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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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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辽宁飞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受沈

阳爱克浩博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的委托，对企业

2019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核查。 

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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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核算指南》”）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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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核查方法人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涉及直接生产系

统、辅助生产系统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

体排放。 

1.3  核查准则 

辽宁飞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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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开展本次核查工作，

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保持独立于委托方和受核查方，避免偏见及利益冲突，在整个核

查活动中保持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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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诚信守信 

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确保核查工作的完整性和保密性。 

（3）公平公正 

真实、准确地反映核查活动中的发现和结论，如实报告核查活动

中所遇到的重大障碍，以及未解决的分歧意见。 

（4）专业严谨 

具备核查必须的专业技能，能够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委托方的具

体要求，利用其职业素养进行严谨判断。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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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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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碳排放帮助平台百问百答（MRV-发电问题） 

-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 

-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448-2000） 

- 《电子式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JJG596-2012） 

- 其他相关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依据受核查方的规模、行业，以及核查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

辽宁飞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组织了核查组，核查组成员详见下表。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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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刘雪莹 组长 

1）企业层级的碳排放边界、排放源和排放

设施的核查，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的

符合性核查，排放量计算及结果的核查等； 

2）现场核查及报告编写 

2 吕成 组员 

1）受核查方基本信息、主要耗能设备、计

量设备的核查，以及资料收集整理等； 

2）现场核查。 

3 徐广 技术复核 

核查报告中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的符

合性核查、排放量计算及结果的复核等。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0年 5月 15日对受核查方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文

件评审。文件评审对象和内容包括：2019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企业基本信息、排放设施清单、排放源清单、监测设备清单、活动水

平和排放因子的相关信息等。通过文件评审，核查组识别出如下现场

评审的重点： 

（1）受核查方的核算边界、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等； 

（2）受核查方法人边界排放量相关的活动水平数据和参数的获

取、记录、传递和汇总的信息流管理；  

（3）核算方法和排放数据计算过程； 

（4）计量器具和监测设备的校准和维护情况； 

（5）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后“支持性

文件清单”。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0年 4月 17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

现场核查。现场核查通过相关人员的访问、现场设施的抽样勘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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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查阅、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进行。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

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2  现场访问内容表 

时间 姓名 部门/职位 访谈内容 

2020年 

4月 17日 

王旭东 总经理 
1）了解企业基本情况、管理架构、生产

工艺、生产运行情况，识别排放源和排

放设施，确定企业层级和核算边界； 

2）了解企业排放报告管理制度的建立情

况。 

了解企业层级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相

关参数和生产数据的监测、记录和统计

等数据流管理过程，获取相关监测记录； 

3）对核查报告中的相关数据和信息，进

行核查。 

4）对企业层级涉及的碳排放和生产数

据相关的财务统计报表和结算凭证，进

行核查。 

5）对排放设施和监测设备的安装/校验

情况进行核查，现场查看排放设施、计

量和检测设备。 

王颖 QSHE 部 

费飏 QSHE 部 

张磊 生产制造部 

姚维智 生产制造部 

郭军 生产制造部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核查组根据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的总结评价的结果，核查组于

2020年 6 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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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工作的第一负责人为核查组组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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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2-1）负责在最终核查报告提交给客户前控制最终核

查报告的质量；质量管理委员会负责核查工作整体质量的把控，以及

报告的批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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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简介和组织架构

图等相关信息，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沈阳爱克浩博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座落在东

北的政治、经济中心－－沈阳市。这里气候宜人，四季分明，长大铁

路、京哈铁路等四通八达，京沈、沈大、沈哈、沈本等高速公路贯穿

东西南北，加上东北最大的桃仙机场构成了现代化的立体交通网络，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沈阳爱克浩博化工有限公司由沈阳浩博实业有限公司与日本东

