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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单位名称 
山东三星玉米产

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邹平县韩店镇民营

工业园 

联系人 崔晓宇 
联系方式（电话、

email） 
18678313575 

重点排放单位所属行业领域 食用植物油加工（C1331） 

重点排放单位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tCO2e）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115785 129891 

核查结论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评审，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机构确认： 

1、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符合性 

排放单位 2017~2018 年排放报告和核算方法符合《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

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2、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量声明 

经核查的排放量与最终排放报告中一致。 

排放类型 2017 年 2018 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2711.2183 2838.6317 

净购入电力引起的排放量（tCO2） 44063.1657 49531.9537 

净购入热力引起的排放量（tCO2） 69010.1949 77520.8204 

总排放量（tCO2） 115785 129891 

3、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2018 年度的排放量比 2017 年度的排放量增加 12.18%，因为 2018 年市场比

2017 年较好，产品供应量增加了 9.46%，排放单位净购入的电力增加了 12.41%，

净购入热力增加了 12.33%。2017-2018 年的排放量变化趋势符合实际情况，排放

量无异常波动。2018 年排放强度为 0.54tCO2/t，相比 2017 年排放强度 0.52CO2/t

增加 3%，因为 2017 年精加工增加真空改造，提高真空，使能耗增加。 

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描述 

《核算指南》所要求的内容已在本次核查中全面覆盖，本次核查过程中不存

在未覆盖的问题。 

核查组长 孙得政 签名 
 

日期 2019 年 3 月 4 日 

技术评审人 杨晓芳 签名 
 

日期 2019 年 3 月 4 日 

批准人 田延军 签名 
 

日期 2019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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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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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亚华低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华低碳”）作

为第三方核查机构，独立公正地开展核查工作，确保数据完整准确。

根据《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核查的具体目的包含如下内容： 

（1）为排放单位准确核算自身温室气体排放，更好地制定温室

气体排放控制计划、提供碳排放权交易策略支撑，并为今后全国碳交

易制度下的配额分配和企业履约提供支撑； 

（2）督促排放单位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制度，建立温室

气体核算和报告的质量保证体系，挖掘碳减排潜力，促进企业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 

（3）为主管部门准确掌握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制定相

关政策提供支撑； 

（4）核查排放企业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他支持文件是

否完整可靠，并且符合《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以下简称《核算指南》），按

照《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的要求，对记录和

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判断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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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核查范围 

此次核查范围包括排放单位核算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范

围包括：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1.3 核查准则 

根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要求，为了

确保真实公正地获取排放单位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此次核查工作在

开展工作时，亚华低碳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亚华低碳独立于被核查企业，避免利益冲突，在核查活动中保持

客观、独立。 

2）公平公正 

亚华低碳在核查过程中的发现、结论、报告应以核查过程中获得

的客观证据为基础，不在核查过程中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3）诚信保密 

亚华低碳的核查人员在核查工作中诚信、正直，遵守职业道德，

履行保密义务。 

同时，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令第 17 号）； 

-《“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6〕6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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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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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协助开展 2016、2017 年度重点企业碳排放第三方核查

工作的通知》；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 （试行）》；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2006）；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GB/T 213-2008）；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44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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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2.1.1 核查机构及人员 

根据审核员的专业领域、技术能力、重点排放单位的规模和经营

场所数量等实际情况，亚华低碳指定了本次核查的核查组组成及技术

复核人。 

核查组由两名核查员组成，对于需要现场抽样的排放单位，每个

抽样现场由一名核查员进行现场核查。并指定一名独立于核查组的技

术复核人做质量复核。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见表 2-1。 

 

 

表 2-1  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在审核组中的作用 

1 孙得政 
核查组

组长 

主要负责项目分工、质量控制并参加现场访问，

撰写核查报告，负责文件评审并参加现场访问 

2 刘宁 
核查组

成员 

主要负责现场检查相关计量器具及生产设备，并

参加现场访问 

3 杨晓芳 
技术 

复核 
质量复核 

2.1.2 核查时间安排 

此次核查任务的时间安排如下表 2-2 所示。 

表 2-2  核查时间安排表 

日期 时间安排 

2019 年 2 月 25 日 文件评审 

2019 年 2 月 26 日 现场核查 

2019 年 2 月 27 日 完成核查报告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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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4 日 技术复核 

2019 年 3 月 5 日 核查报告签发 

2.2 文件评审 

根据《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核查组对如下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 

