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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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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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耀阳高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统称“北京耀阳”)受荆大（荆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委托，

对荆大（荆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受核查方”）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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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在企业运营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即位于位于湖北

省荆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大道 127 号的荆大（荆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核查内容主要包括： 

（1）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 

（2）工业生产过程 CO2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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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 

（4）CO2 回收利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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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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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MRV 问答平台百问百答-共性/其他行业问题》（201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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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71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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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北京耀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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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勇 010-6483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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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秀金  010-6483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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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婷  010-6483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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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 28 日收到受核查方提供的《荆大（荆州）汽车配件

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以下简称“《排放报告（初版）》”），并于 2022

年 6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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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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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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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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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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启动会议 会议室/ 吴三元 -介绍核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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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 了解组织边界、运

行边界，文审不符

合确认 

综合部/技术

部/财务部 

岑超 

赵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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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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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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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审阅和复印

相关文件、记录及

台账； 

生产部/ 

设备部/技术

部 

杨征兵/全斌/ 

岑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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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 

资料核查 

排放因子数据相

关证明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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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部 

/技术部/财务

部 

杨征兵/岑超/ 

赵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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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内部质量控制及文件存

档。 

-与碳排放相关物料和能源消

费结算凭证（如购销单、发票）； 

6 月

30 日 

总结会议 

双方确认需事后

提交的资料清单、

会议室/ 

技术部/财务

处 

岑超/赵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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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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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 30 日对受核查方进行现场核查，向受核查方开具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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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北京耀阳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提交给技术复

核人员根据北京耀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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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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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大（荆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0007959453730 

所属行业领域及行业代码：C3670 汽车零部件 

实际地理位置：湖北省荆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大道 127 号 

成立时间：2007 年 2 月 6 日 

单位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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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报告联系人： 张华平 

主要用能种类：电、天然气、柴油 

企业为最低一级独立法人单位。 

 

荆大（荆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2022 年组织机构管理图 

 

 

3.1.2 主要生产运营系统 

3.1.2.1 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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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受核查方主要耗能设备较多，详情见附件《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以下为计量器具配备表： 

项  目 一级计量表 二级计量表 三级计量表 

序 

 

号 

 

能源计量类别 

 

应装

数 

实装

数 

配备

率 

完好

率 

应

装

数 

实

装

数 

配

备

率 

完

好

率 

应

装

数 

实

装

数 

配

备

率 

完 

好 

率 

1 电  力 1 1 100 100 3 3 100 100 47 47 100 100 

2 水  表 1 1 100 100 20 20 100 100 0 0 0 0 

3 天然气 2 2 100 100 0 0 0 0 0 0 0 0 

4 合 计 4 4 100 100 23 23 100 100 47 47 100 100 

 

电镀铜生产线

冷轧钢带

开裁生产线

宽镀铜钢带

制管生产线

窄镀铜钢带

镀铜管

镀锌管

下料生产线

外售管材

电镀锌生产线 热镀锌生产线

PA管生产线PVF管生产线

PVF管 PA12管

PP管生产线

PP管

奥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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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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核查方主营产品产量信息如下表所示： 

2021 年产量、产值统计表 

月份 

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累计 

产量

（吨） 
659 316 576 520 445 550 572 523 463 386 492 547 6049 

产值

（万元） 
1647 943 1487 1342 1158 1434 1473 1437 1290 1028 1302 1507 16048 

 

3.1.4 经营情况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中的企业经营信息进行了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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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的经营情况如下： 

名称 计量单位 2021 年 

工业总产值 万元 16084 

在岗职工人数 人 177 

综合能耗 吨标煤 14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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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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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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荆州市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大道 127 号。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企业核算边界与上年度保持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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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如下表所示： 

排放种类 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地理位置 备注 

化石燃料燃烧 天然气 锅炉 厂内  

化石燃料燃烧 柴油 叉车 厂内  

净购入电力 电力 用电设备 厂内  

综上所述，受核查方的排放源和能源种类与上一年度保持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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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组现场核查确认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方法： 

EGHG＝ECO2-燃烧+E GHG-过程-RCO2-回收+ ECO2-净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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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主体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 当量排放； 

EGHG-过程    报告主体边界内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各种温室气体 CO2 当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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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RCO2-回收     报告主体回收且外供的 CO2 当量排放； 

ECO2-净电     报告主体边界内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 当量排放； 

ECO2-净热     报告主体边界内净购入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 当量排放。 

3.3.1 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 

受核查方化石燃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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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Di × CCi × OFi ×
44

12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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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工业生产过程 CO2 排放 

E GHG-过程＝ECO2-过程+E N2O-过程×GWPN2O                      （3） 

经核查，企业未涉及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 CO2排放。 

3.3.3 CO2 回收利用量 

RCO2-回收＝Q×PURCO2×19.7                 （4） 

经核查，企业未涉及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 CO2排放。 



荆大（荆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12 

 

3.3.4 企业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 

受核查方电力产生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ECO2−净电 = AD电力 × EF电力                                  (5) 