京一部上市的爱克工业株式会社共同出资筹建。主要以生产环保型水

性木材用胶粘剂产品为主，现有各种胶粘剂制造车间两座（四条生产

线），年生产能力为 10000吨，其主要产品有拼板胶、组装胶、结构

集成材专用胶等等。 

公司现有职工 37 人，其中外商 1 人，工程技术人员 9 人，研究

生 4 人。占地面积 6030m2 ，注册资本 110 万美金。公司由于引进了

具有当代国际水平的日本帕卡技术、设备和管理方式，达到了日本

JIS、JAS 标准对设计开发的试验、验证要求，并可根据客户要求进

行各项试验。出口的国家包括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

部分产品曾陆路出口到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地区。 

为了满足国内外广大客户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环境管理水

平和环境管理能力，公司执行 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要求

要求及使用指南》，现执行 ISO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

使用指南》，ECC-1003EL-A/0《中国环境标准产品认证证书》。目前



沈阳爱克浩博化工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排放核查报告 

7 

 

环境管理体系、环境标志产品认证体系各个方面运行良好，从领导到

员工职责分明，各项工作条路清楚，各项环保要求符合相关的法律法

规，环境管理体系、环境标志产品认证体系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公司法人邢军和总经理愿向公司传达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重要性，

确保资源的获得，减少资源的浪费，减少企业对环境的污染，不断满

足国内外顾客的需求，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定期评审环境

管理体系方针和目标，奉公守法，做讲道德，有社会责任，受尊重的

企业。与相关方一起携手并肩为实现减少污染、保护我们地球的目标

而努力。 

表 3-1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表 

受核查方 沈阳爱克浩博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369121010075078487

9H 

法定代表人 邢军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

合资) 

经营范围 
粘合剂制造；化工材料、化工产品、

水性涂料、建材批发。 
成立时间 2003-09-17 

所属行业 其他专用化学品制造 

注册地址 沈阳市大东区建设路 100-11号 

经营地址 沈阳市大东区建设路 100-11号 

排放报告 

联系人 

姓名 王颖 职务 课长 部门 QSHE 

邮箱 Ying.Wang@aica-ap.com 电话 1514028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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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 沈阳市大东区建设路 100-11号 邮编 110122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如图 3-1 所示： 

 

其中，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 QSHE 部负责。 

3.1.2  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对受核查方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访谈，核查组确

认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如下： 

1）能源管理部门 

经核查，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工作由生产制造部牵头负责。 

2）主要用能设备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清单、登记台账等，以及现场勘

查，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主要用能设备情况如下： 

 

表 3-2  经核查的主要用能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所在部门 能源使用方式 备  注 

1 3 M
3
溶解釜 拼板胶车间 蒸汽夹套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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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8 M
3
混合釜 拼板胶车间 耗电设备  

3 5 M
3
溶解釜 白胶车间 蒸汽夹套加热  

4 8.18M
3
聚合釜 白胶车间 蒸汽夹套加热  

5 11.4M
3
混合室 白胶车间 耗电设备  

3）主要能源消耗品种和能源统计报告情况 

经查阅受核查方能源统计台账，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在 2019 年

度的主要能源消耗品种为柴油、汽油、外购电力和外购热力。 

4）监测设备的配置和校验情况 

通过监测设备校验记录和现场勘查，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监测

设备配置和校验符合相关规定，满足核算指南和监测计划的要求。经

核查的测量设备信息见下表： 

表 3-3  经核查的计量设备信息 

序号 计量器具名称 规格型号 精度等级 安装位置 备注 

1 蒸汽流量计 DN50 1.0 级 拼板胶 蒸汽表 

2 蒸汽流量计 DN50 1.0 级 白胶 蒸汽表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核查报告中受核查方的基本情况信息真

实、正确。 

3.1.3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及产品 

受核查方沈阳爱克浩博化工有限公司。受核查方的生产工艺流程

如下： 

（一）拼板胶 

（1）乳化工序：将聚乙烯醇和水加入乳化釜中，乳化成乳液，

然后将乳液放至混合槽中，蒸汽加热，并保持温度在 80℃。 

（2）混合工序：将碳酸钙加入乳液中，进行充分分散，投入丁

苯橡胶乳液、消泡剂进行减压消泡，投入聚醋酸乙烯酯，进行物理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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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进行减压脱泡（负压，0.09MPa）；产品合格后过滤包装。 

