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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基本情况表 

受核查单位

名称 

施耐德万高

（天津）电气

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

创新六路 11 号 

联系人 蒋经磊 
联系方式（电

话、email） 

18519830365、

jinglei.jiang@se.com 

受核查单位是否是委托方？      是          否 

受核查单位所属行业领域 C3823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 

受核查单位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tCO2e） 852.43 

核查结论： 

芬碳资产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核查机构”）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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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报送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拟纳入企业名单的

通知》（国家发改委，2016 年 5 月 13 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

考指南》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对施耐德万高（天津）电气设备有限

公司 2019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了独立的第三方核查。 

核查工作严格遵循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和核查机构内部管理程序进行。经

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后，核查机构形成如下核查结论： 

1）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施耐德万高（天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的企业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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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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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查结果如下： 

时间 2019 年度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283.66 

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量(tCO2) 0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5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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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排放量(tCO2) 852.43 

3）根据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产品产量，2019 年度产品排放强度如

下： 

 产品排放强度 

时间 tCO2/台 

2019 年度 0.0014 

4）核查准则中所要求内容已在本次核查中全面覆盖，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

到的问题。 

核查组组长 杨小山 签字
 

日期 2020 年 4 月 10 日 

核查组成员 王丹丹、毛国华 

技术复核人 李勉 签名  日期 2020 年 4 月 10 日 

批准人 纪振双 签名  日期 2020 年 4 月 10 日 

受核查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受核查单位(公章)：施耐德万高（天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10 日  

核查机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核查机构(公章)：芬碳资产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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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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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

规范报送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拟纳入企业名单的通知》（国家发改

委，2016年5月13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

业）》的要求和安排，为有效实施碳配额发放和实施碳交易提供可靠

的数据质量保证，芬碳资产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核

查机构”）受企业委托，对施耐德万高（天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受核查方”）2019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核查目的

包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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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2）根据《机械设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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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核查方属于“C3823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行业，根据《机械

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国家相

关标准的要求，2019年度受核查方的二氧化碳排放核查范围确定如下： 

（1）受核查方作为独立法人核算单位，在天津市行政辖区范围

内2019年度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工业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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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排放、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引起的CO2排放。 

1.3  核查准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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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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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天津市发改委2016

年 3 月 21 日印发） 

（4）《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十三五”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津政办发〔2017〕35 号） 

（5）《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6）《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 

（7）《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8）《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 

（9）《电子式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JJG596-2012） 

（10）《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11）《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12）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2.1.1  核查机构及人员 

依据核查任务以及受核查方的规模、行业及核查员的专业领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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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能力，核查机构组织了核查组和技术评审组，核查组成员和技术

评审人员详见下表。 

表1. 核查组成员及技术评审人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 

1 杨小山 组长 

1.文件审查； 

2.确定核查范围、场所边界、设施边界、排放

源和排放设施； 

3.核查受核查方填报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中活

动数据、相关参数和排放量化； 

4.现场核查； 

5.代表核查组与受核查方进行沟通。 

2 毛国华 组员 

1.文件审查； 

2.核查受核查方填报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中活

动数据、相关参数； 

3.现场核查；  

3 王丹丹 组员 

1.文件审查； 

2.核查受核查方填报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中活

动数据、相关参数； 

2.1.2  核查时间安排 

表2. 核查时间安排表 

序号 项目 时间 

1 接受核查任务 2020 年 4 月 3 日 

2 文件审核 2020 年 4 月 5 日 

3 现场核查 2020 年 4 月 6 日 

4 核查报告完成 2020 年 4 月 8 日 

5 技术评审 2020 年 4 月 9 日 

6 技术评审完成 2020 年 4 月 9 日 

7 核查报告批准 2020 年 4 月 10 日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0 年 4 月 5 日对受核查方 2019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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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评审。文件评审对象和内容包括：2019 年度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企业基本信息文件、排放设施清单、活动水平数据和排

