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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建立完善温室气体统计核算制

度，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和《“十二五”控制温室气排放工作方案》

（国发[2011] 41号）提出的“加快构建国家、地方、企业三级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工作体系，实行重点企业直接报送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费数据制

度”的要求，浙江国发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国发”）

受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核查方）的委托，对该企业

2018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此次核查的目的包括：：

确认被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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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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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核查方2018年度在企业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即浙江省杭州市余

杭区余杭街道华一路2号华正科技园所有生产设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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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燃烧排放以及净购入电力引起的排放；生产设施范围包括直接生产系

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其中辅助生产系

统包括动力、供电、供水、机修、库房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指挥系

统（厂部）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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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指南”）；

《“十二五”控制温室气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1】41号）；

《关于组织开展2017 年重点企（事）业单位碳报告核查复查工作的通

知》（浙发改资环【2017】732 号；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浙江省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指南（2016 版）》；

《国家MRV 问答平台百问百答-共性/生产行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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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省核查指南》要求以及浙江国发内部质量管理相关制度，本次

核查的核查组人员组成及分工如表2-1所示。

表2-1 核查组成员及分工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责分工

1 郑宇航 核查组组长 核查工作统筹、文件评审、现场核查

2 王必成

朱星荣
核查组组员

文件评审、现场核查、报告编制、资料审阅、现场查

看、数据抽样、核查计划制定、数据整理

3 王春海 技术复核人 技术评审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2019年3月12日收到被核查方提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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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

日对该报告进行了文件评审。核查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

——企业基本情况：《排放报告（初版）》中未描述企业的法人核算

边界和补充数据表核算边界；

——活动水平数据：经查阅《排放报告（初版）》，发现《排放报告

（初版）》中外购天然气、电力的监测方法以及监测频次未描述，无法确

认数据来源的合理性、规范性。

——其它情况：提供的支持性文件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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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于2019年3月19日对被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现

场核查。现场核查按召开见面会、现场主要排放设施及计量器具踏勘、走

访企业相关部门核实验证数据信息、召开总结会四个步骤进行。现场主要

访谈对象、访谈内容如表2-2所示。

表2-2 现场访谈一览表

时间 对象 部门 职务 访谈内容

2019.3.19 姚军民
资产

管理部
副总

企业发展及生产情况介绍，各部门运营以及

人员对接安排。

2019.3.19 臧勇 工艺部 经理
生产工艺流程图、生产报表、检定证书等资

料的提供。

2019.3.19 刘娜娜 品质部
体系工程

师
产品产量的监测方法、监测频次的介绍。

2019.3.19 董霞 制造部 经理 厂区内主要用能设备和计量器具的介绍

2019.3.19 黄智谓 设备部 副经理

介绍电力的监测方法、监测频次等，并提供

能源计量器具清单、主要用能设备清单、生

产抄表量等

2019.3.19 唐蕾 财务部 CO
提供天然气、电力的购进发票以及公司产值、

员工人数等资料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核查组于2019年3月10日向被核查方开具了1项不符合（详见附件1），

并与被核查方沟通一致。并与被核查方沟通一致，被核查方正式确认的不

符合清单（盖章版本）尚未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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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江国发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在提交核查委托方之前进行

了内部技术评审。负责本次技术评审的人员独立于本次核查组。技术评审

意见及修正情况见表2-3所示。

表2-3 技术评审意见及修正情况汇总表

序号 技术评审意见 修改情况

1 基本信息核查请补充地理位置 已补充

2 法人边界排放量汇总表未按指南模板要求编制，请修正 已修正



6

3. 核查发现

3.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基本信息

核查组对《企业2018年度碳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信息进行了核查，

通过查阅被核查方的《营业执照》、《组织结构图》等相关信息，并与被

核查方代表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涛，营业执照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4771866XW，行业代码 C3963。公司成立于 2003年，

是国内最早从事研发生产环氧树脂覆铜板的企业之一。公司于 2017年 1月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上市（股票代码：603186），是杭州市余杭区第一

家主板上市的公司。

企业目前只有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华一路2号华正科技园一个厂区。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半固化片、导热材料以及覆铜板材料的生产与销售。

2018年企业综合能耗4432.61吨标煤，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见下图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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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企业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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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核查方组织机构如图3-2所示。

图3-2 企业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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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主要生产运营系统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半固化片、导热材料以及覆铜