 

拼板胶生产工艺流程图 

（二）白胶 

（1）乳化工序 

聚乙烯醇溶解：将聚乙烯醇、水投入 B-01 反应釜内溶解，溶解

温度 95℃以内，常压，溶解时间 4～5h，制作成聚乙烯醇水溶液。 

（2）聚合工序（常压） 

醋酸乙烯聚合：将制得的聚乙烯醇水溶液移至 B-02 反应釜内，

加入酒石酸，缓慢滴加醋酸乙烯单体及引发剂（双氧水）、AAEM，在

B-02 反应釜内聚合，制得聚醋酸乙烯酯乳液，反应温度 87℃以内；

聚合工艺为常压，采用冷凝器将醋酸乙烯单体蒸气冷却回流反应；反

应后，加入碳酸钠水溶液，采用抽真空抽去残余单体。 

（3）混合工序 

聚乙烯醇溶解：将聚乙烯醇、水投入 B-03 反应釜内溶解，溶解

温度 95℃以内，常压，溶解时间 4～5h，制作成聚乙烯醇水溶液。 

碳酸钙分散：将碳酸钙分散到 B-03 反应釜的聚乙烯醇水溶液中，

分散温度 60℃以内，溶解压力：常压；采用循环水冷却。 

将 B-02 反应釜中的聚合乳液转入 B-03反应釜中，与分散好的碳

酸钙、聚乙烯醇水溶液进行混合，即可。常温、常压反应，使用循环

冷却水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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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除部分产品实施工序（3）外，其余仅进行（1）和（2）

两个工序。 

 

白胶生产工艺流程图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公司简介、组织机构图以及现场访谈，核查组

确认：沈阳爱克浩博化工有限公司在辽宁省沈阳市行政辖区范围内，

受核查方有一个生产厂区，位于沈阳市大东区建设路 100-11 号。 

沈阳爱克浩博化工有限公司核查组对受核查方的生产厂区进行

了现场核查。受核查方只有一个厂区，不涉及现场抽样。通过现场勘

察、文件评审和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核查报告中完整识别了受核查

方企业法人边界范围内的排放源和排放设施。 

表 3-4 经核查的排放源信息 
序

号 
排放类别 

温室气体 

排放种类 

能源/物

料品种 
设备名称 

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CO2 汽油 车辆 

3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

及净购入热力排放 
CO2 

电力、蒸

汽、热水 
厂区内用能设备、供暖 

核查说明： 

核查组通过查阅《食堂合同》及《通勤车合同》，确认受核查方食堂外包，通

勤车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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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是以独立法人核算单位为边界核

算和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中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完整

准确，核算边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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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一致。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确认核查报告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核

算方法：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等于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企业净购入

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 CO2排放之和。受核查方排放量（E）计算如下： 

E=E 燃烧+ E 过程+ E 电和热――――――――――――――――公式 1 

其中： 

E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tCO2）； 

E 燃烧 燃烧化石燃料（包括发电及其他排放源使用化石燃料）

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E 过程 企业边界内工业生产过程各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单位

为吨（tCO2）； 

E 电和热 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主要基于分品种的燃料

燃烧量、单位燃料的含碳量和碳氧化率计算得到，公式如下： 

i

n

i i EFADE = =1燃烧 ―――――――――――――――――公式 2 

燃烧E

 

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

位为吨（tCO2）；  

iAD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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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焦（GJ）；  

iEF
 

是第 i 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GJ；  

i  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 ADi按公式 3计算： 

 iii FCNCVAD = ―――――――――――――――――公式 3 

iNCV
 

是核算和报告期第 i 种化石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对固体

或液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吨（GJ/t）；对气体燃料，

单位为百万千焦/万立方米（GJ/万 Nm3）；  

iFC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净消耗量，对固体

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立

方米（万 Nm3）。 

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 4 计算： 

12

44
= iii OFCCEF

―――――――――――――――――公式 4 

iCC
 

是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百万千

焦（tC/GJ）；  

iOF
 

是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3.3.2  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 