排放单位提供的支持性文件，详见核查报告“参考文件”。 

核查组通过评审以上文件，识别出现场核查的重点为：现场查看

排放单位的核算边界及温室气体排放源；现场核查受核查企业排放设

施和测量设备，现场查阅排放单位的支持性文件，通过交叉核对判断

初始排放报告中的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经现场核查，核查组形成核查发现及结论，并编制本核查报告。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对排放单位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核

查的流程主要包括首次会议、收集和查看现场前未提供的支持性材料、

现场查看相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对排放单位相关负责人员进行访

谈、核查组内部讨论、末次会议 6 个子步骤。现场核查的时间、对象

及主要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3  现场核查记录表 

时间 
访谈对象 

（姓名／职位） 
部门 访谈内容 

2019 年 2

月 28 日 
崔晓宇 项目部 

-介绍排放单位的基本情况; 

 -介绍开展能源管理与节能

环保工作的成果及未来计

划； 

 -介绍排放单位用能及能源

管理现状； 

 -回答温室气体填报负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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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及其岗位职责有关问题。 

韩逢明/霍光彬 生产总监 

 介绍排放单位组织构架和厂

区布局分布。 

-介绍排放单位主要耗能设施的类

型、能耗种类、位置等情况； 

-回答数据的监测、收集和获取过程

有关问题。 

-介绍相关排放设施、测量设备以及

回答相关问题。 

张广通 财务部 

-提供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

及最终版本； 

 -提供《文件清单》中的支持

性文件； 

-介绍排放单位主要耗能设施的类

型、能耗种类、位置等情况； 

-回答关于如能源统计数据来源、周

期、方式等信息； 

-回答关于如填报表格中数据来源、

文档管理等问题； 

-提供《文件清单》中的支持性文件。 

孙俊 仓库 -回答产品贮存有关问题。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核查组根据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的总结评价的结果，经核算后，

核查组于 2019 年 3 月 4 日形成最终核查报告。 

为保证核查质量，核查工作实施组长负责制、技术复核人复核制、

质量管理委员会把关三级质量管理体系。即对每一个核查项目均执行

三级质量校核程序，且实行质量控制前移的措施及时把控每一环节的

核查质量。核查组组长负责在核查过程中对核查组成员进行指导，并

控制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技术复核人负责在最终核查报告提交受核

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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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单位简介及组织机构 

核查组通过评审排放单位的《营业执照》、《企业简介》以及查看

现场、访谈相关人员，确认排放单位的基本信息如下： 

1、排放单位简介 

- 排放单位名称：山东三星玉米产业科技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96152594M 

- 法定代表人：王明星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 所属行业：食用植物油加工（C1331），属于核算指南中的“食

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 

- 实际位置：邹平县韩店镇民营科技园 

- 成立时间：2006 年 11 月 14 日 

- 企业联系人：崔晓宇 

2、排放单位的组织机构 

排放单位的组织机构图如图 3-1、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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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排放单位初加工部分组织机构图 

 

图 3-2 排放单位精加工部分组织机构图 

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集团组织部负责。 

3.1.2 产品服务及生产工艺 

排放单位为食用植物油生产企业，主要产品为精制玉米油。 

生产工艺流程图如图 3-3、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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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初加工生产工艺流程

 

图 3-4  精加工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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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能源统计及计量情况 

- 使用能源的品种：2017-2018 年排放单位使用的能源品种及

其对应的直接/间接排放设施见表 3-1。 

表 3-1 排放单位主要排放设施及使用的能源品种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规格型号 台数 能源品种 设备位置 

1 离心通风机 4-72 3 电力 上料工段 

2 振动筛气泵 YBW60 3 电力 上料工段 

3 破碎机 YPSG40*125 2 电力 榨油工段 

4 减速机 R107DV132S4 3 电力 榨油工段 

5 轧胚机 YYPY2*80*125 6 电力 榨油工段 

6 榨油减速机 FA107 6 电力 榨油工段 

7 齿轮油泵 CB04 6 电力 榨油工段 

8 减速机 DWEY2715-595-2.2 1 电力 榨油工段 

9 
毛油泵（齿

轮油泵） 
IS65-40-200 1 电力 榨油工段 

10 轴向柱塞泵 SCY14-1B 1 电力 榨油工段 

11 油泵 IS65-40-200 1 电力 榨油工段 

12 离心混合泵 LHB180 2 电力 榨油工段 

13 蝶式分离机 DZH470 3 电力 浸出工段 

14 软化水泵 IS65-50-160 1 电力 浸出工段 

15 水洗油泵 IS-80-65-160 1 电力 浸出工段 

16 皂角泵 KCB-300 1 电力 浸出工段 

17 离心通风机 q-26.5A 1 电力 浸出工段 

18 气提抽油泵 DA82-216J4BM-0204S1-B 1 电力 浸出工段 

19 热水泵 XK06-014-00814 1 电力 浸出工段 

20 
螺杆空气压

缩机 
LS16-75H 1 电力 

浸出工段

南门 

21 轴向柱塞泵 25SCY-1B 3 电力 浸出工段 

22 净油泵 IS80-50-200 2 电力 浸出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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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齿轮泵 2GY-10/04h 1 电力 浸出工段 

