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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单位名称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开

发区莲花路 
联系人 陈江琳 联系方式（电话、

email） 
18009693517 
chenjl@qiaqiafood.com 

排放单位是否是委托方？√是   □否，如否，请填写以下内容。 
委托方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电话、

email） 
 

重点排放单位所属行业领域 食品加工制造业 
重点排放单位是否为独立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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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核
算指南”） 
《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

氧化碳排放因子》 
《安徽省碳排放核查工作规则》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54896.00 吨二氧化碳当量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排放量差异的原因 不适用 
核查结论 

核查机构确认，企业的基本信息和运行情况描述清楚、真实，对设备/设施变化的处理

得当。核算边界的划定准确清晰，排放源的识别完整，能够真实反映企业在核算边界内的

排放，不存在明显的遗漏，符合核查指南的要求。企业各项排放的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

子来源清楚，取值正确，符合核查指南的要求。企业建立的排放管理体系完善，可以保证

今后年度排放数据统计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经核查，企业本核查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54896.00 吨二氧化碳当量。 
核查工作中不存在明显未覆盖的问题。 
核查机构确认，企业本核查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符合核查指南，温室气体排放量

准确有效。 
核查组长 文祁莎 签名 

 

日期 2019 年 03 月 21 日 

技术复核人 宋晋 签名 

 

日期 2019 年 03 月 21 日 

批准人 杨智平 签名 

 

日期 2019 年 0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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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为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通知》，更完备的申报绿

色工厂项目，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业”）特委托安徽洛卡低碳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核查机构”）对其 2018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查，以确保企业的各

项排放数据真实准确。 
本次核查的主要目的如下： 
 核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数据的来源、排放量计算的方法是否完整和准确； 
 核查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程序是否符合国家“核算指南”； 
 核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质量管理是否到位。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的主要范围包括： 
 企业基本情况； 
 核算边界； 
 核算方法； 
 核算数据，包括活动数据及来源、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 
 

1.3 核查准则 

核查准则包括但不限于： 
 《安徽省碳排放核查工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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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统计年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 
 其它相关国家法规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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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核查机构针对企业的特点，安排以下人员组成企业碳核查小组：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备注 

1 文祁莎 组长 
核查方案制订、数据收集、文件核查、

排放量计算、核查报告编写、客户沟

通。 

 

2 宋晋 技术复核 
为本次核查提供内部技术审查、质量

控制和质量管理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19 年 03 月 03 日收到企业提供的排放核算支持性文件。核查组于 2019
年 03 月 03 日至 03 月 05 日对收到的支持性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评审的主要工作如下： 
 详细阅读支持性文件，确认其中是否存在数据不一致或描述难以理解的部分； 
 对照“核算指南”，确认数据和其来源是否符合指南要求，计算过程是否准确； 
 对照“核算指南”，确认收到的支持性文件是否符合指南要求，能够支持排放数

据，并确认支持性文件是否存在人为错误； 
 通过公开可得的信息（如工商注册信息、文献资料、行业统计、外部专家、网

络信息等）对数据进行复核，确认是否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数据； 
 确认企业的排放管理体系是否完善，能够保证将来排放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2.3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综合文件评审的发现，核查组于 2019 年 03 月 03 日~2019 年 03 月 05 日就数据、工

艺进行了讨论和交流，确认了核算边界和排放源，并对缺失数据进行了补充。 
核查组于 2019 年 03 月 10 日~2019 年 03 月 14 日编写了核查报告初稿。 
核查组于 2019 年 03 月 20 日将核查报告初稿及相关材料提交技术复核，技术复核

以独立第三方的角度对核查报告进行全面评估，主要的工作包括： 
确认核查报告的格式是否符合核查准则的要求，内容是否完整； 
确认核查报告中的发现是否与各“核算指南”一致； 
确认支持性文件是否可以充分支持核查报告中的陈述； 
确认核查报告中的排放量计算是否准确； 
确认核查报告的结论是否正确。 
技术复核将所发现的问题反馈回核查组，核查组据此对核查报告进行整改，技术复

