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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体组织）名称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山东省阳谷县清河西路 217

号（原南环路 217 号） 

联系人 姜雪静 
联系方式（电话、

email） 

15265846921 

126584692@126.com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是委托方？是 □否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域 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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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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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第 01 版本 / 2019 年 02 月 15 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第 02 版本 / 2019 年 02 月 26 日 

2018 年度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tCO2e）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42,208.09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42,208.09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排放量差异的原因 无差异 

核查结论 

1. 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符合性： 

核查组确认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 2018 年度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的企业

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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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排放量声明：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 2018 年度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 

种类 排放量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194.81 

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量(tCO2) - 

废水厌氧处理排放量(tCH4) - 

CH4 回收与销毁量(tCH4) - 

CO2 回收利用量(tCO2) -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排放量(tCO2) 42,013.28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42,208.09 

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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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量合理性核查 

经核查，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柴油消耗量、汽油消耗量、液化石

油气消耗量、净购入电量、净购入热量数据，基本在设计产能的合理范围，如实反映了企业

生产状况。 

（2）数据波动性核查 

核查组对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柴油消耗量、汽油消耗量、液化石

油气消耗量、净购入电量、净购入热量数据的波动情况进行分析。所有活动水平数据的变化

趋势基本相同。 

（3）排放因子的选取 

经核查，核查选取的排放因子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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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核查过程中没有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 

 

核查组长 王晓甜 签名 
 

日期 2019 年 02 月 22 日 

核查组成

员 
袁率、孙万立 

技术复核

人 
马涛 签名 

 

日期 2019 年 02 月 26 日 

批准人 张熙玮 签名 
 

日期 2019 年 02 月 26 日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目录 

1  概述 ....................................................... 1 

1.1  核查目的 .............................................. 1 

1.2  核查范围 .............................................. 1 

1.3  核查准则 .............................................. 1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 3 

2.1  核查组安排 ............................................ 3 

2.2  文件评审 .............................................. 3 

2.3  现场核查 .............................................. 4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 4 

3  核查发现 ................................................... 6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 6 

3.1.1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 ......................... 6 

3.1.2  受核查方能源管理现状 ........................... 8 

3.1.3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及产品 ........................ 10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 14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 15 

3.3.1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 16 

3.3.2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 16 

3.3.3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 16 

3.3.4  CH4回收与销毁量 ............................... 16 

3.3.5  CO2回收利用量 ................................. 16 

3.3.6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 17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 17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 18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 24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 27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 28 

3.6  其他核查发现 ......................................... 28 

4  核查结论 .................................................. 29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 29 

4.2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 29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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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1 

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关于做好 2018 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

定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71 号）的要求，山东产发低碳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受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对山东阳

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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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产发低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依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

报告核查参考指南》的相关要求，开展本次核查工作，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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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独立于受核查方，避免偏见及利益冲突，在整个核查活动中

保持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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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核查过程中的发现、结论、报告应以核查过程中获得的客观证

据为基础，不在核查过程中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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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做好 2018 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

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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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百问百答》 

-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8） 

-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  其他相关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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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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产发低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组织了核查组，核查组成员详见下

表。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王晓甜 组长 

1）企业层级的碳排放边界、排放源和排放设施的核

查，排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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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等； 

2）现场核查。 

2 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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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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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19 年 0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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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企业基本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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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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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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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19 年 0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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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 访谈内容 

2019 年 

02 月 22 日 

柳章银 生产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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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企业层级的核算边

界； 

2）了解企业排放报告管理制度的建立

情况。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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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排放报告中的相关数据和信息，

进行核查。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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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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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雪静 节能管理人员 

魏艳华 能源统计人员 

赵学柱 设备管理人员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现场访问后，核查组于 2019 年 02 月 25 日完成核查报告。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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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产发低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

核查委托方前经过了山东产发低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内部独立于核

查组的技术评审。本次核查的技术评审组如下表所示。 

表 2-3  技术复核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马涛 技术评审员 独立于核查组，对本核查进行技术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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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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表 

受核查方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70000168015871H 

法定代表人 王文博 单位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内的危

险化学品生产（有效期限以许可证

为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橡胶防焦剂 CTP、橡胶助剂的制

造，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2000 年 03 月 23 日 

所属行业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2661） 

注册地址 阳谷县清河西路 217 号（原南环路 217 号） 

经营地址 阳谷县清河西路 217 号（原南环路 217 号） 

排放报告 

联系人 
姜雪静 电话 15265846921 邮箱 126584692@126.com 

通讯地址 
阳谷县清河西路 217 号（原南环路

217 号） 
邮编 252300 

受核查方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4 年组建，原为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有限公司，2009 年 9 月完成股份改制，成立山东