受核查方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按公式 9和 10计算： 

E 电=AD 电× EF 电――――――――――公式 9 

其中： 

AD 电 企业的净购入使用电量，单位为 MWh； 

EF 电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MWh； 

E 热= AD 热× EF 热――――――――――公式 10 

其中： 

AD 热 企业的净购入的热力，单位为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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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热 热力供应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GJ；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核查报告中采用

的核算方法与《核算指南》一致，不存在任何偏移。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所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如下表所

示： 

表 3-5 受核查方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清单 
排放类型 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化石燃料燃烧的 CO2排放 

汽油消耗量 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汽油低位发热量 汽油碳氧化率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

力对应的 CO2排放 
外购电力和热力 外购电力和热力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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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对核查报告中的每

一个活动水平的数据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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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水平数据 1：柴油消耗量 

表 3-6  对柴油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19 年 0.7156 

数据项 柴油消耗量 

单位 t 

数据来源 财务部柴油发票 

监测方法 油罐体积测量计算 

监测频次 每次购买每次记录 

记录频次 每次记录，月汇总、年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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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无其他数据源，无法交叉核对 

 

 

 

交叉核对数据 

 

年份 柴油发票数据统计 

2019 年 0.7156 

1） 核查报告中的 2019 年度柴油消耗量来源于财务部提供的

2019柴油发票，以财务部发票数据为准。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核查报告中的 2019年度柴油消耗量数据源选取合

理，数据准确，符合指南要求。 

表 3-7 经核查的月度柴油消耗量 

年份 

柴油消耗量 
最终排放报告

（t） 
财务部发票 

发票统计（升） 折算成 t，系数 0.00086 

2019 

1月 171.7902 0.1477 0.1477 

2月 / / / 

3月 / / / 

4月 / / / 

5月 / / / 

6月 166.6667 0.1433 0.1433 

7月 / / / 

8月 / / / 

9月 159.2357 0.1369 0.1369 

10月 / / / 

11月 167.2241 0.1438 0.1438 

12月 167.2241 0.1438 0.1438 

合计 832.1408 0.7156 0.7156 

活动水平数据 2：柴油低位发热量 

表 3-8  对柴油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数据值 43.33 

数据项 柴油低位发热量 

单位 GJ/t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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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核查报告中的柴油低位发热量数据正确。 

活动水平数据 3：汽油消耗量 

表 3-9  对汽油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19年 6.3654 

数据项 汽油消耗量 

单位 T 

数据来源 财务部 2019年汽油消耗发票 

监测方法 生产用来源于油罐体积测量计算，非生产用来源于加油站加油 

监测频次 每次领用每次记录 

记录频次 每次记录，月汇总、年累计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无其他数据源，无法交叉核对 

 

年份 财务部发票数据（t) 

2019年 6.3654 

核查报告中的 2019年度汽油消耗量来源于 2019年度财务部汽

油消耗发票；以财务部发票数据为准。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核查报告中的 2019 年度汽油消耗量数据源选取合

理，数据准确,符合指南要求。 

表 3-10 经核查的月度汽油消耗量 

年份 

汽油消耗量 

最终排放报告

（t） 

财务部发票 

发票统计（公升） 
折算成 t，系数

0.00071 

2019 

1月 / / / 

2月 / / / 

3月 650.5 0.4619  

4月 460.71 0.3271  

5月 1913．01 1.3582  

6月 / / / 

7月 2088.76 1.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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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740.95 0.5261  

9月 724.95 0.5147  

10月 388.61 0.2759  

11月 1447．82 1.0280  

12月 550.01 0.3905  

合计 8965.32 6.3654  

活动水平数据 4：汽油低位发热量 

表 3-11 对汽油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数据值 44.8 

数据项 汽油低位发热量 

单位 GJ/t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报告中的汽油低位发热量数据正确。 

活动水平数据 5：净购入使用电力 

表 3-12 对净购入使用电力的核查 

数据值 2019 年 244.845 

数据项 净购入使用电力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2019年度财务部 能源结算发票 

监测方法 电表监测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无其他数据源，无法交叉核对 

交叉核对数据 

年份 财务部外购电力结算发票统计（MWh） 

2019年 244.845 

核查报告中的 2019年度外购电力消耗量来源于 2019年度财务

部统计《外购电力结算发票》，以财务部发票数据为准。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核查报告中的 2019 年度外购电力消耗量数据源选

