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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名称
浙江金梭纺织有限公司 地址

浙江省兰溪市经济开发

区汪高路

联系人 包健斌
联系方式（电

话、email）
18258919597

270672460@qq.com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名称是否是委托方？□是■否，如否，请填写以下内容。

委托方名称：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 117号

联 系 人：张女士 联系方式（电话、email）：0571-28992117 zhangli@zjepb.gov.cn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域 工业其他行业 1713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8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

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71号）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初始）版本/日期
浙江金梭纺织有限公司温室气体初始排放报告 2019年 9月 5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最终）版本/日期

浙江金梭纺织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最终排放报告 2019年 11月 15日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

按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

氧化碳排放总量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72460.51tCO2e -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66169.849tCO2e -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

经核查后排放量差

异的说明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核查后的排放量偏差为

-8.68%；主要原因是：

1、初始排放报告中柴油消耗量填报错误。

2、初始排放报告中汽油消耗量填报错误。

3、初始排放报告中净购入电力填报错误。

4、初始排放报告中净购入热力填报错误。

-

核查结论：

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小组确认：

浙江金梭纺织有限公司 2018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8年度碳排放

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71号）的要求；

浙江金梭纺织有限公司未纳入碳交易核查序列内，暂未对监测计划进行备案。故不涉及

排放报告与已备案监测计划符合性的核查。

2.排放量声明；

2.1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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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梭纺织有限公司 2018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只

涉及二氧化碳一种气体，其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为 912.0328tCO2e，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

量为 0tCO2e，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量为 0tCO2e，CH4回收与销毁量为 0tCO2e，CO2

回收利用量为 0tCO2e，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为 29993.2385tCO2e，净购入热力消费

引起的排放量为 35264.5776tCO2e。排放总量为 66169.849tCO2e。

浙江金梭纺织有限公司 2018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排放类型

温室气体

本身质量

（t）

温室气体排

放当量

（tCO2e）

初始报告温室气

体排放当量

（tCO2e）
误差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912.0328 912.0328 872.89 4.48%

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量 - - - -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量
- - - -

CH4回收与

销毁量

CH4回收自用

量
- - - -

CH4回收外供

第三方的量
- - - -

CH4火炬销毁

量
- - - -

CO2回收利用量 - - - -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 29993.2385 29993.2385 30069.07 -0.25%

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排放 35264.5776 35264.5776 41518.56 -15.06%

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总量

（tCO2e）

不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

力隐含的 CO 2 排放
912.0328 872.89 4.48%

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力

隐含的 CO 2 排放
66169.8490 72460.51 -8.68%

2.2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据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浙江金梭纺织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棉织造加工（行业代码

1712），不在“71号文”要求填写《补充数据表》的行业范围内，故不涉及对配额分配相关

补充数据的核查。

3.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浙江金梭纺织有限公司未针对 2017年进行温室气体核查，故其 2018年的排放量和排放

强度无法与上一年度进行对比。

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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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梭纺织有限公司 2018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或特别需要说明的问

题。

核查组长 朱蕾 签名 日期 2019.11 .13

核查组成员 常超

技术评审人 曹颖 签名 日期 2019.11 .14

批准人 蒋忠伟 签名 日期 2019.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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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改委第17号令，以下简称《办

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开展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工作的通知》（发改气候〔2014〕63号）、《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做

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2016、2017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

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7〕1989号）、《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

于做好2018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

函〔2019〕71号）等文件要求，为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中的配额分配方案提供支

撑，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 (以下统称“万泰认证”)受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的委托，

对浙江金梭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受核查方”）2018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进行核查。

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完整可信，是

否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的要求；

-确认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程序是否符合《工

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及相应

的国家要求；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

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 受核查方 2018年度在企业运营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即浙江省兰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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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开发区汪高路厂址，核查内容主要包括：

（1）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2）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3）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4）CH4回收与销毁量；

（5）CO2回收利用量；

（6）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排放。

1.3 核查准则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下

简称“指南”）；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8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

制定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71号）；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碳排放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17号）；

-《“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6]61号）；

-《国家MRV问答平台百问百答-共性/其他行业问题》（2018年版）；

-《浙江省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指南（试行）》；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1716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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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万泰认证内部核查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此次核查组由下表所

示人员组成。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姓名 联系方式 核查工作分工
核查中担任

岗位

朱蕾 18857193224

1、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2、核算边界的核查；

3、核算方法的核查；

4、核算数据的核查（包含现场巡视确认活动

数据的计量、活动数据的收集等），其中

包括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5、核查报告的编写。

核查组长

常超 18858279038

1、核算数据的核查，其中包括排放因子数据

及来源的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一级配额

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2、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3、核查报告的交叉评审。

核查组员

曹颖 15395811009 主要负责对核查报告的复审工作。 技术复审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19年 10月 24日收到受核查方提供的《2018年度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初版）》（以下简称“《排放报告（初版）》”），并于 2019年 10月 25

日对该报告进行了文件评审，同时经过现场的文件评审，具体核查支持性材料见

附件 3，发现受核查提交报告存在问题如下：

1、受核查方未填报主营产品产量。

同时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确定以下内容：

1、初始排放报告中企业的组织边界、运行边界、排放源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2、查看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确定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的真实

性、可靠性、准确性；

3、核实数据产生、传递、汇总和报告过程，评审被核查方是否根据内部质

量控制程序的要求，对企业能源消耗、原材料消耗、产品产量等建立了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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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指定专门部门和人员定期记录相关数据。

4、核证受核查方排放量的核算方法、核算过程是否依据《核算指南》要求

进行；

5、现场查看企业的实际排放设备和计量器具的配备，是否与排放报告中描

述一致；

6、通过对计量器具校验报告等的核查，确认受核查方的计量器具是否依据

国家相关标准要求进行定期校验，用以判断其计量数据的准确性；

7、核证受核查方是否制定了相应的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制度。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于 2019年 11月 6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现场核