放因子数据信息文件等。详细评审的文件清单见本报告“支持性文件

清单”部分。 

通过文件评审，核查组识别出如下现场评审的重点： 

（1）受核查方核算边界，包括地理边界、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

别等； 

（2）活动水平数据的获取、记录、传递和汇总的信息流管理；  

（3）排放因子和相关参数的获取、记录、传递和汇总的信息流

管理； 

（4）核算方法和排放数据计算过程； 

（5）计量器具和监测设备的校准和维护情况； 

（6）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0 年 4 月 6 日对受核查方进行了现场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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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进行的现场核查，现场访问的对象、主要内

容如下表所示： 

表3. 现场核查访谈记录表 

时间 
核查组

人员 
受访人员 职务 核查/访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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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11

日 

杨小山 
毛国华 
王丹丹 

周慧 

靳文利 

蒋经磊 

朱雪松 

赵维健 

张树岭 

徐国浩 

李国强 

常鑫 

邢恩璐 

娄建琴 

刘权遇 

吴桐 

工厂经理 

EHS 经理 

EHS 工程师 

工艺设备经理 

工艺主管 

设备工程师 

厂务工程师 

厂务工程师 

采购经理 

生产主管 

技术工程经理 

质量经理 

物流主管 

（1）企业（单位）基本信息； 

（2）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

放核算边界和排放源识别； 

（3）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

数据收集程序，包括数据产生、

数据传递、数据汇总和数据报告

的信息流质量控制； 

（4）企业二氧化碳排放设施情

况及能源计量情况； 

（5）企业能源管理体系，二氧

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质量管理

体系的实施情况。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核查组针对文件评审及现场核查中未发现不符合项，核查组完成

数据整理及分析，编制完成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并将核查报

告提交内部技术评审及报告批准情况。 

核查的阶段性工作进度如下：  

（1）核查组于 2020 年 4 月 7 日完成了现场核查，现场核查和文

件评审中未开具不符合项； 

（2）核查组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完成了核查报告，并提交内部技

术评审； 

（3）技术评审完成后，核查组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出具了核查

报告终稿； 

（4）核查组将核查报告提交核查机构质量保障管理岗进行一致

性和完整性检查，之后报至项目负责人审核，由其签署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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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受核查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排放报告（初版）》中企业基本信息进行了

核查，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营业执照》、《组织架构图》、企业简

介等相关信息，并与受核查方代表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施耐德万高（天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耐德万高”

或“我公司”）是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与法国施耐德电气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建立的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于 2004 年 2 月 24 日

在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注册成立。 

施耐德万高是施耐德电气 ATSE 产品全球的主要生产基地，历经

15 年的快速增长，业务覆盖楼宇建筑，数据中心，轨道交通，石油化

工等主要行业。作为全国 TSE 产品行业的领导者，施耐德万高 TSE

产品可以满足从0.23~12KV额定电压下的自动转换需求，包括WMTS、

ATMT、WOTPC、WBTPC、WATSN、WTS、WATSG 等系列自动转

换开关。 

施耐德万高于 2012 年负责销售管理施耐德电涌保护器 SPD 类产

品，并在 2015 年上市 iSCB 专用后备保护装置，全面服务于配电系统

防雷保护。除此之外，公司还致力于低压配电领域的挑战类产品的开

发，WEFP、WEFD、WAFD 等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已经逐渐成为公司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未来的日子里，公司还会不断推出更多的新的挑

战类产品。公司力求通过专业的技术、完美的产品质量、多元化和系

统化的产品结构，优质的售后服务体系，为中国低压配电市场提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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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丰富的智能化电气产品。此外，施耐德万高坚持可持续发展，已获