板材料。企业主要用能设备详见附件。企业计量器具主要是电子式多功能

电能表，由电网公司负责管理维护。具体生产工艺流程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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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主营产品产量

被核查方单独填报《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和《工业产销总值及

主要产品产量表》。依据以上报表，2018 年度被核查方主营产品产量信息

如下表所示：

表3-1 产量核查标准及数据来源表

核查采信数据来源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1月-12月）》

交叉数据来源 《工业总产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监测方法 人工计数、复核

监测频次 持续监测

图3-3 主要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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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频次 每班次记录，每日统计，每月合计

监测设备维护 由被核查方日常维护，定期巡检，发现异常，及时校准，但企业不能

提供检定报告。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验证 （1）核查组汇总了《主要经济技术指标（1月-12月）》中半固化片、

导热材料以及覆铜板材料的产量数据，并与《工业生产总值及主要产

品产量》中全年累计数量进行比对，发现结果一致。

（2）鉴于《主要经济技术指标（1月-12月）》系企业生产台账，核查

组认为其统计口径、统计频次更符合企业生产实际，决定采纳。

核查确认的数据 覆铜板8848032张，半固化片4590255m，导热材料1267072m2。

核查结论 与《排放报告（初版）》中未填报数据相符，符合要求。

表3-2 企业产品按月统计表

月份 覆铜板（张） 半固化片（m） 导热材料（m2）

1月 650552 216981 48606

2月 297601 230672 25530

3月 560153 312008 106310

4月 741592 545194 76106

5月 606763 266192 57752

6月 627903 390499 92551

7月 542081 411248 124810

8月 1778967 396490 159187

9月 782563 579937 171375

10月 756784 589130 124458

11月 706701 372091 143748

12月 796372 279813 136639

合计 8848032 4590255 1267072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信息，确认其数据与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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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1.4 主要经营指标

通过查阅被核查方《工业总产值及主要产品产量》、《公司产值及固

定资产表》、《综合能耗表》，确认被核查方2018年度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如表3-3所示。

表3-3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项目 单位 2017年 2018年 较上年增（降）幅

工业总产值 万元 102545 127429 24.27%

在岗职工总数 人 510 543 6.47%

固定资产原值 万元 17661 18831 6.62%

综合能源消费量 吨标煤 4265.85 4432.61 3.91%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法人核算边界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现场核查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被核查方代表

访谈等方式，核查组确认被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因此企业边界为被核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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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现场核查确认，被核查方企业边界为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余杭

街道华一路2号华正科技园。直接生产系统包括锅炉、焚烧炉、上胶机等生

产设备；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废水、废气处理系统等；附属生产系统为办公

用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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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件评审及现场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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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边界

经现场确认的地理边界为：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华一路2号华正科技

园。厂区平面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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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企业地理边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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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排放源和气体种类

本次核算的气体为二氧化碳。排放源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3-4 主要排放源信息

序号 排放种类 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地理位置 备注

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天然气 焚烧炉、锅炉 厂区

3 净购入的电力 电力 用电设备 全厂区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初稿）》，确认其完整识别了边界内排放

源和排放设施与实际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确认《企业2017年度碳排放报告》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

核算方法：

式中：

EGHG 为报告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tCO2 当量

ECO2-燃烧 为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CO2 排放量，单位为tCO2

当量

ECO2_碳酸盐 为报告主体碳酸盐使用过程分解产生的CO2 排放，单位为吨

CO2；

ECH4_废水 为报告主体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CH4 排放，单位为吨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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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H4_回收销毁 为报告主体的CH4 回收与销毁量，单位为吨CH4；

RCO2_回收 为报告主体的CO2 回收利用量，单位为吨CO2；

ECO2_电 为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所对应的CO2 排放量，单位为tCO2 当量；

ECO2_热 使用净购入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GWPCH4为CH4 相比CO2 的全球变暖潜势（GWP）值。根据IPCC 第二

次评估报告，100 年时间尺度内1吨CH4相当于21吨CO2的增温能力，因此

等于21。

3.3.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被核查方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如下核算方法：

式中：

ECO2-燃烧为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CO2 排放量，单位为tCO2

当量；

i 化石燃料的种类；

ADi为企业边界内工业生产过程产生各种温室气体的CO2 当量排放，

单位为tCO2当量；

CCi为化石燃料品种i 明确用作燃料燃烧的消费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

以吨为单位，对气体燃料以万Nm3 为单位；

OFi为化石燃料i 的含碳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以吨碳/吨燃料为单位，

对气体燃料以吨碳/万Nm3 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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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 排放

