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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本次核查旨在响应国家号召，了解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有利于对温室气

体排放进行全面掌握与管理，实现企业经济和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天津学苑节能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核查机构，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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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办气候〔2015〕

1722 号）等文件的要求，在查阅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场勘察并与企业负

责人访谈的基础上，审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技术符合性，核查排放边界及排

放源，通过统计台账、财务凭证等原始资料的交叉核对，核证企业 2020年度能

源消耗量和主要

产品产量，核算 2020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为企业改善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依据。

1.2 核查范围

（1）核查时间范围：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2） 组织边界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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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算边界”的定义，以法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

单位为企业边界，核算和报告处于其运营控制权之下的所有生产场所和生产设施

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设施范围包括直接生产系统工艺装置、辅助生产系统和附

属生产系统。

（3）运营边界范围：受核查方2020年主要排放单元包破碎环节、公辅设施

及办公设施等，主要能源品种为电力、汽油和柴油。

主要碳排放源包括：堆垛车、叉车消耗柴油的直接排放；公务车消耗汽油产生

的直接排放；压缩机输送带、电机、发动机输料链板破碎机、分选风机、有色除

尘风机等耗电设备以及办公用电产生的间接排放。

（4）经营范围

受核查方经营范围：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生产性废旧金属

回收；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环境保护专用设

备制造；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

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钢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合金销售；

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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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

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租赁；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

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新能源汽车废旧动

力蓄电池回收（不含危险废物经营）；交通设施维修；会议及展览服务；塑料制

品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软件开发；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环保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报废机

动车回收；报废机动车拆解；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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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1.3 核查准则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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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和 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格林美（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



6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受格林美（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天津学苑节能环保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担企业 2020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工作。根据核查员的专

业领域和技术能力，组成了核查组， 并确定了核查组长，人员组成及分工。

王新宇为核查组长，吴少民、马世佩为核查组员。核查组长负责安排收集核

查相关资料，制定核查计划，组织文件评审、现场核查，完成与核查相关的其他

管理工作。

核查组长充分考虑格林美（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行业特点、

工艺流程、设施数量、规模与场所、排放特点以及组员的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等因

素，制定了核查工作计划并确定核查组成员的任务分工。同时，组织组员开始评审

企业提供的相关支持性文件。核查组人员组成情况和任务分工见表 2-1所示。

表 2-1 核查组人员及分工情况表

、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成员在核查准备阶段仔细审阅了企业 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了

解被核查企业核算边界、生产工艺流程、碳排放源构成、适用核算方法、活动水

序号 核查员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

1 王新宇 组 长
确定核查边界及主要排放源设施，统筹核查计划及进度

安排。负责排放量核算校核及质量控制工作。

2 吴少民 组 员
负责收集各类能源统计报表（年度、月度）及生产记录

结算单据，进行交叉验证，并编制核查报告。

3 马世佩 组员
负责核算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对主要排放源设施及主要

计量设施进行现场拍照，协助数据核实及排放核算。

4 张琪 技术审核 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进行技术审核。

5 王博闻 审定 审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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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监测情况等信息，确定现场核查重点并制定核查计划，

明确核查工作主要内容、时间进度安排、核查组成员任务分工等，核查组将文件

评审工作贯穿核查工作的始终。

通过文件评审，确定以下核查重点：

（1）2020年企业核算边界情况；

（2） 企业 2020年能源活动消费量核算相关数据的核查；

（3） 企业 2020年活动水平数据的核查；

（4） 企业 2020年排放因子符合性的核查。

2.3 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的目的是通过现场观察格林美（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排放设施、查阅排放设施运行和监测记录、查阅活动数据产生、记录、汇总、传