得绿色建筑设计“三星”认证及天津市开发区环境保护先进企业荣誉

称号。 

企业下设工业安全及厂务部、市场部、销售部、业务创新发展部、

研发/客户支持/客户关爱中心/新品项目部、工厂部（生产及订单部、

工艺维修及工业化部、质量部、物流部、采购部、技术工程部、ASCO

订单部）、人力资源部、财务部、数字化部等部门。受核查方组织机

构图如下图所示，其中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由工业安全及厂

务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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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3.1.2  能源管理现状及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核查组现场查阅受核查方的能源统计及管理办法，确认受核查方

已初步建立能源管理体系，对节能管理进行了细化，建立了各种规章

制度和岗位责任制。企业已基本配备一级计量器具，从统计结果看，

一级计量器具配置率达到 100%，所有计量器具均进行了定期检定和

校准。能源消耗种类为：电力，能源使用情况详见表 4，计量器具使

用情况详见表 5。 

表4. 能源使用情况 

序号 能源品种 主要用途 

1 电  力 

自动转换开关电器生产线、负荷隔离开关生产线、电气

火灾监控系统生产线、多功能仪表生产线生产，公共区

域生活照明，车辆用电 

2 天然气 燃烧炉供暖 

表5. 计量器具使用情况 

序号 计量设备名称 计算对象 

1 电表 
生产和生活用电、主要设备用电、工序

用电 

2 天然气 生产和生活天然气消耗 

3.1.3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及产品 

（一）工艺流程 

我公司主要生产自动转换开关电器、负荷隔离开关、电气火灾监

控系统和多功能仪表，其主要生产工艺流程见下图： 

（1）自动转换开关电器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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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自动转换开关电器生产工艺流程图 

（2）负荷隔离开关生产工艺流程图 

 

图2. 负荷隔离开关生产工艺流程图 

（3）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生产工艺流程图 

 

图3.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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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功能仪表生产工艺流程图 

 

图4. 多功能仪表生产工艺流程图 

主要是使用气动工具由人工将开关、控制器、底板、电机、线束

等外购成品，按各生产工艺组装成产品；然后进行检验，包括测试产

品电流及机械性能；监测合格进行外包装即为成品。 

（二）主要产品 

表1. 产品简介 

WTS 自动转换开关

 

两路电源独立灭弧 

 WTS 的常用电源和备用电源分别在独立、绝缘封闭

的分断单元内接通、分断、灭弧，确保了安全性  

 WTS 采用专利技术设计的操控机构精密可靠，保证

不会出现两 路电源合环  

 由于采用了零飞弧的设计，安装更为紧凑，无需考

虑安全净距  

 操作和维护人员的安全得到可靠的保障 

新一代数字化控制器 

 分离式设计的 WTS 控制器不仅外形美观、操作方

便，并可根据用户的需求升级控制器功能、扩展远

程通讯功能  

 控制器安装于外面板，控制和显示更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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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S 自动转换开关的通讯附件作为 RS485 通讯回

路的从站，监控主机可以和多个从站(监控设备)之

间进行通讯  

 通过监控系统可实现对 WTS 自动转换开关的“四

遥”操作，即遥信、遥测、遥控和遥调 

人性化设计 

 一体化结构设计充分考虑用户操作习惯需求，保障

用电安全连续  

 新型设计理念使安装空间需求小，更加快捷简便 

获得 CCC 证书并通过 EMC 电磁兼容性测试 

WG 系列负荷隔离开关 

 

 WG 系列负荷隔离开关适用于交流 50Hz，额定工作

电压 380V 及以下、额定电流至 1600A 的配电或电

动机网络中作为不频繁接通，分断电路及线路的隔

离之用。 

 产品广泛应用于建筑、电力、化工等行业的输配电

及自动化等系统。为国内同类型产品的更新换代产

品。 

 产品造型新颖、美观、体积小、功能全，是同类产

品的 佳选择。 

 产品派生有柜外操作、板后接线、PC 级自动转换开

关（WATSG）等形式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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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R 系列负荷隔离熔断

器组 

 

 