查。

在现场核查过程中，核查组首先召开启动会议，向企业介绍此次的核查计划、

核查目的、内容和方法、对企业相关人员进行监测计划的培训，同时对文件评审

中不符合项进行沟通，并了解和确定受核查方的组织边界；然后核查组安排一名

核查组成员去生产现场进行查看主要耗能设备和计量器具，了解企业工艺流程和

监测计划执行的情况；其他核查组成员对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进行访谈，查阅相

关文件、资料、数据，并进行资料的审查和计算，之后对活动数据进行交叉核查；

最后核查组在内部讨论之后，召开末次会议，并给出核查发现及核查结论。现场

核查的主要内容见下表：

表 2-2 现场访问内容

时间

核查工作 核查地点

及核查参

与部门

参与人员/职务/联

络方式
核查内容

11月

6日

启动会议

了解组织边界、运

行边界，文审不符

合确认

会议室/

安全环保

部

财务部

计划部

包健斌/安全环保部

经理/18258919597

陈涛 /财务部经理

/0579-88929228

徐佳琪/计划部经理

-介绍核查计划；

-对文件评审不符合项进行沟

通；

-要求相关部门配合核查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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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9-88929228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

平面边界图；

-工艺流程图、组织机构图、

企业基本信息；

-主要用能设备清单；

-固定资产租赁、转让记录；

-能源计量网络图。

11月

6日

现场核查

查看生产运营系

统，检查活动数据

相关计量器具、核

实设备检定结果

生产部/

安全环保

部

财务部

计划部

包健斌/安全环保部

经理/18258919597

陈涛 /财务部经理

/0579-88929228

徐佳琪/计划部经理

/0579-88929228

-走访生产现场、对生产运营

系统、主要排放源及排放设

施进行查看并作记录或现场

照片；

-查看监测设备及其相关监测

记录，监测设备的维护和校

验情况。

-按照抽样计划进行现场核

查。

11月

6日

资料核查

收集、审阅和复印

相关文件、记录及

台账；排放因子数

据相关证明文件

会议室/

安全环保

部

财务部

计划部

包健斌/安全环保部

经理/18258919597

陈涛 /财务部经理

/0579-88929228

徐佳琪/计划部经理

/0579-88929228

-企业能源统计报表等资料核

查和收集；

-核算方法、排放因子及碳排

放计算的核查；

-监测计划的制定及执行情

况；

-核查内部质量控制及文件存

档。

11月

6日

资料抽查

对原始票据、生产

报表等资料进行

抽样，验证被核查

单位提供的数据

和信息

会议室/

安全环保

部

财务部

计划部

包健斌/安全环保部

经理/18258919597

陈涛 /财务部经理

/0579-88929228

徐佳琪/计划部经理

/0579-88929228

-与碳排放相关物料和能源消

费台账或生产记录；

-与碳排放相关物料和能源消

费结算凭证（如购销单、发

票）；

11月

6日

总结会议

双方确认需事后

提交的资料清单、

会议室/

安全环保

部

包健斌/安全环保部

经理/18258919597

陈涛 /财务部经理

-与被核查方确认企业需要提

交的资料清单；

-将核查过程中发现的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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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发现、排放报

告需要修改的内

容，并对核查工作

进行总结

财务部

计划部

/0579-88929228

徐佳琪/计划部经理

/0579-88929228

项，并确定整改时间；

-确定修改后的最终版《排放

报告提交时间》；

-确定最终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依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结

合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的综合结果对受核查方编制核查报告。核查组于 2019年

11月 6 日对受核查方进行现场核查，向受核查方开具了 5个不符合项，并确认

全部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组完成核查报告。

根据万泰认证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于 2019年 11月 14日提交给技术

复核人员根据万泰工作程序执行报告复核，待技术复核无误后提交给项目负责人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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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核查发现

3.1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基本信息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基本信息进行了核查，通过查阅受

核查方的《营业执照》等相关信息，并与受核查方代表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

信息：

- 受核查方名称：浙江金梭纺织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07864067148

- 所属行业领域及行业代码：工业其他行业 1712

-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高档纺织面料、纺织制品、服装；面料和服装的设

计与研发，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实际地理位置见下图 3.1：浙江省兰溪市经济开发区汪高路，经纬度为：

北纬 N29°13′31.23″ 东经 E119°23′16.92″

- 成立时间：2006年 04月 25日

- 单位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 在岗职工总数：1049

- 法定代表人：童福友

- 排放报告联系人：包健斌（18258919597）

- 主要用能种类：天然气、柴油、汽油、电力、蒸汽等

- 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见下图 3.2，企业为最低一级独立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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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地理位置图

图 3.2组织机构图

3.1.2 主要生产运营系统

（1）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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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为纺织企业，主要为纺织工艺。

纺织工艺的主要流程为：棉纱-球经或整经-束染或浆染-穿棕-织布-坯检-烧

毛-退浆-丝光-定型-预缩-成检-包装；

纺织工艺流程图如下：

图 3.3 纺织工艺流程图

（2）污水处理流程

生产废水经调节池、一沉池进行初步净化，再经水解池、终沉池进行精细净

化，沉淀的污泥经压滤池压缩成泥饼外运出去，液体最终达标排放。故，在整个

废水处理工艺中，不涉及厌氧处理环节，无需计算此部分排放。

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如下：

图 3.4 废水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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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包括等，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3-1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规格/型号 碳源类型 能源品种

1 整经机 2 ASGA221-180 间接排放 电力/蒸汽

2 球经机 2 HFGA136B 间接排放 电力/蒸汽

3 分经机 2 YXD215-1000-1800 间接排放 电力/蒸汽

4 浆染联合机 3 XRJR-300 间接排放 电力/蒸汽

5 束染机 1 XRJR-32 间接排放 电力/蒸汽

6 浆纱机 1 XRJS-300S 间接排放 电力/蒸汽

7 调浆桶 2 SGA911 间接排放 电力/蒸汽

8 剑杆织机 3 GT-Max 间接排放 电力

9 织经机 1 ZFKL188 间接排放 电力

10
烧毛预缩联

合机
5 XS528B-230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天然气/电力/蒸汽

11 定型机 2 ZXM998-220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天然气/电力/蒸汽

12 烧毛机 2 GS518A-220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天然气/电力/蒸汽