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9 月首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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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 

公司以“国家橡胶助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企业技术

中心”为高新技术创新平台，形成了以高等级子午线轮胎、橡胶助剂、

助剂原材料为主的“山东省西部橡胶助剂产业集团”。目前其主导产

品橡胶助剂系列产品橡胶防焦剂 CTP、硫化促进剂 NS 达到了国际领

先水平，与米其林、固特异、佳通、韩泰等国际知名轮胎企业建立了

战略伙伴关系，与朝阳、三角、风神、玲珑、双星、双钱、成山、万

力、前进等名牌产品的高等级子午线轮胎进行了配套，在拉长橡胶助

剂特色产业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如图 3-1 所示： 

 

图 3-1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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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受核查方能源管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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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主要用能设备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清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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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用能设备一览表 

序

号 

设备

名称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 

安装

部位 
数量 备注 

1 冰机 
YS25MN

HZA 

压缩机型号：LG25M，电源：3P/10kV，

/50Hz，出厂编号：①957772401/②

957772402，制冷剂充罐量：2550kg，

制冷量：1095kW，制冷剂：R22，电机

功率：450kW，图号：013533370000，

厂家：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新西

厂冰

机房 

2 
冷水

机组 

2 冰机 
YS20TNH

ZA 

压缩机型号：LG20T，电源：3P/10kV，

/50Hz,出厂编号：703828601，制冷剂充

罐量：600kg，制冷量：843.3kW，制冷

剂：R22，电机功率：355kW，图号：

018304060000，厂家：烟台冰轮股份有

限公司 

新西

厂冰

机房 

1 
冷水

机组 

3 
空压

机 
GFD-55F 

容积流量：9.2m³/min，排气压力：

9.8MPa，55kW，650kg，编号：4112607，

厂家：上海罗德康普螺杆压缩机有限公

司 

不溶

性硫

磺车

间 

1 
空压

机组 

4 

螺杆

式空

压机 

SAC55-8

A 

排气压力：0.8MPa，电机功率：55kW，

出厂编号：201408917，容积流量：

10.1m³/min，机组输入比功率：7.9kW

（m³/min），厂家：烟台冰轮股份有限

公司 

母胶

粒车

间 

1 
空压

机组 

5 空压 GA75+PA 系列号：WUX806961，额定压力/最大 母胶 1 空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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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7.5MK5 压力：0.70/0.75MPa，容积流量：

14.82m³/min，驱动电机功率：75kW，

输入比功率：6.0kW（m³/min），净重：

1525kg，厂家：阿特拉斯-科普柯（无

锡）压缩机有限公司 

粒车

间 

机组 

6 
密炼

机 
75L 昆山科信橡塑机械有限公司 

母胶

粒车

间 

2 
密炼

机组 

7 冰机 
YSLGF46

5HZA 

压缩机号：LG2GBM，AC 3P 频率：

50Hz，电压：AC 3P 380V，出厂编号：

①09-07-03/②09-07-02/③09-07-01，日

期：2009.7，重量：8000kg，制冷剂：

R22，制冷剂充罐量：640kg，制冷量：

461kW，转速：2960r/min，电机功率：

220kW，厂家：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CTP

车间

冰机

房 

3 

低温

盐水

机组 

8 冰机 
YSLGF46

5M1 

压缩机型号：KF20CK，制冷剂：R22，

电源：3N50Hz380V,重量：7000kg，制

冷剂充罐量：450kg，制冷量：465kW，

电机功率：200kW，转速：2960r/min，

厂家：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CTP

车间

冰机

房 

1 

低温

盐水

机组 

9 
空压

机 
DFB-75A 

出厂编号：201808915，转速：2950r/min，

电压：380V，功率：55kW，净重：1350kg，

容积流量：10.1m³/min，排气压力：

0.8MPa，厂家：江苏欧曼压缩机有限公

司 

加工

助剂

车间 

1 
空压

机组 

10 

虹吸

刮刀

离心

机 

GKH1250 
电压：380V，功率：110kW，江苏赛德

力制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硫磺

再生

车间 

1 

离心

机设

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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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度的主要能源消耗品种为柴油、汽油、液化石油气以及外购电力和外