24 减速机 YCJ160-5.5-147 1 电力 浸出工段 

25 
离心混合泵

（东） 
LHB180 2 电力 浸出工段 

26 增压泵 IS80-65-160 1 电力 浸出工段 

27 真空泵 IS100-80-160 1 电力 浸出工段 

28 屏蔽油泵 F82-316J4BM-0608TSI-B 1 电力 浸出工段 

29 转子泵 65BV6-20 1 电力 
精炼车间 

碱炼工段 

30 罗茨泵 2BV5-131 1 电力 
精炼车间 

脱色工段 

31 罗茨泵 KLRC-200 1 电力 
精炼车间 

脱臭工段 

32 电力变压器 S11-2000/35 2 电力 动力科 

33 电力变压器 S11-2000/35 1 电力 动力科 

34 蒸汽锅炉 NUK-HP700 1 天然气 
精炼车间 

脱臭工段 

35 
螺杆空气压

缩机 
LS16-75L AC SULL 1 电力 

精炼车间 

脱蜡工段 

36 
螺杆空气压

缩机 
LS16-100L AC SULL 1 电力 

精炼车间 

脱蜡工段 

37 离心泵 IHKZ65-50-125 1 电力 
精炼车间

各工段 

38 
螺杆式空压

机 
LS20-150H  AC 1 电力 

精炼车间 

脱蜡工段 

39 软化锅 27≈32t/h 1 蒸汽 软化工段 

40 脱色塔 12≈13m³t/h 1 蒸汽 脱色工段 

41 脱臭塔 13.5≈14.5m³t/h 1 蒸汽 脱色工段 

- 计量设备情况：2017-2018 年排放单位主要能源计量设备情况见表

3-2。 

表 3-2 计量设备情况 

设备名称/代号 安装位置 
计量参

数 
型号 

准确度

等级 
检定周期 

电能表 一车间配电室 电 DD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一车间配电室 电 DD862-4 0.5S 一年 



山东三星玉米产业科技有限公司 2017-2018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12 

电能表 一车间配电室 电 DD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一车间配电室 电 DD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一车间配电室 电 DD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一车间配电室 电 DD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一车间油泵房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一车间配电室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一车间配电室 电 DTS6006 0.5S 一年 

电能表 一车间配电室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一车间配电室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一车间浸出配

电室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一车间浸出配

电室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一车间浸出配

电室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一车间配电室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一车间配电室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二车间高压室 电 DSSD71 0.5S 一年 

电能表 二车间高压室 电 DSSD71 0.5S 一年 

电能表 二车间高压室 电 DSSD71 0.5S 一年 

电能表 二车间高压室 电 DSSD71 0.5S 一年 

电能表 二车间高压室 电 DSSD71 0.5S 一年 

电能表 二车间配电室 电 DTS607 0.5S 一年 

电能表 二车间配电室 电 DTS607 0.5S 一年 

电能表 二车间配电室 电 DTS607 0.5S 一年 

电能表 二车间配电室 电 DTS607 0.5S 一年 

电能表 二车间配电室 电 DTS607 0.5S 一年 

电能表 二车间配电室 电 DTS607 0.5S 一年 

电能表 二车间配电室 电 DTS607 0.5S 一年 

电能表 二车间配电室 电 DTS607 0.5S 一年 

电能表 二车间配电室 电 DTS607 0.5S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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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表 二车间配电室 电 DTS607 0.5S 一年 

电能表 二车间配电室 电 DTS607 0.5S 一年 

电能表 二车间配电室 电 DTS607 0.5S 一年 

电能表 二车间配电室 电 DTS6006 0.5S 一年 

电能表 二车间配电室 电 DTS607 0.5S 一年 

电能表 二车间配电室 电 DD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二车间配电室 电 DTS6006 0.5S 一年 