 WGR 系列负荷隔离熔断器组适用于交流 50Hz，额

定工作电压为 AC400V、AC690V 的低压配电系统。

产品完全满足 32~800A 电流等级的低压配电负荷

使用需求。 

 WGR 系列隔离熔断器组可以带负荷接通、分断线

路，具备可靠的分断位置挂锁功能，在线路中起到

隔离以及保护功能，可提供短路、过载及断相保护

功能。 

 WGR 系列隔离熔断器每相均为双触头四断点结

构，具备极高的接通与分断能力，使用更安全。 

 WGR 系列隔离熔断器组采用全封闭的灭弧机构，

产品对外等飞弧，操作维护更安全。 

3.1.4  受核查方生产经营情况 

表6. 受核查方 2019 年度生产经营情况汇总表 

年度 2019 年度 

工业总产值（按现价计算） 14.17 亿元 

年度主要产品 

年度 主要产品名称 年产量（台） 

2019 年度 配电开关 608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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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情况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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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看现场，审阅《组织机构图》、《工艺流程图》，

以及现场访谈排放单位，确认受核查方位于厂址位于天津滨海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创新六路 11 号，2019 年度受

核查方只有一个厂区，无其他分厂，地理位置及厂区平面图如下图 3

与 4 所示。受核查方没有其他分支机构，2019 年度受核查方不涉及

合并、分立和地理边界变化等情况。 

 

图2. 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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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厂区平面图 

受核查方的核查边界为全厂所有生产系统，其中直接生产系统有：

自动转换开关电器生产线、负荷隔离开关生产线、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生产线、多功能仪表生产线等生产系统，附属系统为职工食堂。 

受核查方碳排放源的具体信息如表 7 所示。 

表7. 受核查方核算边界内碳排放概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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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排放源类别及核算的

温室气体种类 
核查范围和内容相关说明 

直接

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温室气体种类：CO2 
燃烧炉供暖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温室气体种类：CO2 
无 

间接

排放 

净购入的电力、热力隐

含的排放 

温室气体种类：CO2 

生产加工过程以及公共区域等生产及车辆用电

排放。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是以视同为独立法人核算单位为

边界核算和报告在运营上受其控制的所有生产设施产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符合《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的要求。受核查方排放报告中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完整准

确。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核算方法》的要求对排放单位进行核查，排放单位属于

电梯制造企业，排放过程为化石燃料的燃烧、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净

购入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计算方法如下： 

 

ECO2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 燃烧 企业所有净消耗的各种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tCO2e）； 

E 过程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e)； 

E 电和热 企业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所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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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包括设备消耗的燃料燃烧的

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原料运输与中间产品转运涉及的其他移动源及固

定源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采用《核算方法》中的如

下方法核算： 

 

E 燃烧 企业所有净消耗的各种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

（tCO2）； 

ADi 核算和报告期内消耗的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GJ）；

EFi 第 i 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GJ）； 

FCi 核算和报告期内化石燃料 i 的净消耗量（t，万 Nm3）； 

NCVi 核算和报告期内化石燃料 i 的平均低位发热值（GJ/t，GJ/

万 Nm3） 

i 化石燃料的种类。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排放因子计算公式： 

12/44OFCCEF ii  i  

EFi 第 i 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GJ）； 

CCi 第 i 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OFi 化石燃料 i 的碳氧化率（%）； 

44/12 二氧化碳和碳的分子量比值（tCO2/tC）； 

iii

i
i

i燃烧

NCVFCAD

）EFA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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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化石燃料的种类。 

3.3.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企业工业生产中，使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焊接过程中 CO2 保

护气直接排放到空气中，其排放量公式如下： 

𝐸 𝐸
1

 