递和报告的信息流过程、评审排放因子来源以及与现场相关人员进行会谈，判断

和确认被核查企业报告期内的实际排放量。

由于疫情影响，核查组未能前往企业现场，于 2021 年4 月 30 日进行了远程

审核。现场核查的流程包括与企业有关人员进行初步交流、收集和查看现场前未

提供的支持性材料、确认相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情况、核查组内部讨论、与企

业再次沟通等环节。文件评审及远程审核发现的主要问题在后续章节中描述。

2.4 报告编写及技术复核

现场核查小组人员经过 2021年 4月 30日的远程审核，通过和企业负责人沟

通、资料收集和交叉审核、现场勘查，由小组核查人员马世佩编制核查报告，在

编制过程中多次和企业进行了沟通，完成了《格林美（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的编制。

《格林美（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度温室气体排放

核查报告》完成后由核查组长对报告进行初次审核。

报告修改完善后独立于现场核查成员的内部技术评审人员进行审核并提出修

改意见，报告修改完善后最后交由公司负责人审定签发。

此外，核查组以安全和保密的方式，保管核查过程中的工作记录、企业相关

核查资料以及核查报告等全部书面和电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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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企业简介

核查组通过审查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营业执照、公司简介、组织机构

图等资料，以及查看现场并访谈企业相关负责人，核实企业的基本信息如下：

表 3-1 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格林美（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 成立时间 2013年10月18日

法人性质 独立法人 □视同法人 法人代表 鲁习金

所属行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统一社会信

代码
911202230796255124

厂 址 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园区十号路9号 注册地 天津市静海区

联系人 武鑫霞 电 话 18450052098

格林美（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是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的

分子总司，主营业务为报废汽车的回收利用以及废五金的回收利用，对外销售高

质量的废钢及废有色金属。

报废汽车整体资源化生产线以报废汽车等废弃物为原料，结合国际先进设备

与格林美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攻克汽车拆解关键技术、在原有破碎、分选、除尘

工艺基础上，改进报废汽车绿色干法回收工艺，使回收产品（金属和非金属）再

资源化，并开展预处理和高效除杂工序的产业化研究，建成一条完整的“绿色回

收产业链”。

废五金回收利用主要为压缩机拆解、马达拆解及散热器和冷凝器的破碎分选。

区别于传统的人工切割压缩机方式，采用机器人视距识别切割的方式，提高了切

割效率降，降低了切割烟尘对人体的损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企业 2020年主要能源消耗种类为电力、汽油和柴油。主要碳排放源为压缩机

输送带、电机、发动机输料链板破碎机、分选风机、有色除尘风机等耗电设备； 消耗

汽油和柴油的交通工具、运输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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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平面布置图



10

图 3-2 组织机构图

3.1.2 主要产品和产量

通过查阅企业 2020年度产品产量报表及现场访问企业负责人，核查组确认

企业主要产品为铜、铁、铝等，2020年产量详见下表：

表3-2 企业产品产量表

月份 产品产量（t）

1月 214.69

2月 15.84

3月 858.26

4月 1,676.64

5月 1,168.86

6月 2,480.29

7月 2,590.19

8月 2,989.94

9月 2,495.09

10月 3,040.02

11月 267.67

12月 834.16

合计 4687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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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工业总产值

通过现场访问企业负责人，核查组确认了企业工业总产值数据，经过与财务

部门核算，确认 2020年工业总产值为 16069.589万元。

3.1.4 主要生产工艺

格林美（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回收废料后，进行拆解和加

工，主要工艺如下：

3.1.4.1 报废汽车拆解工艺流程

图 3-3 报废汽车拆解工艺流程

（1） 检查和登记 检查报废汽车发动机、散热器、变速器、差速器、油箱等

总成部件的破损情况。对报废汽车进行登记注册并拍照，将其主要信息录入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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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并在车身醒目位置贴上显示信息的标签。

