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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为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发

改办气候[2011]2601号）和绿色工厂评价的总体安排，为有效实施《工业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及碳配额发放和交易提供可

靠的数据质量保证服务，本公司对2020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自我核查，

对相关管理过程进行梳理确认。公司基本信息见表1-1，核查工作内容见表1-2。 

表1-1 公司基本信息 

受核查企业名称 
浙江台谊消防设备有限

公司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报告年度 2020年 所属行业 
C3591 环境保护专

用设备制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81779395172D 法定代表人 周志平 

填报负责人 王世伟 联系人信息 18057379983 

表1-2 核查工作内容 

序号 工作内容 

1 核准公司温室气体排放覆盖范围、管理架构、管理职责、权限落实情况。 

2 

调取公司年度燃料燃烧排放、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过程排放、净购入电力

产生的排放和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相关资料，筛选温室气体排放值及其他支持文

件是否是完整可靠的，并且符合《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GB/T 

32150-2015）及《工业其他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要求。 

3 

核查是否制定了符合要求的监测计划；核查测量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是否符合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GB/T 32150-2015）和《工业其他行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及相关监测标准的要求；溯源温室气体

排放监测和报告机制的建立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4 

根据《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GB/T 32150-2015）和《工业其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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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核算排放结果。 

 

1.2 核查范围 

浙江台谊消防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谊消防），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

人投资或控股）。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9月8日，占地面积35332平方米，拥有固

定资产6747.1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5006万元，厂区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长

安镇（农发区），该公司共有生产车间5个车间，一个检测车间，一个展示厅。 

公司具有年产120万台（套）智能消防物联网设备及系统的生产线，包括的

产品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防火门监控系统、消防电气控制装置系列、线性感温报

警系统、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等。 

按照《工业其他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行业分

类，公司属于“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行业领域。根据遵循的“谁排放谁报告”

原则及《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GB/T 32150-2015）要求，2020

年度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核查范围确定如下： 

☒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主体，在所辖的地理边界和物理边界范围内，2020年度

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内容见表1-3。 

表1-3 公司2020年度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内容 

燃料燃烧排放 ☒ 固定或移动燃烧设备与氧气充分燃烧产生的CO2排放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

放 

☒ 能源作为原材料被消耗，发生物理或化学变化产生的CO2排

放 

过程排放 ☒ 除能源之外的原材料发生化学反应造成的 CO2 排放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 企业净购入电力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产生的CO2排放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企业净购入热力所对应的热力生产环节产生的CO2排放 

 

1.3 工作准则 



 

 

1）《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 

2）《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3）《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2006）； 

4）《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5）《2013年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 

6）《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7）《工业其他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8）《2011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2  核查发现 

2.1 公司基本信息 

浙江台谊消防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谊消防），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

人投资或控股）。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9月8日，占地面积35332平方米，拥有固

定资产6747.1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5006万元，厂区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长

安镇（农发区）。 

2.1.1 组织架构 

公司组织架构图见图2-1。在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方面，公司制造中心工作负

责。 

 

图2-1 公司组织架构图 



 

 

2.1.2 公司的主要生产过程及工艺 

公司的产品主要为智能消防物联网设备及系统。其生产工艺如下图所示： 

 
图2-2 生产工艺流程图 

公司主要用能设备包括开式固定压力机、开式可倾压力机、液压折边机、光

纤激光切割机、烘箱流水线、回流炉、波峰焊接机、空压机等，详见表2-1。 

表2-1 公司主要用能设备统计表 

序号 设备编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制造厂商 数量 

1 S01-01 开式固定压力机 JH21-80T 沃德精机（中国）有限公司 2 



 

 

2 S01-03 开式可倾压力机 JB23-63T 浙江威力锻压机床厂 14  

3 S03-01 液压折边机 WC67K-63T/2500 南京云泰机械有限公司 7 

4 S13-04 
大德光纤激光切

割机 
DD-PL-3015 江苏大德重工有限公司 5 

5 S15-01 烘箱流水线 12000*1200 温岭市德意普流水线制造 1 

6 S18-05 回流炉 NS-800Ⅱ 
深圳劲拓自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 
1 

7 
S19-01 

波峰焊接机 NK-350 
深圳劲拓自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 
1 

8 T01-01 螺杆式空压机 DSR-30A 
上海德斯兰空压机有限

公司 
1 

 

2.1.3 能源及温室气体管理现状 

通过查阅公司能源管理制度，检查现场设施和访问现场工作人员，核查组确

认的公司能源管理现状见表 2-2。 

表 2-2 公司能源管理现状 

公司能源管理信息 内容 

使用能源的品种 电力、汽油 

能源计量情况 电力：计量表连续监测； 

能源审计情况 公司未开展过能源审计。 

年度能源统计报告情况 公司每月统计月度能源数据。 

 

2）能源计量与管理 

公司的能源管理、能源统计及能源计量等工作由制造中心负责，对能源的购

入存储、加工转换、输送分配和使用消耗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工作。 

公司电力结算每月由电力公司统计，通过缴费单开取发票进行销账。汽油均

按照购买记录进行统计，由财务处根据加油量及报销发票进行统计。 

公司对各类能源配备了相应的能源计量器具。其中，电力配备一、二计量器

具；汽油为加油站加油机自行计量。 

2.2 公司设施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2.2.1 公司场所边界 

公司注册地址及经营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长安镇（农发区）春潮路 16

号。 

2.2.2 设施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通过调取主要设备台账、能源消耗记录和现场访谈，确认场所边界内的排放