核对整改后的核查报告签字确认，并提交批准人。本核查报告于 2019 年 03 月 21 日由

批准人签字批准，并交付给委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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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机构内部技术复核过程如下： 
核查机构设立的独立于核查组的内部技术评审； 
内部技术评审人员的人数设置、相关资历及职责如下： 
本次内部技术评审为宋晋； 
具有相当于所核查行业领域的 ISO14064 主任审核员资质； 
内部技术评审负责本次核查的内部技术审查工作，负责最终核查报告递交给委托方

的质量控制； 
 

3. 核查发现 

3.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企业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的名称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1 年 08 月 09 日 
地理位置 合肥市经济开发区莲花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0007300294381 
法人代表人 陈先保 
排放报告联系人 陈江琳 

联系电话：18009693517 邮箱：chenjl@qiaqiafood.com 
 
企业所属行业代码为：1373 及 1419，农副产品加工及食品制造。 

企业的经营范围是：坚果炒货食品生产和销售；农副产品的生产和收购；油炸食品

生产和销售；膨化食品生产和销售；焙烤类食品生产和销售；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和销售；

果干、蜜饯、肉干肉脯、原枣、巧克力等五类产品的分装等。 
 
企业的组织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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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组织结构图 
 
企业本核查年度的主要生产情况如下： 
 

主要产品 单位 产    量 

葵瓜子 吨 61400 
南瓜子 吨 927 
花生 吨 2834 
西瓜子 吨 4389 
豆类 吨 5675 
焙烤 吨 8422 
坚果 吨 7115 

 
工业总产值（千元） 2138692.87 

 
核查机构检查了企业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组织结构图，查验了公司网站、

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系统网站 1、GBT4754-2011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表等公开信息，并

于现场核查时与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了面谈。核查机构确认企业上述企业信息准确完整，

联系人信息真实有效，企业介绍和组织结构图与企业实际情况一致。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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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企业为独立法人，不存在隶属关系。 