购热力。受核查方每月汇总能源消耗量，并向当地统计局报送《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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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能源购进、消费、库存》表。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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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核查方以生产和销售橡胶助剂产品为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包括

橡胶防焦剂 CTP、加工助剂、微晶蜡、橡胶母胶粒、不溶性硫磺等。

主导产品橡胶防焦剂 CTP 年产规模 10000 吨，加工助剂年产规模

10000 吨，橡胶母胶粒年产规模 10000 吨。 

受核查方生产工艺流程图如下： 

1）橡胶防焦剂 CTP 工艺流程 

将环己烷打入氯化反应釜，通入氯气，反应完的物料进入蒸馏釜，

蒸馏出的物料进入氯化反应釜，釜底物进入精蒸釜再次蒸馏，蒸馏的

釜底物去储罐备用。 

将溶解的固体硫化碱，沉降后，打入硫化釜，加入氯代环己烷（包

括回收氯代环己烷）、硫磺，反应完毕后进萃取罐，母液进入母液计

量罐，粗二硫化物进入粗二硫化物贮罐。母液进入母液处理工序酸化，

沉降后打往污水处理车间。粗二硫化物打入二硫化物蒸馏釜进行蒸

馏，蒸馏产物进入环己烯精馏反应釜进行进一步的精馏，得到环己烯，

作为工业品外售；蒸馏釜底物为二硫化物，放入贮罐备用。 

将溶剂油、二硫化物打入氯化反应釜，通入氯气，进行反应；将

液碱经打入缩合反应釜，加入亚胺至全部溶解；使缩合釜形成真空，

将氯化反应釜中反应后的物料用真空吸到缩合反应釜内，在缩合反应

釜中进行反应。反应好的物料放入分水釜，升温，水相部分放入水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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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罐经沉降后去污水处理站；油相部分打入结晶釜。将结晶釜内的物

料放入过滤罐内，进行压滤，油吹入母液油储罐，再打往蒸油岗位对

用过的母液油进行蒸馏放入溶剂油储罐备用；并继续用压缩空气对产

品吹干至规定时间，打开过滤罐，将罐内半干的物料挖出来放到料盒

内，送往干燥岗位烘干；启动加热装置使真空干燥装置升温，将来自

过滤岗位的物料放入真空干燥箱内进行烘干，开启真空干燥装置的真

空泵抽真空，真空水箱内收集到的少量的溶剂油打往蒸油岗位进行蒸

馏回用，到规定时间后，将干燥好的产品放出到料盒内，将产品计量

后，通过振动筛筛分后，将符合要求的产品直接放入包装袋经准确计

量后封口并入库。 

 

图 3-2  橡胶防焦剂 CTP 中间产物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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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橡胶防焦剂 CTP 合成工艺流程图 

2）加工助剂生产工艺流程 

将桶装脂肪酸放入化酸池内溶化，使反应釜内形成真空，将融化

好的脂肪酸抽到反应釜内，加热、搅拌、加入氧化锌。开启造粒机，

调整钢带的速度、造粒的温度。打开反应釜的底阀开始放料，调整造

粒机钢带的转速，保证造粒的均匀，包装入库。 

化酸池 反应釜

氧

化

锌

脂肪酸
造粒机

增 产品  

图 3-4  加工助剂工艺流程图 

3）微晶蜡生产工艺流程 

块状石蜡放入化蜡池内溶化，使反应釜内形成真空，将融化好的

石蜡抽到反应釜内，加热、搅拌。开启造粒机，调整钢带的速度、造

粒的温度。打开反应釜的底阀开始放料，调整造粒机钢带的转速，保

证造粒的均匀，包装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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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粒机反应釜石蜡 化蜡釜

自动包装线成品
 

图 3-5  微晶蜡工艺流程图 

4）橡胶母胶粒生产工艺流程 

块状橡胶放入密炼机混炼，一定时间后通过提升机，进入挤出机

进行造粒，造粒过程中通过冷水进行降温，成型颗粒添加隔离剂后，

进行包装入库。 

 

图 3-6  橡胶母胶粒工艺流程图 

5）不溶性硫磺生产工艺流程 

粉状工业硫磺加入到熔硫槽，融化后通过泵打入升温釜，加热，

一定时间后进入反应釜进行反应、分离，出来的粉状中间体进行粉碎、

筛分后得到产品，进行包装；反应釜出来的液体进入蒸馏釜，加热，

蒸馏出的二硫化碳气体经冷凝回收后重复利用，蒸馏釜的液体中间物

经冷凝降温后为副产品硫磺。 

筛分

汽化釜工业硫磺 反应釜 粉碎机

二硫化碳

成品

 