取合理，数据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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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经核查的净购入使用电量 

年份 
外购电使用情况统计表 

最终排放报告（MWh） 
财务部发票中外购电量（千瓦时） 

2019 

1月 20000.00 20.000 

2月 12285.00 12.285 

3月 16400.00 16.400 

4月 19040.00 19.040 

5月 20160.00 20.160 

6月 20160.00 20.160 

7月 26640.00 26.640 

8月 19120.00 19.120 

9月 30080.00 30.080 

10月 22960.00 22.960 

11月 22880.00 22.880 

12月 15120.00 15.120 

合计 244845.00 244.845 

活动水平数据 6：净购入使用热力 

表 3-14  对净购入使用热力的核查 

数据值 2019年 9101.8312 

数据项 净购入使用热力 

单位 百万千焦 

数据来源 
2019年度财务部统计的《蒸汽结算发票》 

2019年财务部统计的市内办公区《采暖发票》 

监测方法 蒸汽表计监测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无其他数据源，无法交叉核对 

交叉核对数据 
年份 2019年度财务部统计的《蒸汽结算发票》 

2019年 9101.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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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报告中的 2019年度外购热力消耗量来源于财务部统计的

2019年度《蒸汽结算发票》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核查报告中的 2019年度外购热力消耗量数据源选

取合理，数据准确。 

表 3-15  经核查的月度净购入使用热力（单位：GJ） 

年份 

蒸汽使用情况统计表 每年采暖使用热量统计 

最终排放报

（百万千焦） 

财务部

发票 

计算：单位换成

百万千焦（采用

换算系数为

2.9574） 

采暖面积 

计算：乘以每年折算

系数（2019年

0.4598） 

蒸汽消

耗量（t) 
 采暖面积（㎡） 采暖耗热量（GJ） 

2017 

1月 280.00 828.072 

7683.4 3532.8273 

828.072 

2月 175.00 517.65 517.65 

3月 259.20 766.56 766.56 

4月 266.38 787.79 787.79 

5月 265.87 786.56 786.56 

6月 173.93 514.38 514.38 

7月 288.96 854.57 854.57 

8月 180.17 532.83 532.83 

9月 193.17 571.28 571.28 

10月 198.45 586.90 586.90 

11月 191.14 565.28 565.28 

12月 124.34 367.72 367.72 

合计 2596.61 7679.21 7683.4 3532.8273 11212.0373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核查报告中活

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真实、可靠、正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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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核查报告中的每

一个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的数据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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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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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1：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表 3-16  对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数据值 0.0189 

数据项 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tC/TJ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报告中的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数据正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2：汽油碳氧化率 

表 3-17  对汽油碳氧化率的核查 

数据值 98 

数据项 汽油碳氧化率 

单位 %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报告中的汽油碳氧化率数据正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3： 

表 3-18  对外购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值 0.7769 

数据项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2011年和 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核查报告中的外购电力排放因子选取与《2011 年和 2012 年中

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 2012 年东北最新的区

域电网排放因子缺省值一致。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4：外购热力排放因子 

表 3-19  对外购热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值 0.1100 

数据项 外购热力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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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tCO2/GJ 

数据来源 指南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报告中的外购热力排放因子采用指南默认值，核查组认为

取值正确。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核查报告

中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真实、可靠、正确，符合《核算指

南》的要求。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核算指南》，核查组通过审阅数据、公式，对计算结果进

行验算。 

受核查方 2019 年度碳排放量计算如下表所示。 

表 3-20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计算 

年份 
燃料 

种类 

消耗量 
低位发 

热量 

单位热值

含碳量 

碳氧 

化率 

折算 

因子 
排放量 

万立方米 GJ/t tC/GJ % -- 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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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柴油 0.7156  43.3300 0.02020 98 44/12 2.2506 