13 烘干机 2 SWA801 间接排放 电力/蒸汽

14 检验机 2 JY861-230 间接排放 电力

15 空压机 4 ZR250 间接排放 电力

表 3-2主要计量器具清单

序

号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

数

量
里程/精度 测量数据

安装

地点

鉴定

结论

1
气体智能罗茨流

量计
LLQZ-25Z 2 1.5级 天然气测量 厂区内 合格

2 电能表 DSSD331 2 0.5 S 电力测量 配电房 合格

3 蒸汽流量计 LUGB-2320 2 1.5级 蒸汽测量 厂区内 合格

4 在线监控系统 / 2 0.01级 产品产量测量 车间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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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主要耗能设备和相关计量器具的配备与管理符合《用能单位能源计

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17167-2006）要求。

3.1.3 主营产品生产情况

根据受核查方《2018年水电汽汇总记录》、《产品销售量》、《工业产销

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受核查方主营产品产量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3-3 主营产品产量信息

主要产品名称 年产能（万米） 年产量（万米）

棉布（万米） 8000 6334.25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棉布

数值 填报数据：/ 核查数据：6334.25

单位 万米

数据来源
核查数据来源：《2018年水电汽汇总记录》中产品入库数据

交叉核对数据来源：《产品销售量》中产品出库数据

监测方法

产品入库数据测量方法为在线监控系统直接测量，型号缺失，精

度为 0.01级，安装在车间，由受核查方内部自校。仪器的管理归

属安全环保部。

监测频次 连续测量

监测设备维护 在线监控系统由受核查方内部自校

记录频次 每天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缺失

抽样检查（如有） 100%核查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未填报 2018年度产品产量，核查组针对此项开具

不符合项 1，核查数据来自《2018年水电汽汇总记录》中产品入

库数据，经汇总计算，得到受核查方棉布产量为 6334.25万米。

（2）交叉核对数据来自《产品销售量》中产品出库数据（即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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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量），核查组累计计算了《产品销售量》中产品出库数据，为

5915万米，而《2018年水电汽汇总记录》中产品入库数据累计

为 6334.25万米，两组数据误差为-6.62%，主要原因是产品入库

与出库之间的时间差。

综上所述，核查组采信《2018年水电汽汇总记录》中产品入库数

据，核查组确认棉布产量为 6334.25万米。数据可信。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中未填报产品产量数据，受核查方通过现

场核查理解了造成偏差的原因，确认并接受核查数据作为《排放

报告（终版）》修订依据。

表 3-4核查确认的主营产品产量

月份 棉布产量（万米）

1 533.4

2 258.32

3 583.33

4 613.06

5 668.25

6 684.5

7 666.3

8 570

9 471

10 407

11 437

12 442.09

合计（万米） 6334.25

3.1.4经营情况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经营信息进行了核查，通过查阅复

核被核查方《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工

业企业成本费用表》、《财务状况表》等，并与被核查方代表进行了交流访谈，

核查组确认被核查方 2018年度的经营情况如下：

名称 计量单位 2017 2018 两年偏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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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总产值 万元 77712.6 93714.9 20.59%

在岗职工人数 人 1017 1049 3.15%

固定资产原值 万元 40711.7 40711.7 0.00%

综合能耗 吨标煤 17106.75 18640.07 8.96%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基本信息，确认其填报信息

与实际情况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企业边界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现场核查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等

方式，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受核查方地理边界为浙江省兰溪市经济

开发区汪高路（一厂和二厂分布在马路两边）。具体布局图见下图 3.5。

企业边界为受核查方所控制的所有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

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生产系统包括：一厂和二厂的织造车间、一厂和二

厂的分经车间、一厂和二厂的整经车间、一厂和二厂的浆染车间、一厂和二厂的

后整理车间等；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厂区动力系统、仓库、汽车、叉车等；附属生

产系统包括办公楼、食堂等，无设备和厂房租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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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平面布局图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的核算边界符合《核算指南》

的要求。

3.2.2 排放源和能源种类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核查

组确认核算边界内的排放源及气体种类如下表所示。

表 3-5主要排放源信息

排放种类 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地理位置 备注

燃料燃烧排放 天然气 烧毛机、定型机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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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 3辆叉车 厂区内外

汽油 6辆汽车 厂区内外

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 - - - 注 1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CH4排放 - - - 注 2

CH4回收与销毁量 - - -
注 3

CO2回收利用量 -

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隐含

的 CO2排放

电力
整经机、球经机、

烘干机、空压机等
车间

蒸汽
整经机、球经机、

烘干机、定型机等
车间

注 1：经现场核查，受核查方不涉及碳酸盐使用产生的排放。

注 2：经现场核查，受核查方不涉及废水厌氧处理排放。

注 3：经现场核查，受核查方不涉及 CH4回收与销毁量，不涉及 CO2的回收利用。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排放源识别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中的核算方法进行了核查，确认核算方法的选择符合《工

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不存在任

何偏移。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方法：

EGHG = ECO2−燃烧 + ECO2−碳酸盐 + ECH4−废水 − RCH4−回收销毁 × GWPCH4 − RCO2回收 +

ECO2−净电 + ECO2−净热 （1）

其中：

EGHG 报告主体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 CO2当量（tCO2e）；

ECO2-燃烧 报告主体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ECO2-碳酸盐 报告主体碳酸盐使用过程分解产生的 CO2排放；

ECH4-废水 报告主体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 CH4排放；

RCH4-回收销毁 报告主体的 CH4回收与销毁量；

GWPCH4 CH4相比 CO2的全球变暖潜势(GWP）值，取 21；

RCO2-回收 报告主体的 CO2回收利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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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2-净电 报告主体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ECO2-净热 报告主体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3.3.1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受核查方天然气等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ECO2−燃烧 = i (ADi × CCi × OFi ×
44
12
)� （2）

其中：

ECO2-燃烧 报告主体化石燃料燃烧的 CO2排放量（tCO2）；

i 化石燃料的种类

ADi 化石燃料品种 i明确用作燃料燃烧的消费量（t、万 Nm3）；

CCi 化石燃料 i的含碳量（tC/t、tC/万 Nm3）；

OFi 化石燃料 i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受核查方天然气、柴油、汽油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计算方法与《核算指南》

相符。

3.3.2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ECO2−碳酸盐 = i (ADi × EFi × PURi� ) （3）