该企业的核算边界与工业制造业的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一致。 

该企业无其它行业排放设施。 

该企业的排放源和主要排放设施列表如下： 

排放环节 该企业是否

包括 

排放气

体 

排放过程与主要设施 

化石燃料燃烧

排放 

包括 CO2 燃气导热油锅炉用于香瓜子生产车间供热

---干燥工序、烤制、炒制工序。 

工业生产过程

排放 

不包括 CO2 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属于电气设备或制冷设备，

不涉及温室气体的填装； 

净购入的电力

和热力消费引

起的 CO2排放* 

包括 CO2 本项目购入电力用于整个生产线，主要用电

设施见表 1；蒸汽主要用于产品的干燥和煮

制； 

其他温室气体

排放 

不包括 / 该企业没有符合“其它”指南核算范围的未

包含的温室气体排放活动 
 

表 1 主要耗能设备列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存放地点 

1 
600万烟气余热锅炉（含

供油管路及导热油） 
 1 

油炉房 

3 600万天然气导热油炉 
 1 油炉房 

4 电焊机 B26-250 1 油炉房 

5 软水箱  
1 蒸汽锅炉房旁 

6 软水箱  1 蒸汽锅炉房旁 

7 鼓风恒温干燥箱 101A-1型 1 二楼办公室 

8 分汽缸（蒸汽罐） Ф800 1 蒸汽锅炉房 

9 流量计  1 管道上 

10 涡街式空气流量计 DN65 1 管道上 

11 流量计  1 管道上 

12 流量计 VA-150 1 管道上 

13 压力变送器 HM 1 管道上 

14 显示仪表  1 管道上 

15 流量计 ABB DN250 1 管道上 

16 流量计 VA-50 DN-50 1 管道上 



9 

17 流量计 
VAI040-DD2-132

DN40 1 管道上 

18 VA50压电式涡街流量计 
VAI 

050-DD1-132 1 管道上 

19 涡街流量计二次仪表  1 蒸汽房 

20 ABB涡街流量计 DN150 ABB 1 蒸汽房 

21 摇臂钻床 Z3040*16 1 大机修房 

22 砂轮机  1 大机修房 

23 氩弧焊机 315A 1 大机修房 

24 
氩弧焊机 TGBT 1 

豆类/茶瓜子机

修房 

25 台钻  1 大机修房 

26 1#空压机 SA-60A 1 空压机房 

27 2#空压机 SA-60A-7.5 1 空压机房 

28 储气罐  1 空压机房 

29 5#空压机 SA-60A 1 空压机房 

30 空压机 2T132-8.6 1 空压机房 

31 冷冻式干燥机 FX17 1 空压机房 

32 冷冻式干燥机 FX17 1 空压机房 

33 软启动柜 SD14182(132KW) 1 空压机房 

34 螺杆空压机 ZT132-8.6 1 空压机房 

35 冷冻式干燥机 FX20 1 空压机房 

36 
冷冻式压缩空气干燥装

置 
FLD-110G 

1 空压机房 

37 螺杆空压机  
1 空压机房 

38 储气罐 1.5/0.88 1 空压机房 

39 储气罐 1.5/0.88 1 空压机房 

40 储气罐 1.5/0.88 1 空压机房 

41 储气罐 3立方 1 空压机房 

42 空压机 1#房配电柜 800*1700*450 1 空压机房 

43 空压机 2#房配电柜 800*1700*450 1 空压机房 

44 发电机 GT250 1 发电机房 

45 发电机 
HKH1400GF

（400KV） 1 
工业园配电房 

46 柴油电发机组  
1 总厂配电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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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配电房配电柜 800*1700*450 1 总厂配电房 

48 原香二期配电柜 800*1800*450 1 老原味仓储部 

47 变压器（1250KVA） S9-1250-10 1 1#总厂配电房 

48 变压器（1250KVA） S9-1250-10 1 2#总厂配电房 

49 计量柜 计量柜 GGD 1 总厂配电房 

50 高压柜 KYN 1 总厂配电房 

51 高压柜 KYN 1 总厂配电房 

52 高压柜 KYN 1 总厂配电房 

53 高压柜 KYN 1 总厂配电房 

54 高压柜 KYN 1 总厂配电房 

55 高压柜 KYN 1 总厂配电房 

56 低压柜 GGD 1 总厂配电房 

57 低压柜 GGD 1 总厂配电房 

58 低压柜 GGD 1 总厂配电房 

59 低压柜 GGD 1 总厂配电房 

60 低压柜 GGD 1 总厂配电房 

61 低压柜 GGD 1 总厂配电房 

62 低压柜 GGD 1 总厂配电房 

63 低压柜 GGD 1 总厂配电房 

64 低压柜 GGD 1 总厂配电房 

65 低压柜 GGD 1 总厂配电房 

66 低压柜 GGD 1 总厂配电房 

67 低压柜 GGD 1 总厂配电房 

68 变压器（630KVA） S9-630-10 1 4#二厂配电房 

69 变压器（630KVA） S11-MR630-10 1 3#二厂配电房 

70 高压柜  
5 

71 直流屏  
1 

72 低压柜 GGD 1 

73 低压柜 GGD 1 

74 低压柜 GGD 1 

75 低压柜 GGD 1 

76 低压柜 GGD 1 

二厂配电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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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低压柜 GGD 1 

