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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名称
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

有限公司
地址

唐山市南堡开发区创业

路东荣达道北（原三友化

纤公司）

联系人 闫建华
联系方式（电

话、email）
0315-8333161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名称是否是委托方？■是□否。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域 C2812人造纤维（纤维素纤维）制造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初始）版本/日期

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温室气体初始排放报告 2021年 3月 15

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最终）版本/日期

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最终排放报告 2021年 3月 15

日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

按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

氧化碳排放总量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528075.22tCO2e -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528075.22tCO2e -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

经核查后排放量差

异的说明

无偏差，初始报告填报准确。 -

核查结论：

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小组确认：

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 2021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中国化工生产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未纳入碳交易核查序列内，暂未对监测计划进行备案。

故不涉及排放报告与已备案监测计划符合性的核查。

2.排放量声明；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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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核算和报告期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528075.22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量为 302.67吨二氧化碳当量，工

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量为 0，工业生产过程 N2O排放为 0，CO2回收利用量为 0，净购入

电力隐含的排放量为 527772.55吨二氧化碳当量。

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源类别 排放量（t） 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



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 2 0 2 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II

（tCO2e）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 302.67 3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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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净购入电力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
527772.55 527772.55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不包括净购入电力和

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

302.67

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

力消费引起的的 CO2

排放

528075.22

2.2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据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 C2812人造纤

维（纤维素纤维）制造，不在“71 号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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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不存在异常波动。

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 2021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或特别需要说

明的问题。

核查组长 高婷 签名 日期 2022.3 .23

核查组成员 武小刚

技术评审人 叶民 签名 日期 2022.3 .25

批准人 高阳 签名 日期 2022.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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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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的委托，

对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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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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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化工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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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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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于位于唐山

市南堡开发区创业路东荣达道北(原三友化纤公司)的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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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工业生产过程 N2O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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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O2回收利用量；

（5）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

1.3 核查准则

-《中国化工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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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716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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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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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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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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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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8日收到受核查方提供的《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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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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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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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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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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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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0日

启动会议

了解组织边界、运

行边界，文审不符

合确认

会议室/

企管部/设备

部/财务部

闫建华

-介绍核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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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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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租赁、转让记录；

-能源计量网络图。

3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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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技术部/

企管部/设备

部/工程部

闫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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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0日

资料核查

收集、审阅和复印

相关文件、记录及

台账；排放因子数

据相关证明文件

会议室/

生产车间

/生产技术部/

财务部

闫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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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计划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核查内部质量控制及文件存

档。

3月

20日

资料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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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车间

/生产技术部/

财务处

闫建华

-与碳排放相关物料和能源消

费台账或生产记录；

-与碳排放相关物料和能源消

费结算凭证（如购销单、发票）；

3月

20日

总结会议

双方确认需事后

提交的资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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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室/

生产技术部/

财务处

闫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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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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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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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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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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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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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 2 0 2 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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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30769820542X

- 所属行业领域及行业代码：C2812人造纤维（纤维素纤维）制造

- 实际地理位置：唐山市南堡开发区创业路东荣达道北(原三友化纤公司)

- 成立时间：2004年 12月 9日

- 单位性质：国有企业

- 法定代表人：郑柏山

- 排放报告联系人：闫建华

- 主要用能种类：蒸汽、电、柴油、汽油

- 企业为最低一级独立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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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能源计量类别

用能单位 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主要用能设备（或单

元）

应配

数量

(台)

实配

数量

(台)

配备

率(%)

应配

数量

(台)

实配

数量

(台)

配备

率(%)

应配

数量

(台)

实配

数量

(台)

配备

率(%)

1 电表 4 4 100% 9 9 100% 940 940 100%

2 水表 10 10 100% 4 4 100% 43 43 100%

3 蒸汽 2 2 100% 5 5 100% 52 52 100%

总计 12 12 100% 18 18 100% 1035 103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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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单

位
1 月 2 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累

计

产

量
吨

138

95.

465

128

94.

221

140

95.

703

132

75.

648

121

16.

684

930

9.8

839

106

98.

919

136

22.

741

124

02.

284

996

5.1

333

103

64.

100

109

74.