图 3-7  不溶性硫磺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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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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只有一个生产厂区，位于山东省阳谷县清河西路 217

号。受核查方没有其他分支机构。在 2018 年期间，不涉及合并、分

立和地理边界变化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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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组确认排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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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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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油 叉车 

CO2 汽油 通勤车、公务车 

CO2 液化石油气 食堂 

2 
碳酸盐使用

过程排放 
CO2 不涉及 不涉及 

3 
废水厌氧处

理排放 
CH4 不涉及 不涉及 

4 
CH4 回收与

销毁量 
CH4 不涉及 不涉及 

5 
CO2 回收利

用量 
CO2 不涉及 不涉及 

6 

净购入电力

和热力隐含

的排放 

CO2 外购电力 厂内用电设备 

CO2 外购热力 厂内用热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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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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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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年度相比，没有变化。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排放报告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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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核算方法计算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  
 

 

式中， 

EGHG 为企业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CO2e）； 

ECO2_燃烧 为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ECO2_碳酸盐 为企业边界内碳酸盐使用过程分解产生的 CO2排放，单

位为吨 CO2； 

ECH4_废水 为企业边界内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 CH4排放，单位为吨

CH4； 

RCH4_回收销毁 为企业边界内 CH4回收与销毁量，单位为吨 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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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WPCH4等于 21； 

RCO2_回收 为企业边界内的 CO2回收利用量，单位为吨 CO2； 

ECO2_净电 为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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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2-净热 为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3.3.1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式中， 

ECO2 燃烧 为企业边界内的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i 为化石燃料的种类； 

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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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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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i 为化石燃料 i 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3.3.2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受核查方不涉及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3.3.3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受核查方不涉及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3.3.4  CH4回收与销毁量 

受核查方不涉及 CH4回收与销毁。 

3.3.5  CO2回收利用量 

受核查方不涉及 CO2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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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1）净购入电力排放计算公式如下： 

ECO2-净电=AD 电力 × EF 电力                                                                  

式中， 

ECO2-净电 为企业净购入的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AD 电力 为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量，单位为 MWh； 

EF 电力 为电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MWh； 

（2）净购入热力排放计算公式如下： 

ECO2-净热=AD 热力 × EF 热力 

式中， 

ECO2-净热 为企业净购入的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AD 热力 为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消费量，单位为 GJ； 

EF 热力 为热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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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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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油消耗量 

柴油含碳量 

柴油碳氧化率 

汽油消耗量 

汽油含碳量 

汽油碳氧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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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气消耗量 

液化石油气含碳量 

液化石油气碳氧化率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

含的 CO2 排放 

净购入使用电量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净购入使用热量 外购热力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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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对柴油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18 31.17 

数据项 柴油消耗量 

单位 t 

数据来源 2018 年度柴油消费结算发票 

监测方法 外部加油站计量 

监测频次 每次加油计量 

记录频次 每次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受核查方未提供其他数据源供交叉核对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柴油消耗量数据来源于 2018

年度柴油消费结算发票，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

算指南》要求。 

表 3-6  柴油消耗量按月交叉核对（t） 

年份 数据来源 核对数据来源 

2018 年 柴油消费结算发票 - 

01 月 1.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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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月 1.98  - 

03 月 1.34  - 

04 月 3.41  - 

05 月 2.70  - 

06 月 2.63  - 

07 月 2.66  - 

08 月 2.90  - 

09 月 3.52  - 

10 月 2.49  - 

11 月 3.75  - 

12 月 2.00  - 

合计 31.17  - 

活动水平数据 2：汽油消耗量 

表 3-7  对汽油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18 23.30 

数据项 汽油消耗量 

单位 t 

数据来源 《2018 年度车辆用油统计表》 

监测方法 外部加油站计量 

监测频次 每次加油计量 

记录频次 每次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2018 年度车辆用油统计表》与汽油消费结算发票进

行对比，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汽油消耗量数据来源于《2018

年度车辆用油统计表》，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

算指南》要求。 

表 3-8  汽油消耗量按月交叉核对（t） 

年份 数据来源 核对数据来源 

2018 年 车辆用油统计表 汽油消费结算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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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月 1.96  1.96  