78 低压柜 GGD 1 

79 低压柜 GGD 1 

80 低压柜 GGD 1 

81 低压柜 GGD 1 

82 变压器(1250KVA) S9-1250-10 1 工业园 6# 

83 变压器(1600KVA)  
1 工业园 7# 

84 低压柜  
6 工业园 

85 计量柜  
1 工业园 

86 低压柜 GGD 1 工业园配电房 

87 低压柜 GGD 1 工业园配电房 

88 低压柜 GGD 1 工业园配电房 

89 低压柜 GGD 1 工业园配电房 

90 低压柜 GGD 1 工业园配电房 

91 低压柜 GGD 1 工业园配电房 

92 高压机  6 
工业园配电增

容项目 

93 直流屏  1 
工业园配电增

容项目 

94 低压柜  8 
工业园配电增

容项目 

95 变压器  1 
工业园配电增

容项目 

96 
安洽 300T/D污水处理

站除磷  1 污水站 

97 污水处理设备  1 污水站 

98 
工业园 250T污水处理

设备  
1 

污水站 

99 超声波明渠流量计 
 1 工业园污水站 

100 
无线环境监控数据采记

录仪  1 工业园污水站 

101 COD在线监测仪  1 工业园污水站 

102 COD在线监测仪 BS1705019-X 1  
103 COD测定仪 XD-2000 1 污水站办公室 

104 生物显微镜 双目 XSP-6C 1 污水站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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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真空泵 2XZ-0.25 1 污水站办公室 

106 COD速测仪 XD-2000 1 污水站办公室 

107 生化培养箱 PYX-250S-A 1 污水站办公室 

108 灭菌锅 YXQ-SG-41-280B 1 污水站办公室 

109 电热恒温水浴锅 GKCII-2 1 污水站办公室 

110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DGG-9023A 1 污水站办公室 

111 电子分析天平 BS124S 1 污水站办公室 

112 液压升降平台 SJY0.3-9 1 大机修房 

113 蒸汽余热回收系统  1  

114 爆气机 50TRN42.2 1 污水站 

115 爆气机 50TRN42.2 1 污水站 

117 
多极磁化燃气节能设备 GL50-II 1 

合肥厂锅炉房

门口 

118 循环式池耙格栅机 XQ067-4 1 合肥厂污水站 

119 叠螺式污泥脱水机 MYEP302 1 合肥厂污水站 
 
 

以上排放中除外购电力、热力排放属于间接排放外，其它环节排放均属于直接排放。 

核查机构发现该企业排放源识别完整，符合要求。 

此外，核查机构通过查看该企业的生产工艺图、能源消耗表等材料，并询问了相关

生产人员，确认该企业上述核查边界选取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排放源和主

要排放设施识别完整准确，没有明显遗漏。 

本核查年度该企业的核算边界不存在变更。 

 

3.2.1 地理边界 

该企业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经济开发区内。厂区位于紫云路以北、莲花路以东。企业

厂区平面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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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厂区平面图 

 

核查机构通过实地查看该企业的地理位置和厂区布置，并使用公开电子地图定位，

确认该企业上述地理位置和厂区平面图与实际情况一致。 

3.2.2 生产系统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坚果炒货食品的生产和销，生产线主要包括燃气

导热油锅、生产线供热系统、香瓜子煮锅、12#生产车间原香瓜子生产线及 13#生产车间

中茶瓜子生产线、7#生产车间 4条香瓜子生产线、5#生产车间一条 15t/d的多味瓜子（香

生产线。 

 

工艺生产流程如下图所示： 

 

1、烘炒坚果与籽类产品（如香瓜子、原香瓜子、焦糖瓜子、山核桃瓜子、南瓜子、

西瓜子、每日坚果等产品） 

 

（1）坚果与籽类原料→清理→煮制（有此工艺的）→烘炒→冷却→挑拣→包装→ 

 

成品 

 

（2）坚果与籽类原料→清理→浸料或裹衣→烘炒→冷却→挑拣→包装→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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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干、蜜饯干等 

 

 

（3）坚果与籽类仁原料→清理→烘炒（烘干）→冷却→配比→包装→成品 

 

图 3 炒坚果与籽类产品  

 