电能表 二车间配电室 电 DTS6006 0.5S 一年 

电能表 二车间配电室 电 DTS6006 0.5S 一年 

配电盘电能表 三车间配电室 电 
AMC96L-E4/

KCMZ 
1 一年 

配电盘电能表 三车间配电室 电 
AMC96L-E4/

KCMZ 
1 一年 

配电盘电能表 三车间配电室 电 
AMC96L-E4/

KCMZ 
1 一年 

配电盘电能表 三车间配电室 电 
AMC96L-E4/

KCMZ 
1 一年 

配电盘电能表 三车间配电室 电 
AMC96L-E4/

KCMZ 
1 一年 

配电盘电能表 三车间配电室 电 
AMC96L-E4/

KCMZ 
1 一年 

配电盘电能表 三车间配电室 电 
AMC96L-E4/

KCMZ 
1 一年 

配电盘电能表 三车间配电室 电 
AMC96L-E4/

KCMZ 
1 一年 

配电盘电能表 三车间配电室 电 
AMC96L-E4/

KCMZ 
1 一年 

配电盘电能表 三车间配电室 电 
AMC96L-E4/

KCMZ 
1 一年 

配电盘电能表 三车间配电室 电 
AMC96L-E4/

KCMZ 
1 一年 

配电盘电能表 三车间配电室 电 
AMC96L-E4/

KCMZ 
1 一年 

配电盘电能表 三车间配电室 电 
AMC96L-E4/

KCMZ 
1 一年 

配电盘电能表 三车间配电室 电 
AMC96L-E4/

KCMZ 
1 一年 

配电盘电能表 三车间配电室 电 
AMC96L-E4/

KCMZ 
1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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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盘电能表 三车间配电室 电 
AMC96L-E4/

KCMZ 
1 一年 

配电盘电能表 三车间配电室 电 
AMC96L-E4/

KCMZ 
1 一年 

配电盘电能表 三车间配电室 电 
AMC96L-E4/

KCMZ 
1 一年 

配电盘电能表 三车间配电室 电 
AMC96L-E4/

KCMZ 
1 一年 

配电盘电能表 三车间配电室 电 
AMC96L-E4/

KCMZ 
1 一年 

配电盘电能表 三车间配电室 电 
AMC96L-E4/

KCMZ 
1 一年 

电能表 低压配电室 1 电 DT862-2 / 一年 

电能表 低压配电室 1 电 DT862-2 / 一年 

电能表 低压配电室 1 电 DT862-4 / 一年 

电能表 低压配电室 1 电 DT862-2 / 一年 

电能表 低压配电室 1 电 DT862-4 / 一年 

电能表 低压配电室 1 电 DT862-4 / 一年 

电能表 低压配电室 1 电 DT862-4 / 一年 

电能表 低压配电室 2 电 PZ72-E4/4 / 一年 

电能表 低压配电室 2 电 PZ72-E4/4 / 一年 

多功能电度表 高压配电室 电 DSSD331 / 一年 

旋翼湿式水表 
一车间井水总

管道 
水 LXS-100E ±2% 一年 

旋翼湿式水表 
二车间井水总

管道 
水 LXS-100E ±2% 一年 

旋翼湿式水表 
浓香型玉米油

井水总管道 
水 LXS-100E ±2% 一年 

旋翼湿式水表 
消防泵房总管

道 
水 LXS-100E ±2% 一年 

旋翼湿式水表 
一车间软化水

管道 
水 LXS-50E ±2% 一年 

旋翼湿式水表 
二车间软化水

管道 
水 LXS-50E ±2% 一年 

旋翼湿式水表 
三车间榨油软

化水管道 
水 LXS-50E ±2% 一年 

旋翼湿式水表 
三车间浸出软

化水管道 
水 LXS-50E ±2%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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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数据采集