汽油 6.3664 44.8000 0.01890 98 44/12 19.3701  

 合计 30.3361 

表 3-21 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量计算 

年份 

净购入使用电

力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CO2 排放量 

MWh tCO2/MWh tCO2 

2019 244.845 0.7769 190.2201 

年份 

净购入使用热

力 
外购热力排放因子 CO2 排放量 

GJ tCO2/GJ tCO2 

2019 9101.8312 0.11 100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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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受核查方排放量汇总 

种 类 2019 年排放量 

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21.6207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tCO2） /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产生的排放量（tCO2） 190.2201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产生的排放量（tCO2） 1001.2014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1213.0422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核查报告中排放量数据真实、可靠、正确，

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沈阳爱克浩博化工有限公司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用品制造业中、

专用化学品制造、密封用填料及类似品制造行业，属于八大行业以外，

无补充数据表模板，参考造纸行业补充数据表修改。 

3.4.4.1  补充数据表核算边界及基本信息的核查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上报统计部门的统计报表等文件资料，核查组

确认受核查方补充数据核算报告中的数据汇总表基本信息，以及补充

数据表核算边界内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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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经核查的数据汇总表基本信息 

3.4.4.2  补充数据表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对补充数据表中的每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数据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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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核查过程见在上文 3.4.1 章节。 

经核查的补充数据表活动水平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 3-24  经核查的补充数据表活动水平数据 

活动水平数据 2019年 

柴油消耗量（t） 0.7156 

柴油低位发热量（GJ/t） 43.3300 

汽油消耗量（t） 6.3664 

汽油低位发热量（GJ/t） 44.8000 

净外购电力（MWh） 244.845 

净购入蒸汽（GJ) 9101.8312 

3.4.4.3  补充数据表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对补充数据表中的每一个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的数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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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核查过程见在上文 3.4.2 章

节。外购电力排放因子为外购电力排放因子采用 2015 年全国电网平

参数 2019 年数据值 核查证据 

在岗职工总数（人） 37 
受核查方根据实际情况

统计提供 

固定资产（万元） 1089 固定资产统计表 

工业总产值（万元） 4652 2019年财务提供 

综合能耗（万吨标煤） / 企业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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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排放因子。 

经核查的补充数据表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如下表所示： 

表 3-25  经核查的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2019 年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0.02020  

柴油碳氧化率（%） 98 

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0.01890  

汽油碳氧化率（%） 98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tCO2/MWh） 0.6101 

3.4.4.4  补充数据表排放量的核查 

通过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19 年度补充数据表进行核查，核查组

验算后确认受核查方补充数据表排放量计算公式正确，排放量的累加

正确，补充数据表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 

表 3-26  补充数据表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计算 

年份 
燃料 

种类 

消耗量 
低位发 

热量 

单位热值

含碳量 

碳氧 

化率 

折算 

因子 
排放量 

万立方米 GJ/t tC/GJ % -- 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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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柴油 0.7156  43.3300 0.02020 98 44/12 2.2506 

汽油 6.3664  44.8000 0.01890 98 44/12 19.3701 

 合计 21.6207 

表 3-27  补充数据表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量计算 

年份 
净购入使用电力 电力排放因子 排放量 

MWh tCO2/MWh tCO2 

2019 244.845 0.6101 149.3799 

表 3-28  补充数据表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量计算 

年份 
净购入使用热力 热力排放因子 排放量 

GJ tCO2/GJ 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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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9101.8312  0.11 1001.2014 

表 3-29  补充数据表排放量汇总 

类别 2019 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21.6207 

生产过程排放量(tCO2) /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tCO2) 149.3799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tCO2) 1001.2014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1172.184 

3.4.4.5  补充数据表生产数据的核查 

补充数据表生产数据 1：化工产品  

表 3-31  对产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19年 4374 

数据项 产品产量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2019 年沈阳爱克浩博化工有限公司产量统计表 