工艺说明： 

①清理：坚果与籽类原料在使用前需进行机选、手选、清洗等清理处理。根据原料特性，

选取清选机、比重机、去石机、窝眼机、色选机、分级机等对原料进行机选处理，若不

能机选处理则应对原料进行手选，必要时对原料进行清洗处理，以除去杂质并对原料进

行分级； 

②熟制：有煮制工艺要求的，采用熬制的中草药汤料水对原料进行煮制，煮制后再进行

干燥和烘炒处理；无煮制工艺要求的，则直接进行烘炒处理； 

③包装：熟制后的产品需进行冷却，根据工艺需要对冷却后的产品进行人工挑拣或与其

他水果干、蜜饯干等进行混合配比，最后包装形成成品。 

 

2、油炸坚果与籽类产品（琥珀核桃仁、香花生、怪味豆等产品） 

 

 

坚果与籽类原料→清理→浸泡或其他处理→油炸→冷却→裹衣→油炸→拌料→冷 

 

却→包装→成品 
 

图4  油炸坚果与籽类产品 

 

工艺说明： 

①清理：坚果与籽类原料在使用前需进行机选、手选、清洗等清理处理。根据原料特性，

选取清选机、比重机、去石机、窝眼机、色选机、分级机等对原料进行机选处理，若不

能机选处理则应对原料进行手选，必要时对原料进行清洗处理，以除去杂质并对原料进

行分级； 

（有此工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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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熟制：清理后的原料需要浸泡处理使组织疏松，对于裹衣类产品，浸泡后的半成品需

要一次油炸后进行裹衣，再对裹衣半成品进行二次油炸处理；对于非裹衣类产品则直接

油炸一次即可； 

③包装：油炸后的半产品根据口味需要用不同调味粉进行拌料处理，拌料后的半成品冷

却后再包装形成成品。 

 

3、膨化类产品 

 

淀粉、马铃薯、山药等原料→混料→成型→切片→烘烤或油炸→拌料→冷却→包 

 

装 

 

图4  膨化类产品 

 

工艺说明：将小麦粉、马铃薯淀粉、马铃薯、山药、水以及其他配料按照配比要求

进行混料，使物料混合均匀；然后利用成型机对物料进行挤压或辊压使物料成条状或片

状，接着利用切片机切片成所需形状，根据工艺需要进行烘烤或油炸使产品熟化，最后

对熟制半成品进行调味拌料，拌料后的半成品冷却后再包装形成成品。 

 

核查机构根据生产工艺对该企业的排放源进行了识别，排放源包括：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燃气导热油锅炉用于香瓜子生产车间供热---干燥工序、

烤制、炒制工序等。； 

 过程排放：企业生产的设备不属于电气设备或制冷设备，不涉及温室气体的

填装； 
 净购入电力、热力的排放：企业购入电力自用，涉及净购入电力用于整个生

产线，主要用能电设施见表 1；热力蒸汽主要用于产品的干燥和煮制等；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根据《工业及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制造企业

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计算公式如下： 
 

E=E 燃烧+E 过程+E 电力+E 热力     （1） 

式中： 

E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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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燃烧 ——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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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2）； 

E 电力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产生的 CO2排放量（tCO2）； 

E 热力 ——企业净购入的热力产生的 CO2排放量（tCO2）； 

 

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计算公式如下： 

          （1） 
 

1

n

i i
i

E AD EF


燃烧=

其中， ，EFi=CCi×OFi×44/12 i i iAD NCV FC 
式中： 

 E燃烧 ——核算和报告期内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tCO2）； 

 iAD ——核算和报告期内消耗的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GJ）； 

 iEF ——第 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GJ）； 

 iNCV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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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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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C ——第 i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iOF ——第 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 

 i ——净消耗的化石燃料的类型； 

 

3.3.2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 

计算公式如下： 

 （3） E AD EF AD EF   电和热 电力 电力 热力 热力

式中： 

 E电和热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热力所对应的生产活动的 CO2排放量（tCO2）； 

 AD电力 ——核算和报告期内净购入的电量（MWh）； 

 AD热力 ——核算和报告期内净购入的热力量（GJ）； 

 EF电力 ——电力的 CO2排放因子（tCO2/MWh）； 

 EF热力 ——热力的 CO2排放因子（tCO2/GJ）。 

 