ECO2−碳酸盐为碳酸盐使用过程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

i 为碳酸盐种类，如果实际使用的是多种碳酸盐组成的混合物，应分

别考虑每种碳酸盐的种类；

ADi 为碳酸盐 i用于原料、助溶剂、脱硫剂等的总消费量，单位为吨；

EFi 为碳酸盐 i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吨碳酸盐 i;

PURi 为碳酸盐 i以质量百分比表示的纯度。

受核查方不涉及碳酸盐使用过程产生的排放。

3.3.3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受核查方在废水处理过程中涉及到废水的厌氧处理，自身产生 CH4的排放。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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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4−废水 = （TOW − S） × EFCH4−废水 × 10−3 （4）

其中：

ECH4−废水 为工业废水厌氧处理的 CH4排放量，单位为吨；

TOW 为工业废水中可降解有机物的总量，以化学需氧量（COD）为计量

指标,单位为千克 COD；

S 以污泥方式清除掉的有机物总量，以化学需氧量（COD）为计量指

标,单位为千克 COD；

EFCH4−废水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 CH4/千克 COD。

受核查方不涉及废水厌氧处理排放。

3.3.4 CH4回收与销毁量

RCH4−回收销毁 = RCH4−自用 + RCH4−外供 + RCH4−火炬 （5）

式中：

RCH4−自用 为报告主体回收自用的 CH4量，单位为吨 CH4；

RCH4−外供 为报告主体回收外供给其他单位的 CH4量，单位为吨 CH4；

RCH4−火炬 为报告主体通过火炬销毁的 CH4量，单位为吨 CH4；

其中

RCH4−自用 = η自用 × Q自用 × PURCH4 × 7.17 （6）

η自用 为甲烷气在现场自用过程中的氧化系数（%）；

Q自用 为报告主体通过回收自用的 CH4气体体积，单位为万 Nm3；

PURCH4 为回收自用的甲烷气体平均 CH4体积浓度；

7.17 为 CH4回收自用的甲烷气体平均 CH4体积浓度；

RCH4−外供 = Q外供 × PURCH4 × 7.17 （7）

Q外供 为报告主体通过外供第三方的 CH4气体体积，单位为万 Nm3；

PURCH4 为回收自用的甲烷气体平均 CH4体积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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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为 CH4回收自用的甲烷气体平均 CH4体积浓度；

RCH4应通过监测进入火炬销毁装置的甲烷气流量、CH4浓度，并考虑销毁效

率计算得到，公式如下：

RCH4−火炬 = η� × h=1
H ( FRh×V%h

22.4
× 16 × 10−3)� （8）

式中，

η� 为 CH4火炬销毁装置的平均销毁效率（%）；

H 为火炬销毁装置运行时间，单位为小时；

h 为运行时间序号；

FRh 为进入火炬销毁装置的甲烷气流量，单位为 Nm3/h。非标准状况下的

流量需根据温度、压力转化成标准状况（0℃、101.325KPa）下的流量；

V%h 为进入火炬销毁装置的甲烷气小时平均 CH4体积浓度（%）；

22.4 为标准状况下理想气体摩尔体积，单位为 Nm3/kmol；

16 为 CH4的分子量。

受核查方没有甲烷的回收与销毁，不涉及其排放。

3.3.5 CO2回收利用量

RCO2−回收 =（Q外供 × PURCO2−外供 + Q自用 × PURCO2−自用） × 19.77 （9）

式中：

RCO2−回收 为报告主体的 CO2回收利用量，单位为吨 CO2；

Q外供 为报告主体回收且外供给其他单位的 CO2气体体积，单位为 Nm3；

PURCO2−外供 为 CO2外供气体纯度（CO2体积浓度），取值范围为 0~1；

Q自用 为报告主体回收且自用作原料的 CO2气体体积，单位为 Nm3；

PURCO2−自用 为 CO2回收自用作原材料的气体纯度（CO2体积浓度），取值范围

为 0~1；

19.77 为标准状况下 CO2气体的密度，单位为吨 CO2/万 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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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没有 CO2的回收利用，不涉及其排放。

3.3.6企业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ECO2−净电 = AD电力 × EF电力 (10)

ECO2−净热 = AD热力 × EF热力 (11)

其中：

ECO2-净电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量（tCO2）；

ECO2-净热 企业净购入的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量（tCO2）；

AD 电力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量，单位为MWh；

AD 热力 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消费量，单位为 GJ；

EF 电力 电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 MWh；

EF 热力 热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 GJ。

受核查方净购入电力、热力的隐含排放计算方法与《核算指南》相符。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排放报告（初版）》中使用的核算方法

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1.1 燃料燃烧活动数据

3.4.1.1.1 天然气消耗量

受核查方天然气从兰溪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购入，无外供天然气。天然气进入

定型机和烧毛机作为燃料燃烧排放。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天然气

排放源类型 燃料燃烧排放

排放设施 定型机、烧毛机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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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 填报数据：37.7019 核查数据：37.7019

单位 万 Nm3

数据来源

填报数据来源：《2018年水电汽汇总记录》中天然气抄表

核查数据来源：《2018年水电汽汇总记录》中天然气抄表

交叉核对数据来源：《天然气发票清单》、天然气发票

监测方法

天然气抄表数用气体智能罗茨流量计直接计量，气体智能罗茨流

量计型号 LLQZ-25Z，精度为 1.5 级，由供气公司负责校准，仪器

的管理归属安全环保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监测设备维护 气体智能罗茨流量计由供气公司负责校准

记录频次 每月抄表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抽样检查（如有） 100%核查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填报数据来源于《2018年水电汽汇总记录》中天