设施和排放源识别情况见表 2-3。 

表2-3 排放设施及排放源识别 

序号 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排放类型 

1 汽油 汽车 燃料燃烧排放 

2 电力 生产设备、照明、办公用电设施等 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说明：公司不对外供电。 

 

2.3 核算方法及数据的符合性 

2.3.1 核算方法的符合性 

对公司 2020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核算，其中燃料燃烧排放、能源作为

原材料用途的排放、过程排放、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产生的排放均采用活动水

平与排放因子乘积进行计算，其核算方法的选择符合《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和报告》（GB/T32150-2015）、《工业其他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2.3.2 数据的符合性 

数据的符合性详见表2-4。 

表2-4 公司数据符合性 

项目 参数 单位 参数描述 
是否制定

监测计划 



 

 

项目 参数 单位 参数描述 
是否制定

监测计划 

活动

水平

数据 

燃料燃烧排放 

汽油 t 主要用于叉车，无数据缺失处理。 否 

天然气 M
3
 

主要用于公司食堂，数据来源于

2020年能源消耗统计报告，缴费发

票及通知，无数据缺失处理。 

每月天然

气表连续

监测 

平均低位

发热量 
GJ/t 

数据来源于《工业其他行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附录二所提供的推荐值。 

- 

净购入电力产生

的排放 
电 MWh 

主要用于生产及办公耗电设备，数

据来源于2020年能源消耗统计报

表，电费发票和缴费通知单，无数

据缺失处理。 

每月电表

连续监测 

排放

因子 

燃料燃烧排放 

单位热值

含碳量 
tC/GJ 

数据来源于《工业其他行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附录二所提供的推荐值。 

- 

碳氧化率 % 

数据来源于《工业其他行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附录二所提供的推荐值。 

- 

排放因子 tCO2/GJ 
该数据计算方法为：Σ单位热值含

碳量*碳氧化率*44/12。 
- 

购入电力的排放 
电力排放

因子 

tCO2/MW

h 

数据来源于《2011年和2012年中国

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中华东电网排放因子 

- 

其他数据 

年产值 万元 数据来源于公司2020年统计数据 - 

产品产量 t 数据来源于公司2020年统计数据 - 



 

 

2.4 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 

2.4.1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4）

计算。 

E电=AD电×EF电……（4） 

式中： 

E电—购入的电力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

碳（tCO2）； 

AD电—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净外购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F电—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兆瓦时

（tCO2/MWh）。 

相关指标数据来源如下：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净外购电量采用企业提供的电费发票或者结算单等结

算凭证上的数据；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采用《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

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华东电网的排放因子 0.7035tCO2/MWh。公司

2020 年电力净消耗量详见表 2-5 

表2-5净购入电力的排放量计算表 

年份 

电量（MWh） 排放因子(tCO2/MWh) E电（tCO2） 

A B C=A*B 

2020 年 644.53 0.7035 453.43 

2.4.2 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等于企业边界内所有生产系统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量、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量、过程排放量、以及企业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

消费的排放量之和，按式（5）计算。 

E= E燃烧+ E过程+E电……（5） 



 

 

式中： 

E—报告主体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燃烧—报告主体燃料燃烧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过程—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电—报告主体购入的电力消费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经核查，公司2020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详见表3-7： 

表2-6 2020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 

年度 2020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0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453.43 

碳排放总量 453.43 

2.5 本年度新增排放设施的核查 

经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公司2020年度无新增排放设施和退出的既有设施。 

2.6 未来温室气体控制措施 

公司温室气体排放主要为燃料燃烧排放、过程排放、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2020年正在实施及计划实施的控制措施具体如下： 

    1）照明灯具的更换。将原办公场所内的照明工具全部更换为LED灯，节省

电的消耗。 

2）严格执行电耗奖惩制度。设定电耗明确责任区域，并进行监督检查，对

于长明灯和设备空转现象予以考核，对于做出节电措施的个人或班组进行奖励，

节约用电。 

3）完善能源管理制度。更新、完善《能源使用和数据分析制度》、《能源

计量管理办法》、《节能降耗控制实施细则》等能源管理制度，加强公司能源管

理工作，最大限度地合理使用能源，促进节能技术进步。 

2.7 对监测计划的核查 

公司确定的监测计划包括电力、天然气、柴油等，详见表2-7。 



 

 

表2-7 公司监测计划 

 

2.8 外地能源消费总量的核查 

公司无分支机构，边界不涉及外地区域。 

3  核查结论 

审查组对公司2020年度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核查。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核查、

数据流调取、测算、核算和内部技术复核，形成如下核查结论。 

3.1 核算和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审查组按照《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GB/T32150-2015）、

《工业其他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及相关标准

法规，对公司2020年度标准要求的排放源、排放数据进行了全面测算并进行了技

术复核，满足要求。 

3.2 本年度排放量的声明 

经核查，公司2020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能源作

为原材料用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过程二氧化碳排放量+净购入电力产生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净购入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453.43tCO2。 

3.3 核查过程未覆盖到的问题的描述 

核查准则中所要求的内容已在本次核查中全面覆盖。 

4  附件 

附件1：营业执照 

附件2：能源及原材料证明性文件 

附件3：2020年能源统计报表 

附件4：2020年原材料消耗统计报表 

监测参数 监测设备 监测频次 记录频次 

电力 电表 连续监测 每月记录 

汽油 实际发生量 购买记录 每次记录  



 

 

附件5：重点耗能设备表 

附件6：计量器具一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