监测方法 生产记录 

监测频次 连续 

记录频次 每月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无其他数据源，无法交叉核对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核查报告中的产量数据源选取合理，数据准确。 

表 3-32 经核查的年度产量（单位：吨） 

产品 
产量 

2019年 

拼板胶车间（T) 3255 

白胶车间（T)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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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374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最终补充数据

表数据及来源真实、可靠、正确，符合填报要求。经核查后的 2019

年度《补充数据》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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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补充数据汇总表 

 基本信息 主营产品信息 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 

年度 
名

称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在岗

职工

总数

（人） 

固定

资产

合计

（万

元） 

工业

总产

值

（万

元） 

行业

代码 

产品一 产品二 产品三 

综合能耗

（万吨标

煤） 

按照指南

核算的企

业法人边

界的温室

气体排放

总量（万吨

二氧化碳

当量） 

按照补充

数据核算

报告模板

填报的二

氧化碳排

放总量（万

吨）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2019

年 

沈

阳

爱

克

浩

博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369

121

010

075

078

487

9H 

37 1089 4652 2662 
产

品 
吨 

437

4 
/ / / / / / / 0.3107 0.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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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其他行业企业 

2019 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 

补充数据 数值 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1 

1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3 1172.184 1.1，1.2，1.3和 1.4之和 

1.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21.6207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计算 

1.2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3 

149.3799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计算 

1.3 净购入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001.2014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计算 

2 主营产品产量（辆） 4374 
◼ 优先选用企业计量数据，如生产日志或月度、年度统计报表 

◼ 其次选用报送统计局数据 

说明：*1 填写时可删除此列所述的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可在此列各行填写说明左列数值含义的具体内容。 

*2 不含自备电厂对应的排放，如有自备电厂同时填报自备电厂补充数据表。 

*3 计算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时，对应的排放因子采用 2015 年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0.6101tCO2/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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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通过文件审核以及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和报告工作由 QSHE 部负责，并指定了专门人员进行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工作基本良

好，能源消耗台帐基本完整。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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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经核查，核查机构根据受核查方现场所提供的真实的相关数据和

支持性文件中的数据用于计算 2019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排放单位排

放边界及排放源界定正确，经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确认的核算数据

及方法等正确无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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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 

4.2  排放量声明 

4.2.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沈阳爱克浩博化工有限公司 2019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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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表 4-1  2019 年度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种 类 2019年排放量 

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21.6207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tCO2） /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产生的排放量（tCO2） 190.2201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产生的排放量（tCO2） 1001.2014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1213.0422 

4.3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沈阳爱克浩博化工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或

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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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报告统计的厂区蒸汽消耗量数据采用财务部统计的 2019 年

蒸汽发票。 

B、受核查方汽油、柴油并非每月购进，故部分月份无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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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 
受核查方 

原因分析 

受核查方采取的 

纠正措施 
核查结论 

NC1 计量设备应及时校准 缺失 已补充 关闭 

NC2 《通勤车合同》 缺失 已补充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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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如下： 

企业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好排放数据的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和报告的规章制度，包括负责机构和人员、工作流程和内容、

工作周期和时间节点等；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

报告工作： 

1）  定期识别本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规； 

2) 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源一览表，分别选定合适的核算方

法，形成文件并存档；  

3) 建立健全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的台账记录。  

4) 建立健全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参数的监测计划。  

5) 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  

6) 建立文档的管理规范，保存、维护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

告的文件和有关的数据资料。 

7）汽油/柴油统计表中有体现发票金额，由于之后每年都会进行

碳核查，建议财务统计表中之后加上消耗量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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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1 营业执照 

2 企业简介 

3 组织机构图（包括集团和整车事业部） 

4 生产工艺流程图 

5 厂区平面图 

 6 2019 年每月外购电发票  

7 2019 年外购蒸汽发票 

8 2019 汽油、柴油发票 

9 计量设备清单 

10 重大能耗设备清单 

11 食堂合同，通勤车外包合同 

12 2019 年固定资产产值 

13 现场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