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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表

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江苏宗申车业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 91320300750041805C

单位地址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龙湖街道徐海路北侧 地理位置 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徐海公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 贾雨 环保负责人 尹炜 联系电话 0516-82028975

行业类别 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邮政编码 221000

生产周期 300 天 电子邮箱 zongshenhuanbao@126.com

单位简介

公司以宗申正三轮摩托车生产经营为主的专业化公司,公司产销

量连续 14 年保持全国同行业第一，是国内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

强、档次最高的小型车辆企业，产品出口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被

誉为中国三轮车行业的第一企业、第一品牌和第一销量。

污染源管理级别 市县区直管

废水排放信息

废水排放口位置 污水排放总排口 WS-01 执行的排放标准

综合废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满足三八河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要

求

水污染物种类
PH、COD、BOD5、SS、氨氮、石油类、

磷酸盐、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特征水污染物 ——

规定排放限值

PH：6-9；悬浮物：250mg/L；五日生化需氧量：200mg/L；

COD：350 mg/L；氨氮：40 mg/L；磷酸盐：4mg/L；

石油类：20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20mg/L。

核定年排放废水总量 24112 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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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排放浓度

污水排放总排口：pH:7.77、 悬浮物:10mg/L、五日

生化需氧量：22.1mg/L；COD:50mg/L、氨氮：

6.72mg/L、、石油类：<0.06mg/L、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0.05mg/Lmg/L。

实际年排放废水总量 达标排放

COD 排放总量 达标排放 BOD5排放总量 达标排放

核定COD年排放总量 1.206 吨/年 核定 BOD5年排放总量 ——

SS 排放总量 达标排放 氨氮排放总量 达标排放

核定 SS 年排放总量 0.241 吨/年 核定氨氮年排放总量 0.121 吨/年

TP 排放总量 达标排放 石油类排放总量 达标排放

核定 TP 年排放总量 0.012 吨/年 核定石油类年排放总量 0.013 吨/年

总锌排放总量 达标排放 二甲苯排放总量 达标排放

核定总锌年排放总

量
0.024 吨/年 核定二甲苯年排放总量 0.01 吨/年

超标排放情况 无 超总量排放情况 无

排放方式 连续排放 排放去向类型 排入三八河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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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排放信息

废气排放口位置 废气排放口 执行的排放标准

涂装工序颗粒物、苯、非甲烷总烃排放参照执

行北京市地方标准《北京市工业涂装工序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226-2015）；

涂装工序甲苯、二甲苯排放参照执行江苏省地

方标准《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标准》（DB32/2862-2016）

涂装颗粒物参照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 16297-1996）

涂装烘干工序的颗粒物、SO2、NOX参照执行《锅

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大气污染物种类 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SO2、NOX 特征大气污染物 ——

规定排放限值
颗粒物：120mg/m

3
、苯：0.5mg/m

3
、甲苯：3mg/m

3
、二甲

苯：12mg/m
3
、非甲烷总烃：50mg/m

3
。

颗粒物排放总量 达标排放

实际排放浓度

面漆排气筒：颗粒物：4.7mg/m³、非甲烷总烃：1.29mg/m³；

罩光漆排气筒：颗粒物：1.5mg/m³、苯：0.024mg/m³、甲

苯：0.027mg/m³、二甲苯：0.106mg/m³、非甲烷总烃：

0.97mg/m³；

烘干排气筒：颗粒物：2.5mg/m³、二氧化硫：3mg/m³、氮

氧化物：10mg/m³、苯：0.017mg/m³、甲苯：0.033mg/m³、

二甲苯：0.104mg/m³、非甲烷总烃：3.56mg/m³。

车架涂装排气筒：苯：0.056mg/m³、甲苯：0.068mg/m³、

二甲苯：0.051mg/m³、非甲烷总烃：0.56mg/m³。

车桥涂装排气筒：颗粒物：9.7mg/m³、非甲烷总烃：

0.56mg/m³。

核定颗粒物年排放总量 有组织粉尘：0.992 吨/年

VOCS排放总量 达标排放 NOX排放总量 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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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 VOCS年排放总量 VOCS：4.236 吨/年 核定 NOX年排放总量 NOX:1.66 吨/年