器 
吹瓶车间南侧 水 HZG-7 / 一年 

水表 精炼软水房 水 DN50 / 一年 

V 锥流量计 
厂区主管道流

量计 
蒸汽 EJA110A 

0-40t/h   

0-36.07

kpa 

一年 

V 锥流量计 
一车间主管道

流量计 
蒸汽 EJA111E 

0-15t/h   

0-21.32

kpa 

一年 

V 锥流量计 
一车间榨油流

量计 
蒸汽 EJA112A 

0-8t/h    

0-44.17

2kpa 

一年 

V 锥流量计 
一车间浸出流

量计 
蒸汽 EJA113A 

0-8t/h    

0-40.76

8kpa 

一年 

涡街流量计 
二车间蒸汽流

量计 
蒸汽 DY150 0-10t/h 一年 

V 锥流量计 
三车间主管道

蒸汽流量计 
蒸汽 HM-3051DP 

0-10t/h   

0-4.056

kpa 

一年 

V 锥流量计 
三车间分工段

蒸汽流量计 
蒸汽 HM-3052DP 

0-8t/h    

0-44.43

2kpa 

一年 

涡街流量计 后勤换热站 蒸汽 
LUGB-2404-P

5P 

0-1025

kg/h 
一年 

流量积算仪 汽包房 蒸汽 

F2000X-A3-I1

-C4-R02-PWA

-L1-VAC 

/ 一年 

流量积算仪 汽包房 蒸汽 

F2000X-A3-I1

-C4-R02-PWA

-L1-VAC 

/ 一年 

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2 0.5S 一年 

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2 0.5S 一年 

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2 0.5S 一年 

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4 0.5S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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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2 0.5S 一年 

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2 0.5S 一年 

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2 0.5S 一年 

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2 
电 PZ72-E4/C 0.5S 一年 

电能表 高压配电室 电 DL/T614-2007 0.5S 一年 

电能表 
东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东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D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东厂低压配电

室 2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东厂低压配电

室 2 
电 DTS314 0.5S 一年 

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4 0.5S 一年 

电能表 
西厂低压配电

室 1 
电 DT862 0.5S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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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积算仪 汽包房 / 

F2000X-A3-I1

-C4-R02-PWA

-L1-VAC 

/ 一年 

流量积算仪 汽包房 / 

F2000X-A3-I1

-C4-R02-PWA

-L1-VAC 

/ 一年 

IC 卡智能流量

控制器 
天然气站 / LKZ-50 / 一年 

气体智能罗茨 

流量计 
天然气站 / LKQZ-50BZ / 一年 

气体智能罗茨 

流量计 
天然气站 / LKQZ-50BZ / 一年 

- 使用能源的品种：排放单位使用的能源品种主要有电力、蒸汽

和天然气。 

- 能源计量统计情况：排放单位出具的《生产月报》、《原材

料库存明细表》、《财务明细表》，其中包含电力、蒸汽和天然气的

月消耗量。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最终排放报告中排放单位的基本信息真实、

正确。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核查组对重点排放单位的核算边界进行核查，确认以下与核算边

界有关的信息属实： 

- 核算边界与相应行业的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一致； 

- 核算边界以独立法人为边界； 

- 排放单位的生产系统、辅助系统和附属系统都已纳入核算边界； 

- 核算边界内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信息见下表 3-3。 

表 3-3  排放单位碳排放源识别表 

排放源类型 设施 排放源 排放设施位置 
备注（2017-2018 年

设施的变化情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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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产、退出、替代） 

工业生产过程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外购电力 各用电设施 电力 厂内设施 不涉及 

净购入热力 分汽缸 热力 生产车间内 不涉及 

化石燃料燃烧

排放 
天然气锅炉 化石燃料 精加工车间 不涉及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包括了核算边界内的全部固定

排放设施，排放单位的场所边界、设施边界符合《核算指南》中的要

求，且排放设施的名称、型号以及物理位置均与现场一致。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评审 2017-2018 年排放报告，确认排放单位的核算方

法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核查组没有发现偏离《核算指南》的情

况。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排放单位，对排放报告中的每

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

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

如下。 

3.4.1.1 化石燃料燃烧活动水平数据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 1：锅炉天然气消耗量 

 

表 3-4 对锅炉天然气消耗量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2017 年 1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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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31.29 

单位 万 Nm
3
 

数据来源 《2017-2018 年财务明细账-天然气》 

监测方法 流量计 

监测频次 每批次 

记录频次 排放单位每次记录，每月、每年均汇总数据。 

监测设备校验 /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抽样检验 

经现场访问确认，排放单位天然气消耗量取自《2017-2018

年明细账-天然气》，是天然气消耗量的唯一数据来源，无法

进行交叉核对。核查组随机抽查了 2、4、7、11 月份发票数

据进行加和比对，确认月度汇总数据无误。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消耗量数据来自《2017-2018 年财务

明细账-天然气》，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

算指南》要求。 

表 3-5 天然气消耗量（万 m
3） 

月份/年度 2017 2018 

一月 9.14 12.70 

二月 11.07 5.73 

三月 7.06 11.55 

四月 9.93 9.43 

五月 11.29 9.14 

六月 9.63 12.12 

七月 11.09 11.67 

八月 8.75 12.76 

九月 10.61 12.18 

十月 10.17 11.71 

十一月 13.68 11.21 

十二月 12.97 11.07 

合计（t） 125.39 131.29 

活动水平数据 2：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值 

表 3-6 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值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2017 年 38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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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89.31 