122

143

61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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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7 7 6 2 9 9 2 9

产

值

万

元

182

97

181

12

213

47

217

39

198

75

155

39

176

44

209

48

187

76

158

43

165

46

182

34

222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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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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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南堡开发区

创业路东荣达道北(原三友化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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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油 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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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购入热力 蒸汽 用汽工序 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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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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2-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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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量排放；

RCO2-回收 报告主体回收且外供的 CO2量；

ECO2-净电 报告主体边界内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

ECO2-净热 报告主体边界内净购入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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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ADi × CCi × OFi ×
44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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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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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企业未涉及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 CO2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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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电 = AD电力 × EF电力 (5)

ECO2−净热 = AD热力 × EF热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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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2-净热 报告主体边界内净购入热力消费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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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 热力 报告主体净购入的热力消费，单位为 GJ（百万千焦）；

EF 热力 电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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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油核查过程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汽油

排放源类型 化石燃料燃烧

排放设施 车辆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工程部

数值 填报数据：13.93 核查数据：13.93

单位 t

填报数据来源 加油发票

监测方法 发票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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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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缺失处理 无

抽样检查 查看全部汽油购入发票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汽油发票中 2021 年全年天汽油用量为 13.93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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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汽油使用量为 13.93t，与填报数据一致。最终采信财

务部门记录中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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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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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工程部

数值 填报数据：82.76 核查数据：8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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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缺失处理 无

抽样检查 查看全部柴油购入发票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柴油发票中 2021 年全年天柴油用量为 82.76t，与

填报数据偏差为 0，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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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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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76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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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85.64 核查数据：18308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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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85.64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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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填报数据正确

热力核查过程

核查过程描述



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 2 0 2 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14

数据名称 热力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电力排放

排放设施 用汽设备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场内

数值 填报数据：1115768 核查数据：1115768

单位 t

填报数据来源 能源消耗统计表

监测方法 蒸汽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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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汽流量计由设备部定期校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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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蒸汽数据，数据完全一致无偏差，均为 1115768MWh。

（2）核查组进一步将 1-12 月蒸汽发票原件与 2021 年能源消耗

统计表中蒸汽数据进行对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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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经查蒸汽压力为 3.8MPa，温度为 435℃，其热焓值约为

3321.9kJ/kg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填报数据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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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油排放因子及来源核查

参数名称 汽油低位发热量

数值
填报数据(GJ/t) 核查数据(GJ/t)

44.8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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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中国化工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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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值
填报数据（tC/GJ） 核查数据（tC/GJ）

0.0189 0.0189

参数名称 汽油碳氧化率

数值
填报数据(%) 核查数据(%)

98 98

数据来源 《中国化工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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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工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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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工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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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值 填报数据（tCO2/MWh） 核查数据（tCO2/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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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19 0.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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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北区域电网平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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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北区域电网排放因子，经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

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热力排放因子及来源核查

参数名称 电力的排放因子

数值
填报数据（tCO2/GJ） 核查数据（tCO2/GJ）

0.11 0.11

数据来源
《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缺

省值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热力的排放因子来源于《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缺省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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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油 13.93 44.8 0.0189 98% 44/12 42.38

柴油 82.76 43.33 0.0202 98% 44/12 26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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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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力

A - - B C=A*B

183085.64 183085.64 0 0.7119 130338.67

类

型
净购入量（t）

焓值

(kJ/kg)

常温水

（kJ/kg，
20°C）

CO2排放因子（tCO2/GJ） 排放量（tCO2）

热

力

A B C D F=A* (B-C)
*10-3*D

1115768 3321.9 83.74 0.11 397433.88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52777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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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67 3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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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净购入电力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
527772.55 527772.55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不包括净购入电力和

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

302.67

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 5280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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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消费引起的的 CO2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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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

C2812人造纤维（纤维素纤维）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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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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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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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小组确认：

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 2021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中

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未纳入碳交易核查序列内，暂未对监测计划

进行备案。故不涉及排放报告与已备案监测计划符合性的核查。

4.2 排放量声明

4.2.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 2021年度核算和报告期内温室气体排放总

量为 528075.22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为 302.67

吨二氧化碳当量，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量为 0，工业生产过程 N2O排放量为 0，

CO2回收利用量为 0，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为 527772.55吨二氧

化碳当量。

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 2021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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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67 3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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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净购入电力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
527772.55 527772.55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不包括净购入电力和

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

302.67

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

力消费引起的的 CO2

528075.22



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 2 0 2 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20

排放

4.2.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据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

C2812人造纤维（纤维素纤维）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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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不存在异常波动。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 2021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或

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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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 重点排放单位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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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序号 建议

1
受核查方应建立完善内部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体系，制定相关活动水平及参数的监测

计划，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

2
受核查方应制定计量器具的定期校准检定计划，按照相关规定对所有计量器具定期

进行检定或校准。

3 应加强对内部数据审核，确保今后年份活动数据口径与本报告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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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1 签到表

2 公正性规避说明

3 保密协议

4 营业执照

5 组织机构图

6 厂区平面图

7 工艺流程图

8 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9 计量器具配备表

10 财务状况表

11 工业企业成本费用表

12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13 能源消耗统计表

14 2021年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产量产值统计表

15 电力及蒸汽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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