（2） 冲洗 对报废汽车车身进行冲洗以清洁汽车表面的浮土等，冲洗过程中

产生冲洗废水，冲洗废水经简单沉淀后循环使用，部分外排。

（3） 报废汽车存储 冲洗的汽车存储在厂房内，汽车存放中免侧放、倒放。

接收或收购报废汽车后，在 3个月之内将其拆解完毕。

（4） 拆解预处理

a）拆除车轮并拆下轮胎；

b）拆除蓄电池，拆除液化气罐；

c）拆除安全气囊；

d）在室内拆解预处理平台使用专用工具和容器排空和收集车内的废液； e）

用专门设备回收汽车空调制冷剂，即在机动车空调储罐的最低点处打孔，

将制冷剂液由专用抽取机经密闭装置抽出并置于密封容器内。

（5） 拆解 报废汽车预处理完毕之后，应完成以下拆解。

a）拆下油箱；

b）拆除机油滤清器；

c）拆除各种电子电器部件，包括仪表盘、倒车雷达、电子控制模块、音响、

车载电话、电子导航设备、电动机和发电机、电线电缆以及其他电子电器。

d）拆除玻璃；

e）拆除催化转化器及消声器、转向锁总成、停车装置；

f）拆除能有效回收的含金属铜、铝、镁的部件；

g）拆除能有效回收的大型塑料件（保险杠、仪表板、液体容器等）； h）

拆除橡胶制品部件；

i）拆解有关总成和其他零部件。

（6） 车体压实 经过预处理之后的车体，先压扁，成为汽车压制件后，方便

运输，然后进入破碎系统。报废的大型客、货车及其他营运车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的监督下拆解。

3.1.4.2 报废汽车及废钢铁破碎、分选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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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报废汽车及废钢铁破碎、分选工艺流程

（1） 破碎：本项目破碎的原料均为已拆除铜铝镁等部件的报废汽车车体和废

旧机械设备及其钢铁零部件。经压扁或打包处理过的废钢铁原料，通过输送机运至

进料斜面，进料斜面上装有可转动的一高一低的两个碾压滚筒将其压扁并送入 破

碎机 内。在破碎机内，固定在主轴上的圆盘和安在圆盘之间可以自由摆动的锤头，

通过高速旋转产生的动能，对废钢铁进行砸、撕等破碎处理，将废钢处理成块状或

团状，并穿过下部或顶部的栅格，落于振动输送机上。第一次未能处理成 足够小

的废钢铁，会在破碎机内被转动的圆盘子和锤头再次处理，直到能穿过栅格为止。

在破碎机进行破碎的同时，对破碎机内进行喷水，起到降温和避免扬尘。破碎过

程中产生破碎粉尘（G2）和破碎废水（W2）以及噪声（N）。破碎降尘废水循环

使用，部分外排。

（2） 筛选、气选：筛选主要对破碎材料中的金属和非金属材料，可以首先

采用振动、转动或过滤的方法进行初选。气选主要是按动力学特性将混合材料分

成轻、重两类物质的过程。气选主要用于从轻的材料中分离出重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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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涡流分选：主要用于从塑料中分离出非磁性物质。 筛选和分选过程中

产生粉尘（G3），拟将产生的粉尘通过集气装置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后

由 15m 高排气筒 P1 排放。

3.1.4.3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工艺

图 3-5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工艺流程及污染环节分析

工艺流程说明： 报废汽车拆解后的可用零件首先使用水对其进行清洗，清洗

过程中产生清洗废水（W3）。清洗用水循环使用，部分外排。部分需更换新零件，

将新旧零件装 配程新的产品，并进行检测。零部件检测分为技术检测和性能检测。

技术检测主 要分析再制造后的产品是否存在缺陷，采用荧光探伤等方法。性能检测

主要分析零部件的力学材料性能是否达标，主要仪器有静扭试验机、拉压试验机、脉

动疲 劳试验机等。其检测使用的仪器不涉及辐射。检测合格后包装外卖。本项目零件

再制造工艺不涉及喷涂、表面处理等工艺。

3.1.4.4 废电机、马达拆解回收工艺

图 3-6 废电机、马达拆解回收工艺

由人工通过角磨机、螺丝刀等工具将马达拆开，拆解下来的铁等物料投入工位

上的相应投料口，由皮带输送至物料收集区，定子通过压轴机分离，分别投入投料

口，定子由输送皮带输送至斩定子工位；斩定子工位：由定子剪切机机将定子切开

成两半，然后再输送至拔铜工位；拔铜工位：将铜丝或铝丝从硅钢中拉出， 分离的硅

钢和铜/铝丝投入投料口，由皮带输送至收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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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无壳废电机拆解工艺