SO2排放总量 达标排放 超标排放情况 无

核定 SO2年排放总量 SO2：0.53 吨/年 超总量排放情况 无

排放方式 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 排放去向类型 处理达标后排放

噪声排放信息

执行的排放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
规定排放限值 厂界昼间 65dB(A)，夜间 55dB(A)

排放方式 连续 实际监测数值

东厂界：昼间 57.3dB(A)，夜间 48.2dB(A)
南厂界：昼间 53.3dB(A)，夜间 43.9dB(A)
西厂界：昼间 55.8dB(A)，夜间 46.9dB(A)
北厂界：昼间 56.4dB(A)，夜间 47.4dB(A)

固体（危险）废物排放情况

固体（危险）名称 固废类别 危废编号 产生量（吨） 转移量（吨） 贮存量（吨） 处置或者回收情况

废磷化液、磷化渣 HW17 336-064-17 22.067 10.89 14.7
已签订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协

议，合规处置

水处理污泥 HW17 336-064-17 362.2 365.35 33.515
已签订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协

议，合规处置

废乳化液 HW09 900-006-09 0.923 1.41 0.463
已签订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协

议，合规处置

废玻璃胶 HW13 900-014-13 3.355 5.87 0.098
已签订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协

议，合规处置

http://218.94.78.90:8080/wftype_name=336-064-17&sucheng=%E5%BA%9F%E7%A3%B7%E5%8C%96%E6%B6%B2%E3%80%81%E7%A3%B7%E5%8C%96%E6%B8%A3&danwei=%E5%90%A8
http://218.94.78.90:8080/wftype_name=336-064-17&sucheng=%E6%B0%B4%E5%A4%84%E7%90%86%E6%B1%A1%E6%B3%A5&danwei=%E5%90%A8
http://218.94.78.90:8080/wftype_name=900-006-09&sucheng=%E5%BA%9F%E4%B9%B3%E5%8C%96%E6%B6%B2&danwei=%E5%90%A8
http://218.94.78.90:8080/wftype_name=900-014-13&sucheng=%E5%BA%9F%E7%8E%BB%E7%92%83%E8%83%B6&danwei=%E5%90%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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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玻璃胶管 HW49 900-041-49 9.852 8.90 1.329
已签订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协

议，合规处置

废过滤棉 HW49 900-041-49 12.337 18.39 0
已签订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协，

合规处置议

废活性炭 HW49 900-041-49 23.572 24.14 0.822
已签订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协

议，合规处置

废机油桶 HW49 900-041-49 3.344 3.20 0.15
已签订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协

议，合规处置

废涂料桶、溶剂桶 HW49 900-041-49 14.732 13.65 1.22
已签订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协

议，合规处置

废制动液桶 HW49 900-041-49 4.724 4.76 0
已签订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协

议，合规处置

含漆塑料薄膜 HW49 900-041-49 21.1725 33.24 0.365
已签订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协

议，合规处置

废铅酸蓄电池 HW49 900-044-49 0.802 1.62 0
已签订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协

议，合规处置

废润滑油 HW08 900-249-08 6.836 11.50 0.701
已签订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协

议，合规处置

废漆渣 HW12 900-252-12 287.457 291.47 12.812
已签订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协