其中： 

ECO2-净电     报告主体边界内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 

AD 电力    报告主体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单位为 MWh； 

EF 电力    电力供应的 CO2 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 MWh。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排放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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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油核查过程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柴油 

排放源类型 化石燃料燃烧 

排放设施 叉车 

排放源所属部门 生产、物流部门 

数值 填报数据：2.518 核查数据：2.518 

单位 t 

填报数据来源 加油发票 

监测方法 发票统计数据 

监测频次 结算时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 

记录频次 购入时记录，定期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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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缺失处理 无 

抽样检查 查看全部柴油油购入发票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柴油发票中 2021 年全年天柴油用量为 2.518t，与

填报数据偏差为 0，一致。 

（2）核对受核查方财务部统计上报的 2021 年《能源消耗统计

表》记录，得到柴油使用量为 2.518t，与填报数据一致。最终采

信财务部门记录中柴油发票数据作为核查数据。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填报数据正确 

 

电力核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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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电设备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厂内 

数值 填报数据：10592.25 核查数据：10592.25 

单位 MWh 

填报数据来源 能源消耗统计表 

监测方法 
公司进出用能单位电表准确度为 0.5S，电能表的准确度符合 GB 

17167- 2006《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抄表记录并开具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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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能源消耗统计表》，表

中数据为发票数据，核查组核对了初始填报数据与《能源消耗统

计表》中电力数据，数据完全一致无偏差，均为 10592.25MWh。 

（2）核查组进一步将 1-12 月电力发票原件与 2021 年能源消耗

统计表中电力数据进行对比，发现数据完全一致。故核查组认为

2021 年能源消耗统计表中电力数据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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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填报数据正确 

 

2021 年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 

 

月份 净购入电力（kwh） 

1 1020093 

2 671,778 

3 988,449 

4 908,420 

5 732,092 

6 1,020,929 

7 1,013,749 

8 1,011,767 

9 957,551 

10 603,011 

11 756,478 

12 907,934 

合计 10592251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活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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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气排放因子及来源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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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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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31 38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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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报告（初版）》填报数据正确 

参数名称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值 

填报数据（tC/GJ） 核查数据（tC/GJ） 

0.0153 0.0153 

参数名称 天然气碳氧化率 

数值 

填报数据(%) 核查数据(%) 

9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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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报告》填报数据正确 

柴油排放因子及来源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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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填报数据正确 

参数名称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值 

填报数据（tC/GJ） 核查数据（tC/GJ） 

0.0202 0.0202 

参数名称 柴油碳氧化率 

数值 

填报数据(%) 核查数据(%) 

98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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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报告》填报数据正确 

 

电力排放因子及来源核查 

参数名称 电力的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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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 
填报数据（tCO2/MWh） 核查数据（tCO2/MWh） 

0.8587 0.8587 

数据来源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9 年度减排项目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

子》华中区域电网平均CO2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电力的排放因子来源于《2019 年度减排项目中国区域电网基

准线排放因子》华中区域电网排放因子，经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使

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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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核查确认的化石燃料燃烧引起的 CO2排放量 

种类 

消耗量 

(万 Nm³或

t) 

低位热值 

(GJ/万 Nm³或

GJ/t） 

含碳量

（tC/GJ） 

碳氧化率

（%） 

折算

因子 

排放量（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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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气 10.268 389.31 0.0153 99 44/12 222.01 

柴油 2.518 43.33 0.0202 98% 44/12 7.92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229.93 

 

3.4.3.2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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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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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力 

A - - B C=A*B 

10592.251 10592.251 0 0.8587 9095.57 

 

3.4.3.3 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 

核查确认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源类别 排放量（t） 
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

（tCO2e）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 229.93 229.93 

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量 0 0 

工业生产过程 N2O 排放 0 0 

CO2 回收利用量 0 0 

企业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 
9095.57 9095.57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不包括净购入电力消

费引起的 CO2排放 
229.93 

包括净购入电力消费

引起的的 CO2排放 
9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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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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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荆大（荆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 C3670

汽车零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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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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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存档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如下： 

（1）受核查方在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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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耗统计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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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部质量控制程序，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由生

产技术部负责起草并由生产技术部负责人校验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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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附件：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所属工段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数 量 

（台/套） 

单台功

率（KW) 

合计功率

（kw） 
备注 

能源设备 
永磁变频螺

杆式空压机 
sKR75EPM2 1 55 55  

能源设备 氨分解系统 HSAQFC-40 2  0  

能源设备 

空气压缩机 XK06-10-00096 2 75 150  

空气压缩机 SA22A-10 1 22 22  

纯水设备 SR085-15 1 12.5 12.5  

冷冻机 LSBLG700D 2 60 120  

生产线供水  5 4 20  

生产线供水  5 0.75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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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设备 制氮机 CA-Z-55 1 37 37  

能源设备 
螺杆空气压

缩机 
SCR-3011-10(SLT) 1 30 30  

能源设备 
螺杆空气压

缩机 
SA22A-10 1 22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