单位 GJ/t 

数据来源 
由于企业暂不具备自测条件，因此采用《核算指南》附录二

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值数据正确。 

3.4.1.2 净购入电力活动水平数据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 3：净购入电力 

表 3-7  对净购入电力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2017 年 49828.30 

2018 年 56012.61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2017-2018 年生产用电月报》 

监测方法 电表/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记录，月度、年度累计汇总 

监测设备校验 每年一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经核查组与企业人员沟通，排放单位净购入电力数据来源于

《2017-2018 年生产用电月报》，与《2017-2018 年财务明细

账-电量》交叉核对，核对结果：《2017-2018 年生产用电报表》

与《2017-2018 年财务明细账-电量》2017 年相差 5450MWh，

占比：1%，2018 年相差 1343MWh，占比：1.2%，原因为公

司内部抄表为每月 31 号，为电网单位结算为每月 26 号。差

异在合理范围内。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电力数据来自于排放单位的

《2017-2018 年生产用电月报》，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

确，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表 3-8  对净购入电力的交叉核对 

2017 

《2017-2018 年生产

用电月报》（数据源） 

(MWh) 

最终排放报告

(MWh) 

财务明细账 

(MWh) 

一月 3267.79 3267.79 272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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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3117.29 3117.29 2824.653 

三月 3754.14 3754.14 3456.058 

四月 4095.72 4095.72 3726.392 

五月 4234.53 4234.53 3808.265 

六月 4293.01 4293.01 3800.529 

七月 4608.99 4608.99 4094.83 

八月 4000.07 4000.07 3402.466 

九月 3832.24 3832.24 3341.344 

十月 4027.96 4027.96 3546.809 

十一月 4473.05 4473.05 4068.567 

十二月 6123.52 6123.52 5585.732 

全年合计 49828.30 49828.30 44377.53 

2018 

《2017-2018 年生产

用电月报》（数据源） 

(MWh) 

最终排放报告

(MWh) 

财务明细账 

(MWh) 

一月 5713.01 5713.01 5174.099 

二月 3175.60 3175.60 2936.741 

三月 5084.76 5084.76 4730.486 

四月 4032.91 4032.91 3760.706 

五月 4149.22 4149.22 3765.944 

六月 4144.20 4144.20 3690.381 

七月 5082.45 5082.45 4525.765 

八月 4872.59 4872.59 4225.492 

九月 4830.03 4830.03 4253.364 

十月 5244.61 5244.61 4831.051 

十一月 4849.14 4849.14 4426.866 

十二月 4834.09 4834.09 4256.394 

全年合计 56012.61 56012.61 5057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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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3 净购入热力活动水平数据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 4：净购入热力 

表 3-9  对净购入热力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2017 年 627365.41 

2018 年 704734.73 

单位 GJ 

数据来源 《2017-2018 年热蒸汽汇总表》 

监测方法 

二次计算，根据供热合同提供的排放单位外购蒸汽（吨）的

温度和压力分别是：240℃，0.7MPa，根据公式 AD 蒸汽=Mast

×(Enst-83.74)×10
-3 计算出外购热力（GJ）。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记录，月度、年度累计汇总 

监测设备校验 每半年一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经核查组与企业人沟通，排放单位净购入热力数据来源于

《2017-2018 年热蒸汽汇总表》，与《2017-2018 年财务明细

账-热蒸汽》交叉核对，核对结果：一致，以《2017-2018 年

热蒸汽汇总表》数据为准。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热力数据来自于排放单位的《生产

月报》，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

要求。 

表 3-10  净购入热力数据的交叉核对 

2017 

《2017-2018 年热

蒸汽汇总表》（数

据源）(GJ) 

最终排放报告(GJ) 财务明细账(GJ) 

一月 42648.6943 42648.6943 42649 

二月 41065.1961 41065.1961 41065 

三月 50223.1893 50223.1893 50223 

四月 51778.1045 51778.1045 51778 

五月 52018.2017 52018.2017 52018. 