议，合规处置

备注：固体（危险）废物产生量及转移量统计时间段：2020年 1-12月；贮存量统计截止时间为：2020年 12月 31日。

环境监测信息

监测方式 委托监测
环境监测机构

名称
徐州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监测点位图 污水处理站 监测计划方案 不定时监测

http://218.94.78.90:8080/wftype_name=900-041-49&sucheng=%E5%BA%9F%E7%8E%BB%E7%92%83%E8%83%B6%E7%AE%A1&danwei=%E5%90%A8
http://218.94.78.90:8080/wftype_name=900-041-49&sucheng=%E5%BA%9F%E8%BF%87%E6%BB%A4%E6%A3%89&danwei=%E5%90%A8
http://218.94.78.90:8080/wftype_name=900-041-49&sucheng=%E5%BA%9F%E7%8E%BB%E7%92%83%E8%83%B6%E7%AE%A1&danwei=%E5%90%A8
http://218.94.78.90:8080/wftype_name=900-041-49&sucheng=%E5%BA%9F%E8%BF%87%E6%BB%A4%E6%A3%89&danwei=%E5%90%A8
http://218.94.78.90:8080/wftype_name=900-041-49&sucheng=%E5%BA%9F%E7%8E%BB%E7%92%83%E8%83%B6%E7%AE%A1&danwei=%E5%90%A8
http://218.94.78.90:8080/wftype_name=900-041-49&sucheng=%E5%BA%9F%E7%8E%BB%E7%92%83%E8%83%B6%E7%AE%A1&danwei=%E5%90%A8
http://218.94.78.90:8080/wftype_name=900-041-49&sucheng=%E5%BA%9F%E8%BF%87%E6%BB%A4%E6%A3%89&danwei=%E5%90%A8
http://218.94.78.90:8080/wftype_name=900-044-49&sucheng=%E5%BA%9F%E9%93%85%E9%85%B8%E8%93%84%E7%94%B5%E6%B1%A0&danwei=%E5%90%A8
http://218.94.78.90:8080/wftype_name=900-249-08&sucheng=%E5%BA%9F%E6%B6%A6%E6%BB%91%E6%B2%B9&danwei=%E5%90%A8
http://218.94.78.90:8080/wftype_name=900-252-12&sucheng=%E5%BA%9F%E6%BC%86%E6%B8%A3&danwei=%E5%90%A8
https://www.baidu.com/link?url=tQNciiZ8SHtOpqiYEM1fJS0fLWNikZcvUGlxuK4IYb_&wd=&eqid=b5f7144000480f5d0000000460077b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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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监测结果

污水排放总排口：pH:7.77、 悬浮物:10mg/L、五日生化需氧量：

22.1mg/L；COD:50mg/L、氨氮：6.72mg/L、、石油类：<0.06mg/L、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0.05mg/Lmg/L。

超标情况 无

自动监测结果 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 超标情况 无

备注：废水监测数据来源于 2020年 12月环境检测报告。

监测方式 委托监测
环境监测机构

名称
徐州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监测点位图 涂装工序 监测计划方案 不定时监测

手工监测结果

面漆排气筒：颗粒物：4.7mg/m³、非甲烷总烃：1.29mg/m³；

罩光漆排气筒：颗粒物：1.5mg/m³、苯：0.024mg/m³、甲苯：0.027mg/m

³、二甲苯：0.106mg/m³、非甲烷总烃：0.97mg/m³；

烘干排气筒：颗粒物：2.5mg/m³、二氧化硫：3mg/m³、氮氧化物：

10mg/m³、苯：0.017mg/m³、甲苯：0.033mg/m³、

二甲苯：0.104mg/m³、非甲烷总烃：3.56mg/m³。

超标情况 无

自动监测结果 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 超标情况 无

备注：废气监测数据来源于 2020年 12月环境检测报告。

https://www.baidu.com/link?url=tQNciiZ8SHtOpqiYEM1fJS0fLWNikZcvUGlxuK4IYb_&wd=&eqid=b5f7144000480f5d0000000460077b42


7

水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信息

治理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实际处理量 运行时间 运行情况

污水处理站 ——
物化预处理（混凝沉淀）+水解酸化（内

挂填料）+活性污泥法+二沉+砂滤
960m3/d —— —— 良好

废气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信息

治理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实际处理量 运行时间 运行情况

面漆废气深度治理设施 2019 喷淋塔吸附（过滤） 220000m
3
/h —— —— 良好

罩光废气深度治理设施 2019 过滤+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 200000m
3
/h —— —— 良好