然气抄表数据，核查组核对了初始填报数据与《2018年水电汽汇

总记录》中天然气抄表数据，数据完全一致无偏差，均为 37.7019

万 Nm3。

（2）交叉核对数据来自《天然气发票清单》中天然气发票，首

先核查组抽查了 2月、4月、7月、10月、12月的天然气发票原

件与《天然气发票清单》中天然气发票数据进行对比，发现数据

完全一致，证实《天然气发票清单》中天然气发票数据真实可信。

其次核查组累加《天然气发票清单》中天然气发票数据，得到天

然气总消耗量为 37.9206万 Nm3，而《2018年水电汽汇总记录》

中天然气抄表数据累加为 37.7019万 Nm3，误差为 0.58%，主要

原因是天然气发票开具时间与天然气自行抄表时间不一致。

综上所述，核查组采信《2018年水电汽汇总记录》中天然气抄表

数据，受核查方 2018年天然气消耗量为 37.7019万 Nm3，数据可

信。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填报数据来源与核查数据来源一致，均采

用《2018年水电汽汇总记录》中天然气抄表数据，且计算数据完

全一致无偏差，核查组认可受核查方填报数据作为《排放报告（终

版）》数据。

表 3-6核查确认的天然气消耗量

月份 一厂天然气消耗量 二厂天然气消耗量 总天然气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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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3） （Nm3） （Nm3）

1 25405 5887 31292

2 11189 3579 14768

3 26041 7976 34017

4 29646 9296 38942

5 32756 8101 40857

6 27643 7280 34923

7 19232 8869 28101

8 21250 6242 27492

9 20604 4784 25388

10 29292 3590 32882

11 31137 4601 35738

12 26466 6153 32619

合计（Nm3） 300661 76358 377019

转换单位（万 Nm3） 30.0661 7.6358 37.7019

3.4.1.1.2 柴油消耗量

受核查方从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浙江金华石油分公司购入柴油，没有外销

柴油，主要用在 3辆叉车。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柴油

排放源类型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排放设施 叉车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厂区内外

数值 填报数据：16.55 核查数据：13.9023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填报数据来源：《柴油汽油发票清单》、柴油发票

核查数据来源：《柴油汽油发票清单》、柴油发票

交叉核对数据来源：/

监测方法
受核查方柴油为直接到加油站加油，由加油站计量并统一开具发

票，受核查方每月统计柴油发票。

监测频次 每次测量

监测设备维护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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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频次 每次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受核查方柴油为直接到加油站加油，由加油站计量并统一开具发

票，故受核查方未自行计量柴油重量，柴油仅有一个数据来源，

未有交叉核对数据。经现场走访与沟通，核查组认为受核查方的

《柴油汽油发票清单》与柴油发票对应，且柴油带来的排放远小

于总排放量的 1%。故核查组采信《柴油汽油发票清单》与柴油

发票数据。

抽样检查（如有）
抽查 7月、9月、10月、11月柴油发票原件与《柴油汽油发票清

单》中柴油数据进行对比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填报数据来自《柴油汽油发票清单》中柴油数据，

核查组核对了初始填报数据与《柴油汽油发票清单》中柴油数据，

发现偏差-16%，主要原因是受核查方误认为柴油数据单位为 kg，

经核查组现场核实，受核查方柴油发票数据单位应为 L，对此核

查组开具不符合项 2。核查组重新汇总了《柴油汽油发票清单》

中柴油数据，柴油消耗量为 16550.33L，取柴油密度为 0.84kg/L，

柴油消耗量应为 13.9023t。

（2）核查组抽查 7月、9月、10月、11月柴油发票原件与《柴

油汽油发票清单》中柴油数据进行对比，发现数据完全一致，可

证实《柴油汽油发票清单》中柴油数据真实可信。

（3）《柴油汽油发票清单》中柴油数据与柴油发票原件实属同

一数据来源。由于受核查方柴油为直接到加油站加油，由加油站

计量并统一开具发票，故受核查方未自行计量柴油重量，柴油仅

有一个数据来源，未有交叉核对数据。经现场走访与沟通，核查

组认为受核查方的《柴油汽油发票清单》与柴油发票对应，且柴

油带来的排放远小于总排放量的 1%。故核查组采信《柴油汽油

发票清单》与柴油发票数据。

综上所述，核查组认为柴油消耗量为 13.9023t，可以采信。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填报数据与核查数据偏差为-16%，主要原

因是受核查方柴油数据单位选择错误。受核查方通过现场核查理

解了造成偏差的原因，确认并接受核查数据作为《排放报告（终

版）》修订依据。

表 3-7核查确认的柴油消耗量

月份 柴油消耗量（L）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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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665

5 4697.28

6 1115

7 1798.55

8 1616.64

9 1763.42

10 976.45

11 917.99

12

合计（L） 16550.33

柴油密度（kg/L） 0.84

转换单位（t） 13.9023

3.4.1.1.3 汽油消耗量

受核查方从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浙江金华石油分公司购入汽油，没有外销

汽油，主要用在 6辆汽车。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汽油

排放源类型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排放设施 汽车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厂区内外

数值 填报数据：0.3 核查数据：17.4598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填报数据来源：《柴油汽油发票清单》、汽油发票

核查数据来源：《柴油汽油发票清单》、汽油发票

交叉核对数据来源：/

监测方法
受核查方汽油为直接到加油站加油，由加油站计量并统一开具发

票，受核查方每月统计汽油发票。

监测频次 每次测量

监测设备维护 无

记录频次 每次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受核查方汽油为直接到加油站加油，由加油站计量并统一开具发

票，故受核查方未自行计量汽油重量，汽油仅有一个数据来源，

未有交叉核对数据。经现场走访与沟通，核查组认为受核查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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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汽油发票清单》与汽油发票对应，且汽油带来的排放远小

于总排放量的 1%。故核查组采信《柴油汽油发票清单》与汽油

发票数据。

抽样检查（如有）
抽查 7月、9月、10月、11月汽油发票原件与《柴油汽油发票清

单》中汽油数据进行对比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填报数据来自《柴油汽油发票清单》中汽油数据，