六月 49800.1609 49800.1609 49800 

七月 54882.2183 54882.2183 5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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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45715.6502 45715.6502 45716 

九月 45338.3546 45338.3546 45338 

十月 52918.5662 52918.5662 52919 

十一月 62030.8266 62030.8266 62031 

十二月 78946.246 78946.246 78946 

全年合计 627365.4087 627365.4087 627365 

2018 

《2017-2018 年热

蒸汽汇总表》（数

据源）(GJ) 

最终排放报告(GJ) 财务明细账(GJ) 

一月 75493.4196 75493.4196 75493 

二月 44137.8686 44137.8686 44138 

三月 69319.4916 69319.4916 69319 

四月 53141.5136 53141.5136 53142 

五月 53996.1453 53996.1453 53996 

六月 53538.8173 53538.8173 53539 

七月 45269.7554 45269.7554 45270 

八月 53884.6716 53884.6716 53885 

九月 57123.1255 57123.1255 57123 

十月 70954.4392 70954.4392 70954. 

十一月 66796.47019 66796.47019 66796 

十二月 61079.0127 61079.0127 61079 

全年合计 704734.7306 704734.7306 704735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针对排放报告中每一个排放因子的核算参数进行了核查，

排放单位选取的直接排放因子和间接排放因子均为缺省值。核查组针

对排放报告中每一个排放因子的核算参数进行了核查，确认相关数据

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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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因子数据的核查 

排放因子数据 1：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表 3-11  对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2017 年 15.3×10

-3
 

2018 年 15.3×10
-3

 

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由于排放单位暂不具备自测条件，《核算指南》附录二中的缺省

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数据正确。 

排放因子数据 2：天然气碳氧化率 

表 3-12 对天然气碳氧化率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2016 年 99% 

2017 年 99% 

单位 / 

数据来源 
由于排放单位暂不具备自测条件，因此采用《核算指南》附录

二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的碳氧化率数据正确。 

3.4.2.2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核查 

排放因子数据 3：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表 3-13 对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核查的核查 

确认的数值 
2017 年 0.8843 

2018 年 0.8843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采用华北区域电网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正确。 

3.4.2.3 净购入热力排放因子核查 

排放因子数据 4：净购入热力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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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对净购入热力排放因子核查的核查 

确认的数值 
2017 年 0.11 

2018 年 0.11 

单位 tCO2/GJ 

数据来源 采用指南中的推荐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热力排放因子数据正确。 

综上所述，核查组针对排放报告中每一个排放因子的核算参数进

行了核查，确认相关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

要求。 

3.4.3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核算指南》，核查组通过审阅排放单位填写的排放报告，

对所提供的数据、公式、计算结果进行验算，确认所提供数据真实、

可靠、正确，计算方法与《核算指南》中的要求一致。在温室气体核

算过程中，企业实测数据按企业计量器具检测精度收集数据，缺省值

数据按照标准要求引用数据；所有核算数据保留 4 位小数（按照四舍

五入原则）；年度企业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取整，单位为 tCO2。 

表 3-15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计算 

年份 
化石燃

料种类 

消费量 
平均低位

发热值 

单位热值

含碳量 

碳氧

化率 

折算 

因子 
碳排放量 

t GJ/t tC/GJ % / tCO2 

2017 天然气 125.39 389.31 15.3×10
-3

 99 44/12 2711.2183 

2018 天然气 131.29 389.31 15.3×10
-3

 99 44/12 2838.6317 

表 3-16 净购入电力引起的 CO2排放 

年份 
净购入电力消费量

（MWh） 

CO2排放因子 

（tCO2/MWh） 
碳排放量（tCO2） 

2017 49828.30 0.8843 44063.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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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56012.61 0.8843 49531.9537 

表 3-17 净购入热力引起的 CO2排放 

年份 
净购入热力消费量

（GJ） 

CO2排放因子 

（tCO2/ GJ） 
碳排放量（tCO2） 

2017 627365.4087 0.11 69010.1920 

2018 704734.7306 0.11 77520.8204 

表 3-18  排放单位排放总量计算 

排放类型 2017 年 2018 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2711.2183 2838.6317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tCO2） 0 0 

净购入电力引起的排放量（tCO2） 44063.1657 49531.9537 

净购入热力引起的排放量（tCO2） 69010.1920 77520.8204 

废水厌氧处理过程排放（tCO2） 0 0 

总排放量（tCO2） 115785 129891 

3.4.4 主营产品产量的核查 

表 3-19  对主营产品产量的核查 

确认的数值 
2017 年 220629.77 

2018 年 241498.60 

单位 t 

数据来源 《2017-2018 年产品产量》 

监测方法 流量计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每年均汇总数据。 

监测设备校验 每年一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经核查组与企业人员沟通，排放单位产品产量数据来源于

