使用碳酸氢铵作为铅膏脱硫剂，将铅

膏脱硫废气处理措施的第一级喷淋改为酸液喷淋（硫酸），收集的

氨气经酸液喷淋+碱液喷淋后由 Y3 排气筒外排；同时将压滤机、

铅膏储坑、粗炼上料区进行封闭处理，收集区域产生的无组织氨

气，收集到的氨气经新增的酸液喷淋塔+碱液喷淋塔处理后由 Y9

排气筒外排；粗炼工段脱硫工艺采用氨法脱硫，技改后粗炼烟气

经后燃室+急冷+表冷+布袋+高效收尘器+氨法脱硫+第二级氨法

喷淋塔处理后由 Y4 排气筒外排；原合金区的铅钙合金生产工段移

至精炼区，技改后铅钙合金工段与精炼工段共用一套烟气处理措

施（旋风+布袋+两级喷淋）；新增低温熔炼工段沿用原合金区的烟

气治理措施，技改后低温熔炼废气经旋风+布袋+两级喷淋处理后

由 Y5 排气筒外排；新增一套密封集气罩将碳酸氢铵加料区域密闭

起来，将原无组织改为有组织，增加一套二级喷淋系统处理碳酸

氢铵加料区域集气罩收集的含氨废气，处理后的尾气与废电池储

存区酸雾废气净化后的尾气合并由 Y1 排气筒排放；硫酸铵干燥废

气经旋风收尘后由风机送入水箱除尘器处理，最后由 Y10 排气筒

（新增）排放。 

（三）噪声 

针对较高噪声设备采用消音、隔声和减振等措施，同时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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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及厂界绿化等辅助降噪措施，减轻生产设备运行时噪声对厂

界声环境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项目技改后新增的低温熔炼炉渣和低温熔炼烟道灰暂存于粗

炼辅料区作为生产辅料返回粗炼工序；粗炼渣、不能再利用的废

矿物油交由资质单位处置；精炼渣、粗炼烟道灰、精炼烟道灰、

净化渣、废布袋、污泥返回粗炼工段综合利用；塑料外壳属于一

般固体废物，ABS 电池外壳清洗后统一外售；PP 电池外壳用于塑

料再生造粒；废过滤网定期外售；废耐火材料由厂家回收。固废

一库从下至上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防渗+水泥抹面+三布四油隔离

层防渗。固废二库地面从下至上采用砂浆垫层+两布三油玻璃钢隔

离层+花岗岩面层进行防腐防渗，导流沟采用三布四油玻璃钢进行

防渗。粗炼辅料堆放区采用三布四油玻璃钢隔离层防渗，隔离层

上面铺设钢板。铅膏储坑从下至上采用砂浆垫层+两布三油玻璃钢

隔离层+花岗岩面层进行防腐防渗。项目危废暂存场地均满足《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要求。 

（五）其他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1）位于厂区北部依托蓄电池厂设置有 1 座事故应急池，设

置切换闸门，体积 493m3，深度 4m。依托蓄电池厂设置有 1 座初

期雨水收集池，设置切换闸门，体积 12000m3。 

（2）在厂区及周边设置地下水监控井，分别位于厂区内、下

游河村村民井、古凤村民井。 

（3）项目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在原梧州市龙圩区环境保护局进行了备案登记，备案编号

450406-2019-13-H，并在厂区储备相应的应急处置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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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粗炼及精炼烟气烟囱（Y4）和低温熔炼烟气排气筒

（Y5）排放口各安装 1 套烟气在线监测系统，监测项目为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含氧量、颗粒物、温度、压力、流量、湿度等，

并与当地环保部门联网。 

（5）建设单位已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取得更新的《排污许

可证》，证书编号：91450400MA5K9N5X8J001P，有效期限：2018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4 日。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有组织废气 

（1）环保设施处理效率监测结果 

碳酸氢铵破袋加料区域废气氨气处理效率为 92.71%；铅膏储

坑区废气氨气净化效率为 50.65%；第二级氨法喷淋塔脱硫效率

85.81%~92.15%；精炼工序废气颗粒物净化效率为 97.65%，铅及

其化合物净化效率为 88.17%；低温熔炼工序废气颗粒物净化效率

为 99.98%，铅及其化合物净化效率为 98.63%。 

（2）排放浓度 

①碳酸氢铵破袋加料区域废气：氨气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14554-93）中排放限值要求。 

②铅膏脱硫工序：硫酸雾满足《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GB31574-2015）表 3 中大气排放限值要求，氨气

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中排放限值要求。 

③精炼工序、低温熔炼工序天然气燃烧废气：颗粒物、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均满足《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31574-2015）表 3 中大气排放限值要求。 

④铅膏储坑区域废气：氨气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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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4-93）中排放限值要求。 

⑤硫酸铵干燥废气：颗粒物满足《再生铜、铝、铅、锌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4-2015）表 3 中大气排放限值要求。 

⑥粗炼工序、精炼工序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铅及其化合物、砷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物、锑及其化合物、

铬及其化合物、锡及其化合物、二噁英 10 种，均满足《再生铜、

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4-2015）表 3 中大气排

放限值要求。 

⑦低温熔炼工序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铅及

其化合物、砷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物、锑及其化合物、铬及

其化合物、锡及其化合物 9 种，均满足《再生铜、铝、铅、锌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4-2015）表 3 中大气排放限值要求。 

2.厂界无组织废气验收监测 

验收监测期间，4 个厂界无组织排放各监控点中硫酸雾、铅及

其化合物、砷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物、锑及其化合物、铬及

其化合物、锡及其化合物任何 1 小时平均浓度满足《再生铜、铝、

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4-2015）表 5 中大气排放限

值要求。颗粒物、非甲烷总烃任何 1 小时平均值符合《合成树脂

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要求，氨满足《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要求。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满足《挥

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要求。 

3.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4 个厂界噪声监测点昼间、夜间噪声均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 类标准。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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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下水质量 

厂区内监测井、河村（下游）民井 pH 值、耗氧量、铅、硫酸

盐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 

2.环境空气质量 

各监测点 TSP、PM10和 PM2.5 24 小时平均值、NO2和 SO2 24

小时平均值及 1 小时平均值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铅满足《大气中铅及其无机化合物的

卫生标准》（GB7355-87），砷、硫酸雾、铬满足《工业企业设计卫

生标准》（TJ36-79）居住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二噁

英监测浓度小于参考标准限值 0.6 TEQpg/m3。 

3.土壤 

厂区内监测点的 pH 值、六价铬、总铬、镉、锑、铅、砷、二

噁英均能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 36600-2018）表 1 第二类用地的筛选值标准；下善

村监测点的 pH 值、六价铬、总铬、镉、锑、铅、砷、二噁英均能

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的要求。 

六、验收结论 

项目环保审批手续齐全，工程变化内容不构成重大变动。项

目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验收监测

期间污染物达标排放，主要污染物满足总量控制要求，未发生环

境污染事故和环境投诉。项目符合竣工环保验收条件，不存在《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文）

第八条规定的不合格内容，同意通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