核查组核对了初始填报数据与《柴油汽油发票清单》中汽油数据，

发现偏差超过 100%，主要原因是受核查方汽油发票未统计完全，

对此核查组开具不符合项 3。核查组重新汇总了《柴油汽油发票

清单》中汽油数据，汽油消耗量为 23917.51L，取汽油密度为

0.73kg/L，汽油消耗量应为 17.4598t。

（2）核查组抽查 7月、9月、10月、11月汽油发票原件与《柴

油汽油发票清单》中汽油数据进行对比，发现数据完全一致，可

证实《柴油汽油发票清单》中汽油数据真实可信。

（3）《柴油汽油发票清单》中汽油数据与汽油发票原件实属同

一数据来源。由于受核查方汽油为直接到加油站加油，由加油站

计量并统一开具发票，故受核查方未自行计量汽油重量，汽油仅

有一个数据来源，未有交叉核对数据。经现场走访与沟通，核查

组认为受核查方的《柴油汽油发票清单》与汽油发票对应，且汽

油带来的排放远小于总排放量的 1%。故核查组采信《柴油汽油

发票清单》与汽油发票数据。

综上所述，核查组认为汽油消耗量为 17.4598t，可以采信。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填报数据与核查数据偏差超过 100%，主

要原因是受核查方汽油发票未统计完全，受核查方通过现场核查

理解了造成偏差的原因，确认并接受核查数据作为《排放报告（终

版）》修订依据。

表 3-8核查确认的汽油消耗量

月份 汽油消耗量（L）

1

2

3

4 90.76

5 9497.06

6

7 222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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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737.02

9 3387.67

10 2088.48

11 1887.71

12 0

合计（L） 23917.51

汽油密度（kg/L） 0.73

转换单位（t） 17.4598

3.4.1.2 碳酸盐使用过程活动数据

经现场核查，受核查方不涉及碳酸盐分解排放，本小节略。

3.4.1.3 废水厌氧处理活动水平数据

经现场核查，受核查方不涉及废水厌氧处理排放，本小节略。

3.4.1.4 CH4回收与销毁量

经现场核查，受核查方不涉及 CH4的回收与销毁量，本小节略。

3.4.1.5 CO2回收利用量

经现场核查，受核查方不涉及 CO2的回收利用，本小节略。

3.4.1.6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受核查方从国网浙江兰溪市供电有限公司购入电力，有三个电力总表，户号

分别为 8910396540（一厂）、8910415845（二厂）、8910391379（一厂 250KVA），

受核查方电力主要用于厂区内生产设备，电力无外供。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电力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电力排放

排放设施 整经机、球经机、烘干机、空压机等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车间

数值 填报数据：42742.1 核查数据：42634.312

单位 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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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填报数据来源：《2018年水电汽汇总记录》中电力抄表数据

核查数据来源：《2018年水电汽汇总记录》中电力抄表数据

交叉核对数据来源：《电力发票清单》、电力发票

监测方法

电力抄表由电能表直接测量，电能表型号为 DSSD331，精度为

0.5S，安装在配电房，由供电公司定期校准维护。仪器的管理归

属安全环保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并汇总

监测设备维护 电能表由供电公司定期校准维护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抽样检查（如有） 100%核查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填报数据来源于《2018年水电汽汇总记录》中电

力抄表数据，核查组核对了初始填报数据与《2018年水电汽汇总

记录》中电力抄表数据，发现误差为-0.25%，主要原因是受核查

方计算错误，对此核查组开具不符合项 4，核查组重新计算了

《2018 年水电汽汇总记录》中电力抄表数据，电力消耗量应为

42634.312MWh。

（2）交叉核对数据来自《电力发票清单》和电力发票，首先核

查组抽查了 1月、2月、3月、4月的电力发票原件与《电力发票

清单》数据进行对比，发现数据完全一致，可证实《电力发票清

单》数据真实可信。其次核查组累计了全年《电力发票清单》数

据，得到电力消耗量为 42882.693MWh，而《2018年水电汽汇总

记录》中电力抄表数据累计为 42634.312MWh，两组误差为

0.58%，主要原因是受核查方发票开具时间与自行抄表时间不一

致。

综上所述，核查组采信《2018年水电汽汇总记录》中电力抄表数

据，受核查方净购入电力为 42634.312MWh，数据可信。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填报数据与核查数据偏差为-0.25%，主要

原因是受核查方计算错误。受核查方通过现场核查理解了造成偏

差的原因，确认并接受核查数据作为《排放报告（终版）》修订

依据。

表 3-9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

月份 一厂（kWh） 二厂（kWh） 一厂 250KVA（kWh） 净购入电力（kWh）

1 2896900 1051240 32806.4 3980946.4

2 1411900 516440 20516.8 19488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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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150800 1117880 22252 4290932

4 2976400 1088920 27927.2 4093247.2

5 2605600 1131040 32031.2 3768671.2

6 2446200 1065920 39472.8 3551592.8

7 2534100 1130840 58740 3723680

8 2506200 1115000 62340 3683540

9 2321400 1013600 36720 3371720

10 2315500 967920 28075.2 3311495.2

11 2464000 995120 31297.6 3490417.6

12 2377100 1010200 31912.8 3419212.8

合计（kWh） 30006100 12204120 424092 42634312

单位转换

（MWh）
30006.1000 12204.1200 424.0920 42634.3120

3.4.1.7 净购入热力消耗量

受核查方从兰溪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购入蒸汽，没有外销蒸汽。受核查方

蒸汽主要用于整经机、球经机、烘干机、定型机等设备。

受核查方蒸汽统计以吨作为计量单位，因蒸汽压力和温度等参数均无实测数

据，故参考《碳核查情况说明》中提供的过热蒸汽（一厂：压力 0.6MPa，温度

200℃；二厂：压力 0.6MPa，温度 175℃；），依据《饱和/过热蒸汽热焓表》，

查询过热蒸汽热焓值分别为一厂：2849.9kJ/kg、二厂：2691.1kJ/kg，同时利用公

式（此公式来源于化工行业指南）修正得到蒸汽的热焓值分别为一厂：2.7662GJ/t、

二厂：2.6074GJ/t。计算过程如下：

热量计算公式为：   3-
stst 107483-EnM  .aAD蒸汽

表 3-10 核查确认的热焓值

一厂过热蒸汽热焓值（kJ/kg）

压力

温度
0.5MPa 0.6MPa 1MPa

200℃ 2855.5 2849.9 28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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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单位（GJ/t） 2.7662

二厂过热蒸汽热焓值（kJ/kg）

压力

温度
0.5MPa 0.6MPa 1MPa

160℃ 2767.3 2348.98 675.7

175℃ 2691.1

180℃ 2812.1 2805.14 2777.3

转换单位（GJ/t） 2.6074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蒸汽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蒸汽排放