 该企业的温室气体核算方法与《工业及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试行）》的要求相符，计算公式正确,无出现偏离指南要求的情况。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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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机构对该重点排放企业各类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

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等内容进行了核查。 

采用了抽样方式核查的数据情况如下： 

抽样原则：抽查后各项目的年度数值与月度数值累加值一致； 

样本大小：对一年数据量≤12的数据全部进行交叉核对，对一年数据量＞12的数

据按开平方根后进位取整得到的结果进行交叉核对； 

抽样方法：随机抽样 

抽样范围：生产报表与财务台账进行交叉核对，涉及天然气、光伏发电和净购入电

力的消耗量。 

活动水平数据的核查见下表： 

 

表 3.4.1-1 净购入电力消费活动水平数据核查表 

数据名称 电力 

单位 MWh 

数值 23326.185 

数据来源 活动水平数据来源： 

 电量汇总表 

数据的优先级： 

数据类型 描述 优先级 

原始数据 直接计量、监测获得的数据 高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为电表直接测量 

电表位于厂内，由供电公司远程抄表。 

电表由供电公司按照国家标准和相关规定定期校验。 

测量频次 连续测量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进行活动数据水平检查采用： 

 结算单 

数据为： 

发生时间 最终报告数据 结算单汇总 

2018年 23326.185 23326.185 

核查结论 净购入电力为企业主要排放源。企业2018年购入电力共有32

张结算单，共计 23326185KWh，核查机构核对了所有结算单与电

量汇总表中的每月全场购入电量一致。核查机构认为报告的数据

是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表 3.4.1-2 购入热力消费活动水平数据核查表 

数据名称 购入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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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GJ 

数值 209216.29 

数据来源 活动水平数据来源： 

 热力统计表 

数据的优先级： 

数据类型 描述 优先级 

测量方法  核查期内的校验/检定时间:有效期至 2019 年 4 月 7 日 
 

测量频次 连续测量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进行活动数据水平检查采用： 

 重点排放单位未提供交叉核对数据 

数据为： 

发生时间 初始报告数据 最终报告数据 

2018年 209216.29 209216.29 

核查结论 企业 2018年购入饱和蒸汽共计 82张结算单，分别为合肥热电、

龙正两家公司，共计 75573 吨，核查机构核对了所有结算单与蒸

汽汇总表中的每月全场购入量一致。核查机构认为报告的数据是

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注：输出蒸汽有两种分别为：1、热电：压力6-8㎏/cm2，温度170-200度。 

2、龙正：压力6-8㎏/cm2，温度l60-175度。 

 

表 3.4.1-3化石燃料燃烧活动水平数据核查表 

数据名称 天然气 

单位 万 Nm3 

数值 715.61 

数据来源 活动水平数据来源： 

 生产统计报表 

数据的优先级： 

数据类型 描述 优先级 

原始数据 直接监测数据 高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为燃气表直接测量 

测量仪器信息如下： 

 燃气表由燃气公司管控，由其按国家标准进行检测、校

验。 

测量频次 持续测量 

数据缺失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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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核对 进行活动数据水平检查采用： 

 能源实物消耗表 

数据为： 

发生时间 初始报告数据 最终报告数据 能源实物消耗

表 

2018年 715.61 715.61 715.61 

核查结论     核查组认为报告的数据是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

南”要求。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表 3.4.2-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核查表 

数据名称 天然气低位发热值 

单位 GJ/万 Nm3 

数值 389.31 

来源 《工业及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与“核算指南”提供的数值一致，数据真实可信。 

 

表 3.4.2-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核查表 

数据名称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tC/GJ 

数值 0.0153 

来源 《工业及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认为与“核算指南”提供的数值一致，数据真实可信。 

 

 

表 3.4.2-3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核查表 

数据名称 电力 

单位 tCO2/MWh 

数值 0.7035 

来源 《2011年和 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与《2011年和 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提供的数