通过现场核查及企业生产工艺情况，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不涉及碳酸

盐使用。因此，此部分排放为0。

3.3.3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 排放

企业生产过程中废水沉淀后全部进行回用，不产生甲烷气体。受核查

方在生产过程中不存在废水厌氧处理CH4 排放，该部分无需核算。

3.3.4CH4回收与销毁量

受核查方不产生甲烷，因此也没有CH4 回收与销毁量，该部分无需核

算。

3.3.5CO2回收利用量

受核查方产生的CO2 没有回收利用，该部分无需核算。

3.3.6净购入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被核查方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如下核算方法：

式中：

AD电力：核算和报告期内的购入电量，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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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电力：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tCO2/MWh。

AD热力：核算和报告期内的购入热量，GJ；

EF热力：热力供应的CO2 排放因子，tCO2/GJ。

热力供应的CO2 排放因子应优先采用供热单位提供的CO2 排放因子，

不能提供则按0.11 吨CO2/GJ 计。

依据《中国石油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中公式21：

式中：

AD蒸汽为蒸汽的热量，单位为GJ；

Mast为蒸汽的质量，单位为吨蒸汽；

Enst为蒸汽所对应的温度、压力下每千克蒸汽的热焓，单位为kJ/kg。

饱和蒸汽和过热蒸汽的热焓可分别查阅《中国石油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附录二表2.2 和表2.3。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核查报告》中采用的核算方

法与《核算指南》一致。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燃烧过程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相关支持性文件及访谈相关部门，对企业

2018年度购入化石燃料、电力的相关品种每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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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源、测量方法、测量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

对主要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如下。

3.4.1.1天然气消耗量

表3-5 天然气核查表

数据名称 天然气

单位 万m3

数值 215.01

数据来源 《燃料动力消耗统计表》

测量方法 燃料使用登记

测量频次 每月统计使用量

记录频次 按月汇总分类

监测设备维护 企业自行维护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受核查方天然气填报数据来源于公司与能源提供单位发票。

核查结论 核查组查阅了企业2018年度排放报告，企业上报的天然气消耗量正确。核

查确认：采用《燃料动力消耗统计表》统计的2018年度全年消耗天然气215.01

万m3，合理。

表3-6 核查确认的天然气消耗量（m3）

日期 燃料动力消耗统计表 能源台账

1月 285120 285120

2月 202433 202433

3月 168106 168106

4月 168512 168512

5月 170596 170596

6月 177254 17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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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83756 183756

8月 184284 184284

9月 173407 173407

10月 169453 169453

11月 165681 165681

12月 101505 101505

合计 2150107 2150107

3.4.2 净购入的电力的核查

净外购电力的消耗量

表3-7 外购电力核查表

数据名称 外购电力

单位 MWh

数值 12798.80

数据来源 《燃料动力消耗统计表》

测量方法 电网公司管理的电能表监测

测量频次 连续测量

记录频次 生产每天记录，每月汇总

监测设备维护 一级电度表由当地供电公司校验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数据来源于《燃料动力消耗统计表》，核查组将上表中每月电量进行核对

和数据累加重算验证，确认填报电力消耗数据与汇总数据一致。企业提供

2018年度能源台账，与燃料动力消耗统计表核对一致。此外，核查组交叉

核对财务的购电发票,数据一致。因此，审核组确认《燃料动力消耗统计表》

统计报表中数据可信。

核查结论 核查确认：净外购电量为：12798.80 MWh

核查组查阅了企业2018年度排放报告，上报的外购电力数据12798.80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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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

表3-8 核查确认的电力消耗量（MWh）

日期 燃料动力消耗统计表 能源台账 发票

1月 970.83 970.83 970.83

2月 584.26 584.26 584.26

3月 1086.80 1086.80 1086.80

4月 980.07 980.07 980.07

5月 1088.69 1088.69 1088.69

6月 1200.92 1200.92 1200.92

7月 1284.51 1284.51 1284.51

8月 1289.70 1289.70 1289.70

9月 1164.87 1164.87 1164.87

10月 1063.49 1063.49 1063.49

11月 1059.78 1059.78 1059.78

12月 1024.88 1024.88 1024.88

合计 12798.80 12798.80 12798.80

3.4.3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表3-9 天然气核查表

数据名称 天然气排放因子

低位发热值（GJ/万Nm3） 389.31

单位热值含碳量 15.30tC/TJ

氧化率 99%

来源 企业未对天然气进行检测，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氧化率来

源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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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南中天然气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和氧化率未检测，采用《工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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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指南中天然