𝐸
𝑃 𝑊
∑ 𝑃 𝑀

44 

其中， 

EWD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造成的 CO2排放量，tCO2； 

Ei 第 i 种保护气的 CO2排放量，tCO2； 

Wi 报告期内第 i 种保护气的净使用量，t； 

Pi 第 i 中保护气中 CO2的体积百分比，%； 

Pj 混合气体中第 j 种气体的体积百分比，%； 

Mj 混合气体中第 j 种气体的摩尔质量，g/mol； 

i 保护气类型； 

j 混合保护气中的气体种类。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

采用的核算方法与《核算指南》一致。 

3.3.3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热力热力电力电力电和热 EFADEFADE   

E 电和热 净购入生产用电力、热力隐含产生的 CO2排放量（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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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电力 核算和报告期内的净外购电力（MWh）； 

EF 电力 电力消费的排放因子，tCO2e/MWh； 

AD 热力 核算和报告期内的净外购热力（GJ）； 

EF 热力 热力消费的排放因子，tCO2e/GJ。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

采用的核算方法与《核算指南》一致。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报告对《排放报告（初版）》中的活动数据、排放因子温室气体

排放量以及配额相关补充数据进行核查，均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报告对受核查方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购入的电力产生的

排放过程中每个活动水平数据进行核查。核查内容包括数据单位、数

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及交叉核对

等，并给出核查结论及确认核查数据值。 

3.4.1.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所涉及的化石燃料燃烧的能源品种为天然气和柴油。核

查组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19 年度排放报告中以上能源品种的活动水

平数据进行了核查并确认如下信息： 

（1）天然气的活动水平数据 

天然气的活动水平(ADi)=消耗量(FCi)×低位发热值(NCVi) 

1）天然气的消耗量 

年份 2019 年度 

核查报告值 13.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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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项 天然气的消耗量（FC 天然气） 

单位 万 Nm3 

数据来源 EHS 数据汇总表 

监测方法 天然气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连续计量，每月、每年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查看了企业能源统计报表，并与财务部门天然气结算凭
证进行交叉核对，核对后发现数据一致。 

交叉核对数据 
能源消耗月报表 结算凭证 

13.1193 13.1193 

核查结论 

核查组将 2019 年度《EHS 数据汇总表》中的天然气消耗
量数据与天然气结算凭证净外购天然气量进行校核，确认其数
据完全一致； 

通过交叉核对，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最终版排放报告中填
报的 2019 年度天然气消耗量数据源选取是合理的，消耗量数
据是准确的。 

2）天然气的低位发热值 

年份 2019 年度 

核查报告值 389.310 

数据项 天然气的低位发热值（NCV 天然气） 

单位 GJ/万 Nm3 

数据来源 
《机械设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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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组通过查阅《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并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天然气的低位发
热值取值正确。 

3.4.1.2  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 

根据《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企业生产过程中无温室气体的直接排放。 

3.4.1.3  净购入电力及热力对应的排放 

受核查方在生产过程中净购入了电力及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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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净外购电量 

年份 2019 年度 

核查报告值 643.185 

数据项 净外购电量（AD 电力）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EHS 数据汇总表 

监测方法 电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连续记录，每月、每年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2019 年度《电量结算发票》100%核查。 

核查结论 
通过交叉核对，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排放报告中填报的 2019
年度电力消耗量数据源选取是合理的，消耗量数据是准确的。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企业的排放因子数据包括：天然气的排放因子、净购入电力的排

放因子。 

3.4.2.1 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因子 

（1）天然气的排放因子 

1）天然气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年份 2019 年度 

核查报告值 0.0153 

数据项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CC 天然气） 

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机械设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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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核查方没有检测天然气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因此核查组通过
查阅《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确认采用其单位热值含碳量的缺省值是可接受的，
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的取值准确。 

2）天然气的碳氧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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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9 年度 

核查报告值 99 

数据项 天然气碳氧化率（OF 天然气） 

单位 % 

数据来源 
《机械设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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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核查方没有检测天然气的碳氧化率，因此核查组通过查阅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确认采用其碳氧化率的缺省值是可接受的，最终版排
放报告中的取值准确。 