《2017-2018 年产品产量》，与《2017-2018 年产品盘库》进

行交叉核对，核查组通过核对每个月的盘库数据，核对结果：

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最终的精制玉米油产量数据来自于排放单位的《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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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品产量》，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

指南》要求。 

表 3-21  产品产量数据的交叉核对 

2017 

《2017-2018 年产

品产量》（数据源）

(t) 

最终排放报告(t) 
《2017-2018 年产品

盘库》(t) 

一月 15328.6330 15328.6330 15328.6330 

二月 17045.2400 17045.2400 17045.2400 

三月 14394.8420 14394.8420 14394.8420 

四月 17772.1030 17772.1030 17772.1030 

五月 19930.6900 19930.6900 19930.6900 

六月 18068.9050 18068.9050 18068.9050 

七月 21103.9320 21103.9320 21103.9320 

八月 15051.4200 15051.4200 15051.4200 

九月 19715.8960 19715.8960 19715.8960 

十月 15333.6490 15333.6490 15333.6490 

十一月 21897.3620 21897.3620 21897.3620 

十二月 24986.0980 24986.0980 24986.0980 

全年合计 220628.7700 220628.7700 220628.7700 

2018 

《2017-2018 年产

品产量》（数据源）

(t) 

最终排放报告(t) 
《2017-2018 年产品

盘库》(t) 

一月 25024.9700 25024.9700 25024.9700 

二月 9739.9780 9739.9780 9739.9780 

三月 22815.7170 22815.7170 22815.7170 

四月 18885.2620 18885.2620 18885.2620 

五月 15360.8890 15360.8890 15360.8890 

六月 21508.0270 21508.0270 21508.0270 

七月 20414.9770 20414.9770 20414.9770 

八月 20816.4720 20816.4720 20816.4720 

九月 22227.5180 22227.5180 22227.5180 

十月 22301.9180 22301.9180 22301.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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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22144.9440 22144.9440 22144.9440 

十二月 20257.3900 20257.3900 20257.3900 

全年合计 241498.0620 241498.0620 241498.0620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通过查阅文件和记录以及访谈相关人员，核查组确认： 

- 排放单位指定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 排放单位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账记录，台账记录与

实际情况一致； 

-  排放单位基本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

并遵照执行； 

- 排放单位基本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并遵照执

行。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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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核查、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在所

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组对排放单位 2017-2018 年度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形成如下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排放单位 2017-2018 年排放报告和核算方法符合《食品、烟草及

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的要求.   

4.2 年度排放量及异常波动声明 

经核查的排放量与最终排放报告中的一致。具体声明如下： 

表 4-1 经核查的排放量 

排放类型 2017 年 2018 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2711.2183 2838.6317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tCO2） 0 0 

净购入电力引起的排放量（tCO2） 44063.1657 49531.9537 

净购入热力引起的排放量（tCO2） 69010.1950 77520.8203 

废水厌氧处理过程排放（tCO2） 0 0 

总排放量（tCO2） 115785 129891 

4.3 年度排放量的异常波动 

2018 年度的排放量比 2017 年度的排放量增加 12.18%，因为 2018

年市场比 2017 年较好，产量增加了 9.46%，排放单位净购入的电力

增加了 12.41%，净购入热力增加了 12.33%。2017-2018 年的排放量

变化趋势符合实际情况，排放量无异常波动。2018 年排放强度为

0.54TCO2/T，相比 2017 年排放强度 0.52CO2/T 增加 3%，因为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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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精加工增加真空改造，提高真空，使能耗增加。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描述 

《核算指南》所要求的内容已在本次核查中全面覆盖，本次核查

过程中不存在未覆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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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1、建议排放单位基于现有的能源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二氧化碳核算报告的质量管理体系； 

2、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材料的保管和整理，加强分设施排放

数据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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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支持性文件清单 

1 核算边界需求文件 

1.1 工艺流程图 

1.2 公司平面图 

1.3 企业简介 

1.4 营业执照 

1.5 组织机构图 

2 用能及计量设备需求文件 

2.1 能源计量器具汇总表 

2.2 用能设备台账 

3 核算数据需求文件 

3.1 2017-2018 年财务明细账 

3.2 2017-2018 年产品盘库 

3.3 2017-2018 年抄表电量 

3.4 2017-2018 年生产用电月报 

3.5 2017-2018 年产品产量 

3.6 2017-2018 年出库汇总表热蒸汽 

4 其他生产信息数据需求文件 

4.1 2017-2018 年统计局能报 

5 现场核查照片 

6 企业情况说明 

7 不符合项清单 

8 企业初始排放报告 

9 企业最终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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