排放设施 整经机、球经机、烘干机、定型机等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车间

数值 填报数据：377441.44 核查数据：320587.0693

单位 GJ

数据来源

填报数据来源：《2018年水电汽汇总记录》中蒸汽抄表

核查数据来源：《2018年水电汽汇总记录》中蒸汽抄表

交叉核对数据来源：《蒸汽发票清单》、蒸汽发票

监测方法

蒸汽流量由蒸汽流量计直接计量，蒸汽流量计型号为 LUGB-2320，
精度均为 1.5级，由供汽公司定期维护校准。仪器的管理归属安全环

保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抄表记录并汇总

监测设备维护 蒸汽流量计由供汽公司定期维护校准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抽样检查（如有） 100%核查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填报数据来源于《2018年水电汽汇总记录》中蒸汽

抄表，核查组核对了初始填报数据和《2018年水电汽汇总记录》中

蒸汽抄表，得到蒸汽用量为一厂：70958t，二厂：47675t；核查组

发现初始报告中蒸汽质量单位转换为热量单位时热焓值取值有误，

对此核查组开具不符合项 5。根据重新计算得到的过热蒸汽热焓值

（见表 3-10），计算得到蒸汽热量为一厂：196281.1813GJ，二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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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05.888GJ，合计为 320587.0693GJ。

（2）交叉核对数据来源于《蒸汽发票清单》中蒸汽发票清单，核

查组首先抽查了 1 月、4 月、6 月、9 月、12 月的蒸汽发票原件与

《蒸汽发票清单》中蒸汽发票清单进行对比，发现数据完全一致，

可证实《蒸汽发票清单》中蒸汽发票清单中数据真实可信。核查组

其次累加了《蒸汽发票清单》中蒸汽发票清单，得到全年蒸汽使用

量为一厂： 71210.3t、二厂：48164.5t，转换为热力为一厂：

196979.0834GJ、二厂：125582.1907GJ，合计为 322561.2742GJ，而

《 2018 年 水 电 汽 汇 总 记 录 》 中 蒸 汽 抄 表 累 计 热 力 值 为

320587.0693GJ，两组数据误差为 0.62%，主要原因为蒸汽发票开具

时间与蒸汽自行抄表时间不一致。

综上所述，核查组采信《2018年水电汽汇总记录》中蒸汽抄表数据，

受核查方热力消耗量为 320587.0693GJ，数据可信。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填报数据与核查数据偏差-15.06%，主要原因

是受核查方蒸汽热焓值取值有误，受核查方通过现场核查理解了造

成偏差的原因，确认并接受核查数据作为《排放报告（终版）》修

订依据。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 3-11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热力

月份 一厂（压力 0.6MPa，温度 200℃） 二厂（压力 0.6MPa，温度 175℃）

1 6575 4607

2 2947 2105

3 7279 4997

4 7209 4567

5 7244 4954

6 6874 4681

7 6369 4342

8 5695 4119

9 4876 2863

10 4960 3166

11 5533 3477

12 5397 3797

合计（t） 70958 47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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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焓值（GJ/t） 2.7662 2.6074

单位转换（GJ） 196281.1813 124305.8880

合计（GJ） 320587.0693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

未填报主营产品产量，柴油消耗量、汽油消耗量、净购入电力数据、净购入热

力数据填报有误，核查组开具 5个不符合项，受核查方理解造成偏差的原因，受

核查方对《排放报告（终版）》中进行修正后，其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符合《核

算指南》的要求。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参数名称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数值
填报数据(GJ/万 Nm3) 核查数据(GJ/万 Nm3)

389.31 389.31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核查结论

由于受核查方未检测天然气的低位发热量，故受核查方天然气低

位发热量数值来源于《核算指南》，经现场核查确认被核查方使

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3.4.2.2柴油低位发热量

参数名称 柴油低位发热量

数值
填报数据(GJ/t) 核查数据(GJ/t)

43.33 43.33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填报数据准确

3.4.2.3汽油低位发热量

参数名称 汽油低位发热量

数值
填报数据(GJ/t) 核查数据(GJ/t)

44.8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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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填报数据准确

3.4.2.4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

参数名称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

数值

填报数据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碳氧化率(%)

0.0153 99

核查数据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碳氧化率(%)

0.0153 99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数值来源于《核算指南》，

经现场核查确认被核查方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3.4.2.5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

参数名称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

数值

填报数据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碳氧化率(%)

0.0202 98

核查数据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碳氧化率(%)

0.0202 98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填报数据准确

3.4.2.6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

参数名称 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

数值

填报数据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碳氧化率(%)

0.0189 98

核查数据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碳氧化率(%)

0.0189 98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填报数据准确

3.4.2.7净购入电力的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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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电力的排放因子

数值
填报数据（tCO2/MWh） 核查数据（tCO2/MWh）

0.7035 0.7035

数据来源 《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华东区域电网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电力的排放因子来源于2012年华东区域电网排放因子，经现

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3.4.2.8净购入热力的排放因子

参数名称 热力的排放因子

数值
填报数据（tCO2/ GJ） 核查数据（tCO2/ GJ）

0.11 0.11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热力的排放因子来源于《核算指南》缺省值，经现场核查确

认受核查方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

中的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上述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核查组重新计算了受核查方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如下：

3.4.3.1燃料燃烧排放

表 3-12 核查确认的燃料燃烧排放量

种类

消耗量

（万

Nm3）

低位热值

（GJ/万
Nm3）

含碳量

（tC/GJ）
碳氧化

率（%）

折算

因子
排放量（tCO2） 合计

（tCO2）

A B C D E F=A*B*C*D*E

天然气 37.7019 389.31 0.0153 99 44/12 815.1863

912.0328柴油 13.9023 43.33 0.0202 98 44/12 43.7244

汽油 17.4598 44.8 0.0189 98 44/12 53.1222

3.4.3.2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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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不涉及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

3.4.3.3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受核查方不涉及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3.4.3.4 CH4回收与销毁量