无壳废电机/马达通过电机/马达处理回收设备直接处理，生产能力为 1-2t/h，

将物料投入破碎机后，将其破碎为尺寸为 1mm左右的破碎料，利用破碎机自带

磁选机分选出铁、非铁类混合物等。

3.1.4.5 废压缩机拆解回收工艺

废压缩机主要来源于旧冰箱、旧空调拆解下来的电机。采购的废压缩机原料

均已抽空氟利昂，排空废油（若未排空，则通知厂家回收）。

图 3-8 废压缩机拆解回收线

预处理工位：压缩机首先通过输送皮带输送至预处理工位，拆除外壳上的铜

管接线盒和电缆等；切割工位：由等离子切割设备将压缩机外壳切割分开，切割

过程会产生切割烟尘 G2。

一次拆解工位：切割完成后再输送至一次拆解工位，人工将外壳投入投料口，

输送至收集区，内部的定转子拆解成铸铁、轴、轴承和定子等，铸铁和轴等物料

投入投料口，输送至收集区；斩定子工位：定子由输送带输送至斩定子工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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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拔铜工位：切割后的定子再输送至拔铜工位，将铜丝或铝丝从硅钢中拉出， 分

离的硅钢和铜/铝丝投入投料口，由皮带输送至收集区。

3.1.4.6 废散热器/冷凝器拆解回收工艺

图 3-9 废散热器/冷凝器拆解回收工艺

一破：将散热器、铜铝混合物投入到一破机中，一破机采用双轴对辊式破碎

机，将来料挤压、撕裂，破碎成 5cm宽，长度不均的条型；二破：破碎后的物料

经一破出料输送机输送至二破机中，二破机采用重型锤击式粉碎机，将物料粉碎

成片状物，再经二破出料输送机输，送至强磁滚筒式磁选器下；分选：由磁选器

将物料中的铁分选出来，剩余的铜和铝，由进料输送机输送至气流分选机中在气

流作用下使固体废物颗粒按密度和粒度差异进行分选，分选得到的铜片和铝片分

别由平行输送机。

3.1.5 能源消费情况

2020年能源消费量详见下表：

表 3-4 企业 2020年综合能源消费情况表

/
时间 能源品种 计量单位 消费量

加工转换

投入合计

能源加工

转换产出

回收

利用

折标系数（tce

万kWh；tce/t

2020年

汽油 t 3.85 - - - 1.4714

柴油 t 65.75 - - - 1.4571

电力 万kWh 291.7 - - - 1.229

综合能源消费量 tce 45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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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排放源现场查勘以及查阅公司生产工艺流程图等文件资料，通过

与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交谈，现场查看耗能设施，并对照公司设备清单，查阅公

司能源消耗统计台账、能源统计报表、核实如下情况：

格林美（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是可以进

行独立核算的单位。核算边界涵盖企业位于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园区十号路

9号厂区内的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附属生产系统所有的耗能设施。

2020年报告期内企业的主要能耗品种为电力、汽油、柴油。

主要固定排放源包括：压缩机输送带、发动机输料链板破碎机、分选风机、

有色除尘风机等耗电设备产生的间接排放；车辆燃油导致的直接排放。

表 3-5 主要耗能设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型号 功率(kW) 数量(台)