值一致，数据真实可信。 

 



20 

表 3.4.2-4 净购入热力消费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核查表 
数据名称 热力 
单位 tCO2/GJ 
数值 0.11 
来源 《工业及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与“核算指南”提供的数值一致，数据真实可信。 
 

 

3.4.3 排放量的核查 

核查机构根据“核算指南”中的核算方法和指南对分类排放量和汇总排放量的结果

进行核查。核查组通过重复计算、公式验证等方式对该企业排放报告中的排放量的核算

结果进行核查。核查组认为报告排放量的计算公式正确，排放量的累加正确，且排放量

的计算可再现，排放量的计算结果正确，如下表所示。 

 

 

表 3.4.3-1 电力、热力间接排放量计算表 

电力 核证活动水平数据

（MWh） 

核证排放因子

（tCO2/MWh） 

核证排放量（tCO2） 

净购入量（+） 23326.185 0.7035 16409.97 

热力 核证活动水平数据

（GJ） 

核证排放因子

（tCO2/GJ） 

核证排放量（tCO2） 

购入量（+） 209216.29 0.11 23013.19 

 

表 3.4.3-2化石燃料排放量计算表 

核证排放因子 燃料品

种 

核证活动水

平数据（万

Nm3） 
低位发热

值（GJ/吨） 

单位含碳

量(tC/GJ） 
碳氧化

率 

核证排放

量（tCO2） 

报告排放量

（tCO2） 

天然气 715.61 389.31 0.0153 0.99 15472.84 15472.84 

 

 

表 3.4.3-3 工业及其他行业企业排放汇总表 

排放类型 核证值（tCO2） 

化石燃料燃烧 15472.84 

工业生产过程 / 

直接排放小计 / 

净购入电力 1640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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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购入热力 23013.19 

间接排放小计 39423.16 

合计 54896.00 

 

3.5   碳排放补充数据核算报告的核查 

该企业为食品加工制造企业，不在填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企业碳排放补充数据核

算报告》的行业范畴内。 
 

3.6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在核查过程中通过查阅文件和记录以及访谈相关人员，核查组发现该重点排

放企业： 

 制定了部分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帐记录，且台帐记录与实际情况一致； 

 暂未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 

 暂未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 

 

3.7   其他核查发现 

 排放量不确定性分析：无明显不确定性； 

 该企业未来将通过节能技改项目对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控制，认为温室气体

排放有下降空间； 

 真实性声明如下： 

核查机构确认，重点排放单位所提供的基本信息和运行情况描述清楚，对设备/

设施变化的处理得当。重点排放单位各项排放的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来源清楚，

符合核查“核算指南”的要求，能够保证排放量计算的真实性、准确性和保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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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报告中的核算边界的划定准确清晰，排放源的识别完整，

能够真实反映该排放主体在核算边界内的排放，不存在明显的遗漏。重点排放单位

各项排放的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来源清楚，取值合理，与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相符； 

 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量声明如下：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54896.00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15472.84 

工业生产过程CO2排放（tCO2） 0 

净购入使用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6409.97 

净购入使用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23013.19 

 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企业本年度为核查初始年度，无波动说明。 

 核查过程中不存在明显的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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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1：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序号 建议内容 备注 

1 制定完整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帐记录，保证台帐记

录与实际情况一致 
/ 

2 制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依据“核算指南”将相关

排放源全面纳入核算范围 
/ 

3 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指定专门

人员负责相关数据的收集工作，按时填报统计报表，每月底

交由另一人审核后进行归档，并遵照执行 

/ 

4 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并遵照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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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文件清单 

-营业执照 

-公司简介 

-组织机构图 

-厂区平面图 

-工艺流程图 

-电量汇总表 

-电费结算单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能源统计台账（2018） 

-耗能工业企业能源购、消、存情况表 

-燃气发票 

-能源平衡表 

-主要产品产量汇总表 

-主要能耗设备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