气的缺省值，采用的数据准确。

表3-10 电力核查表

数据名称 电力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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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华

东电网平均CO2 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核查组查阅了企业2018年度排放报告，企业上报的外购电力排放

因子0.7035 tCO2/MWh 与核查指南要求一致，采用《2011 年和2012 年

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2012 年华东电网平均CO2 排

放因子。

经核查，采用《2011 年和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

放因子》2012 年华东电网平均CO2 排放因子合理。

3.4.4 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上述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核查指南中的核算方法，

核查组通过重复计算、公式验证、与年度能源报表进行比较等方式对企业

排放报告中的排放量的核算结果进行验证，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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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表3-11 核查确认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燃料

品种

核查确认的活

动水平数据

（万m3）

核查确认的排放因子（单位）
核查确认的排

放量（tCO2）

企业报告的排

放量（tCO2）
低位发热值

（GJ/万m3）

单位热值含

碳量（tC/TJ）

碳氧化

率（%）

天然

气
215.01 389.31 15.30 99% 4648.92 4648.92

合计 4648.92 4648.92

3.4.4.2 外购电力产生的排放

表3-12 核查确认的外购电力产生的排放量

电力 外购电力量 排放因子 核查确认的排放量 企业报告的排放量

单位 （MWh） （tCO2/MWh） （tCO2） （tCO2）

外购电力 12798.80 0.7035 9003.96 8913.91

3.4.4.3 排放量汇总

表3-13 核查确认的总排放量

排放类型 核查确认值
《排放报告（终稿）》报

告值
误差

单位 吨 吨 %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CO2 排放因子 4648.92 4648.92 0

净购入电力 CO2 排放因子 9003.96 9003.96 0

间接排放小计 / / 9003.96 0

总排放量，合计 / / 13652.88 0

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验算，确认《排放报告（终稿）》中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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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计算结果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属于非纳入碳交易行业，不涉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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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质量管理工作是受核查方确保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数据的准确

性，提升温室气体管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受核查方应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的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制度。

核查要求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质量管理工作参考ISO9001质量管

理体系的思路，从制度建立、数据监测、数据流程监控、记录管理、内部

审核等几个角度着手，建立健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流的管控和数据质

量管理工作。

表3-14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核查发现表

序号 规定要求 核查发现

1 从管理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

作进行规范。指定专门人员负责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制定规范性流程性管理

文件，明确核算和报告工作的流程。

未指定专门人员负责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未规范性流程性的管理文件。

2 对排放源进行分类管理。根据排放占比情况进

行排序分级，对不同排放源类别的活动水平数

据和排放因子进行分类管理。

还未进行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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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健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内容包

括消耗量、燃料低位发热值等相关参数的监测

设备、监测方法及数据监测要求；数据记录、

统计汇总分析等数据传递流程；定期对计量器

具、检测设备和在线监测仪表进行维护管理等

计量设备维护要求；并对数据缺失的行为制定

措施。注意将每项工作内容形成记录。

已定期做好相关的数据记录、统计汇总

分析等数据传递流程。但部分计量器具

的维护要求还未达到相应要求。

4 建立温室气体数据记录管理体系。包括企业每

个参数的数据来源，数据监测记录统计工作流

转的时间节点，以及每个节点的相关责任人。

初步建立了温室气体数据记录管理体

系，未明确每个时间节点的相关责任

人。

5 在企业内部定期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

审核制度，通过定期自查方式，进一步确保温

室气体排放数据的准确性。

未建立

3.6 其他核查发现

核查组在现场审核时发现，排放报告中的电力统计未对附属生产用电

进行统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企业人员对所需要核查的企业用电范围不明

确，所以附属生产用电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未统计入温室气体总量。

经与企业核实，2019年起将在发票产生日期起记入能源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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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核查组通过对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的文件评审和现场核

查，在核查发现得到关闭或澄清之后，核查组得出如下结论：

（1）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报告的2018年度温室气体排放信息

和数据是可核查的，且满足核查准则的要求。

（2）经核查，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二氧化碳量如下

所示：

表4-1核查结果表

排放源类别 排放量（tCO2）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4648.92

企业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tCO2） 9003.96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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