1 压缩机/马达输送带 KA77 DER90L4 1.5 9

2 压缩机/马达输送带 SA67 DRE 90M4 1.1 22

3 压缩机/马达输送带 DER 90L4 1.5 5

4 压缩机/马达输送带 KA77 DER100M4 2.2 3

5 压缩机/马达输送带 KA87DRE1000LC4 3 7

6 压缩机/马达输送带 KA57 DRE80M4 0.75 4

7 压缩机切割尾气处理 LE0012DB0 55 1

8 报废汽车抽排油尾气处理 YVF2-280M-4 90 1

9 大车破拆房尾气处理 YVF2315L1-4 160 1

10 除尘箱输料电机 Y112M-4 4 2

11 除尘箱出料口电机 Y90L-4 1.5 2

12 小车物料输送链板电机 SA57DRS80S4BE1HF 0.75 36

13 输料链板 S77DRS71MBE1HF 0.55 2

14 发动机输料链板 DRS-11M4 0.55 22

15 预破碎上料链板 瑞典赫格降CA210 5.5 1

16 预破碎堆垛车 瑞典赫格降CA210 18.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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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型号 功率(kW) 数量(台)

17 除尘箱出料电机 Y90L-4 1.5 1

18 铁料堆垛小车 KAF107DRS180S4 18.5 1

19 破碎料出料链板 KAF107DRS180S4 18.5 1

20 铁料输送链板 KAF107DRS180S4 18.5 1

21 铁料计重皮带 SAF97DRS460M4 11 1

22 手选平台输料链板 KAF107DRS180S4 15 2

23 磁选轴电机 M2BA160MLB4 15 2

24 铁料回收 KAF107DRS180S4 15 1

25 有色料输送皮带 KAF107DRS180S4 15 1

26 110 计重皮带 KAF7/T DER180M4 15 1

27 滚筒筛 DER 180LC4 22 1

28 小料出料口 KA77/T DER132S4 4 3

29 有色输料链板机 KAF107DRS180S4 18.5 1

30 除尘箱输料电机 Y112M-4 4 1

31 有色除尘风机 YVF2-280M-4 90 1

32 有色滚筒筛 DER132M4 5.5 2

33 旋风分选风机 T2CR 2255-4 37-44.4 3

34 输料皮带 DRS-132S4 5.5 14

35 清洗泵 TYPEYE3160M-2 15 3

36 漂洗泵 TYPEYE3160M-2 15 3

37 吸雾冷凝装备 HL90-3 6 4

38 一破 JM1-200L-4 30 1

39 二破出料 S100L1-4 2.2 1

40 二破出料输料 Y0-90L-4 1.5 1

41 进料输送机 Y0-90L-4 1.5 1

42 平行帯式输送机 JL1-71M2-4 0.37 2

43 旋风分离器出料 NMRWO75 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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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型号 功率(kW) 数量(台)

44 除尘离心风机 XIE2-132S-2 7.5 1

45 振动电机 2W-250-250 0.09 1

46 碎铝打包 YZ2-22554 37 3

经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涉及二氧化碳的排放。企业各类

排放源信息见下表：

表 3-6 排放源信息表

碳排放分类 排放源/设施 能源品种

化石燃料燃烧 柴油叉车、运输车辆 汽油、柴油

工业生产过程 不涉及 无

净购入电力
压缩机输送带、发动机输料链板破碎机、分选风机、有

色除尘风机等耗电设备产生
电力

经核查，格林美（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核算边界的符合性

如下：

（1） 格林美（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是可以进行独立核算的单位；

（2）核算边界与相应行业的核算办法和报告指南一致；

（3）纳入核算和报告边界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完整。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经查阅格林美（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以

及现场核实，核查组确认：

（1） 直接排放——化石燃料燃烧

经核查，企业化石燃料燃烧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过程所使用的核算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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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

和要求。

（2） 直接排放——工业生产过程

经核查，企业不涉及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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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间接排放——净购入使用电力

经核查，企业净购入电力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过程所使用的核算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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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4） 间接排放——净购入使用热力

经核查，企业无外购热力，因此不涉及热力消耗间接排放。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证据文件及对企业进行访谈，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个活动水

平数据的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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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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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 化石燃料-汽油

表 3-7 汽油燃烧量核查情况

。

，

排放报告数值 3.85t 数值来源 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3.85t 数值来源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来

源

（1） 能源统计台账

（2）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2020年汽油统计台账、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核