烘干废气深度治理设施 2019 过滤+RTO 燃烧 24000m3/h —— —— 良好

危废场所废气治理设施 2019 活性炭吸附 27980-39038m3/h —— —— 良好

后桥涂装废气治理设施 2018 活性炭吸附+光氧催化 40000 m
3
/h —— —— 良好

车架涂装废气治理设施 2018 喷淋塔+活性炭吸附+光氧催化 40000 m
3
/h —— —— 良好

抛丸粉尘治理设施 —— 布袋（滚筒）除尘器 —— —— —— 良好

焊接烟尘治理设施 2017 集中式焊烟除尘器 —— —— —— 良好

打磨粉尘治理设施 2018 布袋（滚筒）除尘器 —— —— —— 良好

批腻子烘干废气

治理设施
2018 活性炭吸附 —— —— ——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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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烟废气 2018 油烟净化器 —— —— —— 良好

噪声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信息

治理设施名称 投运日期 处理工艺 设计处理能力 实际处理量 运行时间 运行情况

设备及车间降噪措施 ——
隔声罩及车间隔声、减震、距离衰减、绿化吸音等

降噪措施
—— —— —— 良好

环评及其它行政许可信息

行政许可名称 项目文件名称 制作或审批单位 文号 内容说明

项目环评报告

《江苏宗申三轮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年产 30 万

辆宗申摩托车搬迁技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

《江苏宗申三轮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年产 30 万

辆宗申三轮摩托车搬迁技改扩建项目平面布置优

化调整环境影响报告书》

《三轮摩托车找补批腻子打磨车间及淋雨实验室

环境影响报告表》

《年产新能源车外贸零部件 5 万件环境影响报告

表》

化学工业部连云港设

计研究院

江苏方正环保设计研

究有限公司

江苏方正环保设计研

究有限公司

江苏方正环保设计研

究有限公司

——

——

——

——

因文件太大，需要者与单位联系，

依申请提供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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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报告批复文件

《关于对江苏宗申三轮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年产

30万辆宗申摩托车搬迁技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批复》

《关于对江苏宗申车业有限公司年产 30 万辆三

轮摩托车搬迁技改扩建项目平面布置优化调整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三轮摩托车找补批腻子打磨车间及淋雨实验室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年产新能源车外贸零部件 5 万件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批复》

徐州市环境保护局

徐州市环境保护局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局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行政审批局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行政审批局

徐环发

[2004]166 号

徐环开

[2016]4 号

徐开环表

〔2018〕23 号

徐开环表

〔2018〕38 号

因文件太大，需要者与单位联系，

依申请提供复印件。

治理设施验收意见

《关于江苏宗申三轮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年产 30

万辆宗申摩托车搬迁技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的函》

《年产 30 万辆宗申三轮摩托车搬迁技改扩建项

目平面布置优化调整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

函》

《三轮摩托车找补批腻子打磨车间及淋雨实验室

项目（噪声、固废部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的函》

《年产新能源车外贸零部件 5 万件（一期工程）

项目（噪声、固废部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的函》

徐州市环境保护局

徐州市环境保护局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局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行政审批局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行政审批局

徐环函

[2012]7 号

徐环开验

〔2017〕30 号

徐开环验

〔2018〕9 号

徐开环验

〔2018〕10 号

因文件太大，需要者与单位联系，

依申请提供复印件。

排污许可证 排污许可证 徐州市生态环境局
9132030075004180

5C00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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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突发事件应急信息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公司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因文件太大，需要者与单位联系，依申请提供复印件。

环境风险评估情况 一般环境风险企业

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开展情况 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治教育，全面提高全体员工的环保意识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及处置情况

暂未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突发环境事件时，立即启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采取切断或者控制污染源以及其他防止危害

扩大的必要措施，及时通报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向开发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落实整改要求情况 一旦发生环境突发事故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环境认证信息

认证项目名称 认证单位 认证时间 认证结果 认证文件文号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北京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每年 认证通过

企业环保信用评价 环保部门 动态 蓝色

其它环境信息

环保投资情况 环保投资：近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