3.4.2.2 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 

如前所述，受核查方工业生产过程中无温室气体的直接排放。 

3.4.2.3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1）净外购电力的排放因子 

年份 2019 年度 

核查报告值 0.8843 

数据项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EF 电力）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 2012 年华北电网 CO2 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外购电力排放因子与国家发改委发

布的 2012 年华北电网的电力排放因子缺省值一致。 

3.4.3  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上述核证的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核查组对受核查方

2019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了计算，结果如下。 

（1）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表8. 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年度 物质种类 

化石燃料
消耗量 
A（t/万
Nm3） 

低位发热值
B（GJ/t 或

GJ/万
Nm3）

单位热值含碳
量 

C（tC/GJ） 

碳氧化率 
D(%) 

排放量 
G=A×B×C×D×

44/12 
（tCO2） 

2019
年度

天然气 13.1193 389.31 0.0153 99 283.66 

（2）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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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年度 物质种类 
净购入电量 
A（MWh） 

电力排放因子 
B（tCO2/MWh 或

tCO2/GJ） 

排放量 
G=A×B 
（tCO2） 

2019 年度 净购入电量 643.185 0.8843 568.77  

（3）2019 年度碳排放总量 

表10. 2019 年度碳排放总量 

年度 
化石燃料燃烧排

放（tCO2） 
工业生产过程产生

的排放（tCO2）

净购入电力和

热力对应的排

放（tCO2） 

年度碳排放总量

（tCO2） 

2019 年度 283.66 0 568.77  8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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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经核查，受核查方在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方面完成以下工作： 

1、受核查方工业安全及厂务部为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编制的

主管部门，负责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2、工业安全及厂务部负责公司计量数据的管理，负责建立公司

量值溯源体系，组织开展测量设备的检定、校准工作。 

3、建立健全主要能源消耗及产品产量等基础数据的台账记录。 

4、建立公司主要能源消耗及产品的数据的保存、归档管理。 

5、建立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 

3.6  其他核查发现 

3.6.1  以往年份二氧化碳排放履约情况 

不涉及。 

3.6.2  测量设备运行维护及校准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能源计量设备台账，现场查验测量设备、并且对

测量设备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访谈，受核查方对 2019 年能源计量器具

配备情况进行了统计。公司能源计量配备符合 GB17167-2006《用能

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2006）标准要求。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测量设备符合《核算指南》的要

求。 

3.6.3  年度既有设施退出的数量 

核查年度内，受核查方没有既有设施退出情况 

3.6.4  年度新增设施情况 

核查年度内，受核查方没有新增设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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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年度替代既有设施情况 

核查年度内，受核查方没有替代既有设施情况。 

4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2019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报告中场所边界、设施边界和排放源、活

动水平数据监测、收集过程，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

核算和报告质量管理体系，基本符合《核算指南》要求。2019 年度二

氧化碳排放报告核算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过程正确，数据可靠。

核查准则中要求的内容已在本次核查中全面覆盖。 

4.2  节能降碳建议 

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对受核查方未来几年的节能降碳建议主要有

以下几点： 

1. 建立碳排放管理体系，积极开展节能培训，强化节能制度，以

人为本的降低无用能耗的利用，加强对能源的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

管理。 

2. 对于无生产区域进行智能化能源管控， 大程度利用自然光源，

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费； 

3. 加强节能器具采购管理，优先选取节能灯、节能空调等等节能

电力的采购，将低碳化、绿色化作为采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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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不符合项 

核查组在核查过程中未发现不符合项。 

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基于现场核查、核查报告内容及与受核查方相关人员沟通了解，

对受核查方今后温室气体核算活动的建议如下： 

逐步完善计量器具的配备，尤其是重点用能设备的电表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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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1 营业执照 

2 厂区平面图 

3 组织机构图 

4 生产工艺流程图 

5 计量设备台账 

6 EHS 数据汇总表 

7 各工序能源消耗月报表 

8 能源购进、消耗与库存表 

9 施耐德万高（天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10 产品产量统计表 

附件 4：其他希望说明的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