受核查方不涉及 CH4回收与销毁量。

3.4.3.5 CO2回收利用量

受核查方不涉及 CO2回收利用量。

3.4.3.6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

表 3-13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

类型
净购入量

（MWh或 GJ）

购入量

（MWh 或

GJ）

外供量

（MWh或

GJ）

CO2排放因子

（tCO2/MWh 或

tCO2/GJ）

排放量

（tCO2）

电力 42634.312 42634.3120 0 0.7035 29993.2385

蒸汽 320587.0693 320587.0693 0 0.11 35264.5776

净购入电力、热力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65257.8161

3.4.3.7 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

表 3-14核查确认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排放类型
温室气体本

身质量（t）
温室气体排放

当量（tCO2e）

初始报告温室

气体排放当量

（tCO2e）
误差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912.0328 912.0328 872.89 4.48%

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量 - - - -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量 - - - -

CH4回收

与销毁量

CH4回收自用量 - - - -

CH4回收外供第三方的量 - - - -

CH4火炬销毁量 - - - -

CO2回收利用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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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 29993.2385 29993.2385 30069.07 -0.25%

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排放 35264.5776 35264.5776 41518.56 -15.06%

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

总量

（tCO2e）

不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 2

排放
912.0328 872.89 4.48%

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 2 排

放
66169.8490 72460.51 -8.68%

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重新核算，确认受核查方二氧化碳排放量，受核查

方认可核查数据为《排放报告（终版）》填报数据。

3.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据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浙江金梭纺织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棉织造加工

（行业代码 1712），不在“71号文”要求填写《补充数据表》的行业范围内，故

不涉及对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成员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查看相关资料，确认受核查方在质量保证和

文件存档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如下：

（1）受核查方在安全环保部设专人负责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与报告。核查组询

问了负责人，确认以上信息属实。

（2）受核查方根据内部质量控制程序的要求，制定了《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

品产量表》、《能源购进、消费、库存量台账》，定期记录其能源消耗和温室气

体排放信息。核查组查阅了以上文件，确认其数据与实际情况一致。

（3）受核查方制定了《统计管理办法》、《碳排放交易管理规定》等内部质量

控制程序，负责人根据其要求将所有文件保存归档。核查组现场查阅了企业历年

温室气体排放的归档文件，确认负责人按照程序要求执行。

（4）根据《统计管理办法》、《碳排放交易管理规定》等内部质量控制程序，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由安全环保部负责起草并由安全环保部负责人校验审核，核查

组通过现场访问确认受核查方已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3.6 其他核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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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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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小组确认：

浙江金梭纺织有限公司 2018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工业其他行

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

做好 2018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

函〔2019〕71号）的要求；

浙江金梭纺织有限公司未纳入碳交易核查序列内，暂未对监测计划进行备

案。故不涉及排放报告与已备案监测计划符合性的核查。

4.2 排放量声明

4.2.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浙江金梭纺织有限公司 2018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只涉及二氧化碳一种气体，其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为 912.0328tCO2e，

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量为 0tCO2e，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量为 0tCO2e，CH4

回收与销毁量为 0tCO2e，CO2回收利用量为 0tCO2e，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

放量为 29993.2385tCO2e，净购入热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为 35264.5776tCO2e。排

放总量为 66169.849tCO2e。

浙江金梭纺织有限公司 2018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排放类型
温室气体本

身质量（t）
温室气体排放

当量（tCO2e）

初始报告温室

气体排放当量

（tCO2e）
误差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912.0328 912.0328 872.89 4.48%

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量 - - - -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量 - - - -

CH4回收

与销毁量

CH4回收自用量 - - - -

CH4回收外供第三方的量 - - - -

CH4火炬销毁量 - - - -

CO2回收利用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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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 29993.2385 29993.2385 30069.07 -0.25%

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排放 35264.5776 35264.5776 41518.56 -15.06%

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

总量

（tCO2e）

不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 2

排放
912.0328 872.89 4.48%

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 2 排

放
66169.8490 72460.51 -8.68%

4.2.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据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浙江金梭纺织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棉织造加工

（行业代码 1712），不在“71号文”要求填写《补充数据表》的行业范围内，故

不涉及对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浙江金梭纺织有限公司未针对 2017年进行温室气体核查，故其 2018年的排

放量和排放强度无法与上一年度进行对比。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浙江金梭纺织有限公司 2018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或特别需要

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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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 重点排放单位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1

《排放报告（初版）》未填报主

营产品产量，不符合《核算指南》

要求。

原因分析：受核查方未填报主营产

品产量。

整改措施：增加主营产品产量数据。

该不符合

项已关闭。

2
《排放报告（初版）》中柴油消

耗量填报有误。

原因分析：受核查方柴油数据单位

选择错误。

整改措施：重新计算柴油消耗量。

该不符合

项已关闭。

3
《排放报告（初版）》中汽油消

耗量填报有误。

原因分析：受核查方汽油发票未统

计完全。

整改措施：重新计算汽油消耗量。

该不符合

项已关闭。

4
《排放报告（初版）》中净购入

电力填报有误。

原因分析：受核查方计算错误。

整改措施：重新计算净购入电力。

该不符合

项已关闭。

5
《排放报告（初版）》中净购入

热力填报有误。

原因分析：受核查方蒸汽热焓值取

值有误。

整改措施：重新计算蒸汽热焓值，

并重新计算净购入热力。

该不符合

项已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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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序号 建议

1
受核查方应建立完善内部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体系，制定相关活动水平及参数的监测

计划，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

2
受核查方应制定计量器具的定期校准检定计划，按照相关规定对所有计量器具定期

进行检定或校准。

3 应加强对内部数据审核，确保今后年份活动数据口径与本报告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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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1 核查通知函

2 签到表

3 现场核查记录

4 首次会议记录

5 末次会议记录

6 公正性规避说明

7 保密协议

8 营业执照

9 组织机构图

10 厂区平面图

11 生产工艺流程图

12 废水工艺流程图

13 主要耗能设备

14 计量器具清单

15 财务状况表

16 工业企业成本费用表

17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18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19 2018年水电汽汇总记录

20 天然气发票清单

21 电力发票清单

22 蒸汽发票清单

23 柴油汽油发票清单

24 产品销售量

25 现场核查照片

26 天然气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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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电力发票

28 蒸汽发票

29 柴油、汽油发票

30 碳核查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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