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汽油消费量求和后与发票数量进行对比

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企业排放报告中汽油消耗数据真实无误。核查 组采

用能源统计台账中汽油实际消耗量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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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2 化石燃料-柴油

表 3-11 柴油燃烧量核查情况

。

，

排放报告数值 65.75t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65.75t 数值来源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来

源

（1） 能源统计台账

（2）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2020年柴油统计台账、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核查

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柴油消费量求和后与发票数量进行对比

两者数据不一致，对比后发现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中的数据缺失较

多，采用企业日常统计台账中的数据。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企业排放报告中柴油消耗数据真实无误。核查 组采

用能源统计台账中柴油实际消耗量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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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3 净购入电力

表 3-11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核查情况

。

排放报告数值 291.7 万kWh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91.7 万kWh 数值来源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来

源

（1） 能源统计台账

（2）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2020年电力统计台账、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核

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电力消费量求和后与能源购进、消费与库

存表数量进行对比，两者数据不一致，由于二者统计周期不同以及线路 损

耗较大，造成差异。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企业排放报告中电力消耗数据真实无误。核查 组采

用能源统计台账中电力实际消耗量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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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排放因子的符合性

经查阅企业 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企业在计算 2020年度CO2 排放量时，

其汽油、柴油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均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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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推荐的缺省值；外购电力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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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华

北区域电网排放因子，符合相关要求。

表 3-13 排放因子符合性的核查

项目

低位发热值 单位热值含碳量 碳氧化率

数据来源 核查结论 数据来源 核查结论 数据来源 核查结论

汽油 缺省值 44.80GJ/吨 缺省值 18.90tC/GJ 缺省值 98%

柴油 缺省值 43.33GJ/吨 缺省值 20.20tC/GJ 缺省值 98%



3.4.3 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

3.4.3.1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表 3-14 2020年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计算

燃料品种
燃料消费量 低位发热值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碳氧化率（%）

CO2排放量（t）

数据来源 单位 数值 数据来源 单位 数值 数据来源 数值 数据来源 数值

汽油

□仪表计量

□库存记录

□结算凭证

其他 统计台账

吨 3.85
□监测值

缺省值
GJ/吨 44.80

□监测值

缺省值
18.9

□监测值

缺省值
98 11.71

柴油

□仪表计量

□库存记录

□结算凭证

其他 统计台账

吨 65.75
□监测值

缺省值
GJ/吨 43.33

□监测值

缺省值
20.20

□监测值

缺省值
98 206.79

合计 218.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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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经核查，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涉及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 排放。

3.4.3.3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经核查，企业不涉及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 排放。

3.4.3.4 净购入电力

企业净购入电力 CO2 排放量如下表所示。

表 3-15 2020年净购入电力 CO2排放量计算表

净购入电力量（10
4
kWh） 排放因子

（tCO /10
4
kWh）

2

CO2排放量

（t）
数据来源 数值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统计台账

291.7 8.843 2579.50

3.4.3.5 排放量汇总

表 3-16 2020年企业碳排放量汇总表

排放量分类 CO2排放量（t）

直接

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218.50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0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0

小计 218.50

间接

排放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2579.50

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0

小计 2579.50

排放量合计 2798

3.4.3.6 核算结果分析

表 3-17 碳排放强度水平分析结果

时间 项目 单位 数值

2020年

单位工业总产值 CO2排放量 tCO2/万元 0.1741

单位产品 CO2排放量 tCO2/t 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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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根据企业提供的支持性文件及现场访问，进行现有资料的整理和数据

的交叉核对，对 2020年格林美（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给出以下核查意见：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经核查，格林美（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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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4.2 排放量声明

按照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核算的 2020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2798t， 其

中燃烧导致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为 218.5t，间接排放量为2579.5t。核查组核查

结果与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中数据一致，因此，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数据真

实可靠。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声明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存在异常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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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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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证资料附件

1、能源外购发票（2020年）

2、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2020年）



附件1：外购能源发票













































附件2：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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