02 月 1.46  1.46  

03 月 1.86  1.86  

04 月 1.89  1.89  

05 月 1.96  1.96  

06 月 1.94  1.94  

07 月 2.04  2.04  

08 月 1.96  1.96  

09 月 2.03  2.03  

10 月 2.07  2.07  

11 月 2.03  2.03  

12 月 2.10  2.10  

合计 23.30  23.30  

活动水平数据 3：液化石油气消耗量 

表 3-9  对液化石油气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18 8.76 

数据项 液化石油气消耗量 

单位 t 

数据来源 《2018 年度液化石油气消耗统计表》 

监测方法 根据液化石油气结算发票统计 

监测频次 每批次统计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1） 核查组将《2018 年度液化石油气消耗统计表》与液化石油

气结算发票进行对比，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液化石油气消耗量数据来源

于《2018 年度液化石油气消耗统计表》，数据真实、可靠、正

确，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表 3-10  液化石油气消耗量按月交叉核对（t） 

年份 数据来源 核对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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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液化石油气消耗统计表 液化石油气结算发票 

01 月 0.54  0.54  

02 月 0.54  0.54  

03 月 0.54  0.54  

04 月 0.54  0.54  

05 月 0.54  0.54  

06 月 0.98  0.98  

07 月 0.98  0.98  

08 月 0.98  0.98  

09 月 0.79  0.79  

10 月 0.79  0.79  

11 月 0.79  0.79  

12 月 0.79  0.79  

合计 8.76  8.76  

活动水平数据 4：净购入使用电量 

表 3-11  对净购入使用电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18 37,641.87 

数据项 净购入使用电量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2018 年度外购电力结算发票 

监测方法 由关口电表进行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抄表并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 2018 年度外购电力结算发票与《2018 年度各部门用

电统计表》进行对比，两者数据基本一致，误差率为 1.09%，

主要是由于结算周期和统计口径的差异导致的。因此，存在差

异是合理的，差异在合理范围内。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净购入使用电量数据来源于

2018 年度外购电力结算发票，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

《核算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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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净购入使用电量按月交叉核对（MWh） 

年份 数据来源 核对数据来源 

2018 年 外购电力结算发票 各部门用电统计表 

01 月 2411.92  2531.48  

02 月 2521.54  2204.72  

03 月 2364.04  2815.12  

04 月 2978.99  2981.86  

05 月 3141.25  3348.52  

06 月 3314.01  3252.34  

07 月 3573.85  3916.36  

08 月 3668.91  3461.92  

09 月 3558.24  3300.08  

10 月 3276.42  3304.14  

11 月 3415.44  3310.86  

12 月 3417.26  3626.00  

合计 37641.87  38053.40  

活动水平数据 5：净购入使用热量 

表 3-13  对净购入使用热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18 79,332.49 

数据项 净购入使用热量 

单位 GJ 

数据来源 2018 年度外购热力结算发票 

监测方法 由关口流量计进行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计量 

记录频次 每月抄表并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 2018 年度外购热力结算发票与《2018 年度各部门用

热统计表》进行对比，两者数据差距不大，误差率为 2.58%，

主要是由于结算周期和统计口径的差异导致的。因此，存在差

异是合理的，差异在合理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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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净购入使用热量数据来源于

2018 年度外购热力结算发票，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

《核算指南》要求。 

表 3-14  净购入使用热量按月交叉核对（GJ） 

年份 数据来源 核对数据来源 

2018 年 外购热力结算发票 各部门用热统计表 

01 月 6,872.58  6,855.48  

02 月 7,179.11  6,280.65  

03 月 6,490.63  6,810.07  

04 月 6,591.59  6,331.79  

05 月 6,715.59  6,616.93  

06 月 5,785.30  5,211.41  

07 月 5,899.75  5,912.53  

08 月 5,725.20  5,751.96  

09 月 6,373.18  5,865.09  

10 月 6,465.25  6,335.49  

11 月 6,762.60  6,769.15  

12 月 8,471.71  8,541.75  

合计 79,332.49  77,282.30  

由于受核查方消耗的热量为饱和蒸汽，且以吨为单位，在计算热

力活动水平数据时需将其转换为热量单位吉焦（GJ）。根据《饱和蒸

汽热焓表》，可计算出受核查方外购蒸汽所对应的温度和压力下每千

克蒸汽的热焓。受核查方外购蒸汽温度为 162℃，压力为 0.69MPa，

该温度、压力对应的蒸汽焓值为 684.20k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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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310)74.83(a  stst EnMAD蒸汽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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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蒸汽为蒸汽的热量，单位为吉焦（GJ）； 

Mast为蒸汽的质量，单位为吨（t）； 

Enst为蒸汽所对应的温度、压力下每千克蒸汽的热焓，单位为千

焦每千克（kJ/kg）。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

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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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排放报告中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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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1：柴油含碳量 

表 3-15  对柴油含碳量的核查 

数据值 0.875 

数据项 柴油含碳量 

单位 tC/t 

数据来源 

计算值 CCi =NCVi×EFi 

NCVi 为柴油低位发热量（43.330GJ/t），EFi为柴油单位热值含

碳量（0.0202tC/GJ），均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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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 2018 年度柴油含碳量数据

正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2：汽油含碳量 

表 3-16  对汽油含碳量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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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值 0.847 

数据项 汽油含碳量 

单位 tC/t 

数据来源 

计算值 CCi =NCVi×EFi 

NCVi 为汽油低位发热量（44.800GJ/t），EFi为汽油单位热值含

碳量（0.0189tC/GJ），均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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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 2018 年度汽油含碳量数据

正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3：液化石油气含碳量 

表 3-17  对液化石油气含碳量的核查 

数据值 0.814 

数据项 液化石油气含碳量 

单位 tC/t 

数据来源 

计算值 CCi =NCVi×EFi 

NCVi 为液化石油气低位发热量（47.310GJ/t），EFi 为液化石油

气单位热值含碳量（0.0172tC/GJ），均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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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 2018 年度液化石油气含碳

量数据正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4：柴油碳氧化率 

表 3-18 对柴油碳氧化率的核查 

数据值 98 

数据项 柴油碳氧化率 

单位 %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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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 2018 年度柴油碳氧化率数

据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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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5：汽油碳氧化率 

表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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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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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 2018 年度汽油碳氧化率数

据正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6：液化石油气碳氧化率 

表 3-20 对液化石油气碳氧化率的核查 

数据值 99 

数据项 液化石油气碳氧化率 

单位 %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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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 2018 年度液化石油气碳氧

化率数据正确。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7：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表 3-21  对外购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值 0.8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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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外购电力排放因子与《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最新的

华北区域电网排放因子缺省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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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8：外购热力排放因子 

表 3-22  对外购热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值 0.11 

数据项 外购热力排放因子 

单位 tCO2/GJ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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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 2018 年度外购热力排放因

子数据正确。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

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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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核查方 2018 年度碳排放量计算如下表所示。 

表 3-23  燃料燃烧排放量计算 

年份 
燃料 

种类 

消耗量 含碳量 碳氧化率 折算因子 排放量 

t tC/t % -- tCO2 

A B C D F=A*B*C%*D 

2018 年 

柴油 31.17 0.875 98 44/12 98.03 

汽油 23.30 0.847 98 44/12 70.90 

液化石油气 8.76 0.814 99 44/12 25.89 

表 3-24 净购入使用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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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7,641.87 0.8843 33,286.71 

表 3-25 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排放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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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79,332.49 0.11 8,7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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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 受核查方排放量汇总 

类别 2018 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194.81 

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量(tCO2) - 

废水厌氧处理排放量(tCH4) - 

CH4 回收与销毁量(tCH4) - 

CO2 回收利用量(tCO2) -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排放量(tCO2) 42,013.28 

总排放量(tCO2) 42,208.09 

综上所述，通过重新验算，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排放

量数据真实、可靠、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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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负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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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消耗台帐完整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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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的排放报告（终版）

与核算方法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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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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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种类 排放量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194.81 

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量(tCO2) - 

废水厌氧处理排放量(tCH4) - 

CH4 回收与销毁量(tCH4) - 

CO2 回收利用量(tCO2) -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排放量(tCO2) 42,013.28 

总排放量(tCO2) 42,208.09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1）总量合理性核查 

经核查，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柴油消耗量、

汽油消耗量、液化石油气消耗量、净购入电量、净购入热量数据，基

本在设计产能的合理范围，如实反映了企业生产状况。 

（2）数据波动性核查 

核查组对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柴油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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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汽油消耗量、液化石油气消耗量、净购入电量、净购入热量数据

的波动情况进行分析。所有活动水平数据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 

（3）排放因子的选取 

经核查，核查选取的排放因子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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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核查过程中没有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