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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于 2019年 2 月对排放单位——山东

西王食品有限公司开展 2018年度的二氧化碳排放情况进行核查，

从而为企业优化自身碳排情况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 

本次对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核查的目的主

要有： 

（1）核查企业二氧化碳核算和报告的职责、权限是否已经落

实； 

（2）核查企业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其他支持性文件是否

完整可靠，并且符合适用的《工业其他行业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

算和报告指南（试行）》要求； 

（3）核查测量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是否符合《工业其他行

业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试行）》及相关标准的要求；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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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核查等方式，对记录和存

储的数据进行评审，判断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依据山东省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制度遵循“谁排放谁报告”的原则，

本次核查的范围为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在山东省辖区内固定设施

导致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和二氧化碳间接排放。直接排放仅包括固

定设施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不包括交通运输设施等移动源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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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辖区外的生产活动的排放。间接排放指固定设施电力消耗隐

含的二氧化碳间接排放。排放单位没有省外能源消耗，不存在省外

能源消耗。 

 

1.3 核查准则 

 
本次核查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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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山东省的有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

和规范进行。具体标准包括： 

1.3.1 行业指南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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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1.3.2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 28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 

（3）《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主席令第四十八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 

1.3.3 行业标准 

（1）《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GB/T213-2008） 

（2）《供热计量技术规程》（JGJ173-2009） 

（3）《工业锅炉热工性能测试》（GB/T10180-2003） 

（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 

（5）《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

2006） 

（6）《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GB/T1558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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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能量系统分析技术导则》（GB/T14909-2005）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2019 年 2 月 17 日，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碳核查小组对山东西

王食品有限公司（后简称“西王食品”）开展现场核查工作。核查小组

成员包括蒋彬（组长）、杨哲、耿航芳。核查组成员具体分工如下见

表 2-1，技术复核组成员见表 2-2。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专业代码 

（背景） 

 
1 

 
蒋彬 

负责核查的沟通与协调、边界的识别、现

场访问重点的确认等工作，并对报告客观

真实性和报告质量负责 

 
01/02/03/04/06 

 

2 

 

杨哲 负责核实排放设施、测量设备配置和监测

系统运行等情况 

 

01/02/06 

 

3 

 

耿航芳 负责文件评审和数据分析工作，并负责核

查报告的编制 

 

03/05/06 

 

表 2-2 技术复核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专业代码 

1 高山 第三方核查报告质量复核 01/02/03/04/06 

 

 

2.2 文件评审 

 
为提高核查效率与质量，核查小组在进场核查前，向企业提供

核查资料清单，对该企业基本生产情况等进行了初步了解，核对了

设备情况、耗能状况等信息。进驻企业时根据核查资料清单，主要

针对以下内容重点进行文件评审与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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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提交日期：2019 年 2

月 17 日）； 

- 单位的法人证书、组织机构图，企业简介； 

- 服务范围证明材料； 

- 设备台账、校准单、计量网络图； 

- 2018 年企业生产报表、天然气购买凭证、运行记录； 

- 2018 年环境监测报告； 

- 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能源管理制度； 

- 2018 年度能源购买发票。核查组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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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关核查准则对

上述文件进行了评审，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上述文件进行了重点评

审： 

 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支持文件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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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企业基本信息是否与山东省政府主管

部门公布的清单中一致； 

 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二氧化碳排放报告中数据和信息是否

完整，计算是否准确，排放是否包含了所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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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界定的化

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工业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

废弃物处理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固定设施电力消耗隐含的二氧

化碳排放； 

 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核查测量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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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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标准的要求。经过文件评审，审核组识别出

的现场评审的重点如下： 

 评审设施的边界及排放源的完整性； 

 评审数据收集程序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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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是否保持一致； 

 检查监测设备的运行及记录，包括监测设备的精度、校准记

录和监测频次，判断数据的监测是否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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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评审数据产生、传递、汇总和报告的信息流，判断二氧化碳

排放单位获得的相关数据是否以透明方式获得、记录、分析； 

 交叉核对排放报告提供的信息和其他来源的数据，如燃料的

购买、盘存、使用记录，电力购买发票等。判断排放量的计算

和相关数据的确定是否准确，能否真实地反映企业的实际情况； 

 评审在确定二氧化碳排放时所作的计算和假设，复原、验算

排放量的计算，计算结果是否正确； 

 评审企业建立的核算和报告质量管理体系是否符合要求。 

 
2.3 现场访问 

 
描述现场访流程、时间、对象及主要内容。现场访问记录表如

表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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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现场核查访问表 
 

时间 部门 访谈内容 

2019 年 

2 月 17 

日 

安环部 

企业总体用能情况，能源使用情况、未来企业

能耗增长情况；企业能源消耗的购入、使用记

录和台帐；2018 年度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的计

算方法和计算标准 

生产部 重点用能设备的运行与计量情况 

财务 财务报表相关内容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碳排放核查组根据碳排放报告第三方核查程序指南（2018

版）、行业现行有关标准及规范，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对西王食

品进行了碳核查，在进行了现场核查、文件评审以及现场访问等

调研和充分评估该公司提供的信息基础上，认真核实 2018 年度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未开具不符合项。 

现场工作结束后，审核组根据现场收集的资料，各项目组成

员进行分工，分别对各项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整理、计算，并根据

汇总的资料进行了报告的编制，最终完成报告。报告完成后，经

公司内部其他 2 位审核员进行交叉审核，根据提出的意见，由项

目组与审核员进行讨论并修改，修改后的报告交由公司的技术复

核人进行最终审核，并根据最终的修改意见确定最后的报告终稿。 

3 核查发现 

3.1 二氧化碳排放单位的基本信息 

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4 月，主要生产销售

西王玉米油，为中国最大的玉米油集中生产基地。2010 年 8 月

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冠名“中国玉米油城”，2011 年在深圳 A 股

主板上市，是首家登陆国内 A股主板的玉米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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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单位成立了能源管理机构，明确了机构的职责和每个机构

成员的职责；在能源管理规章制度方面，公司建立了能源管理三级

管理体系，并认真贯彻实施能源管理制度；在企业计量管理方面，

公司明确能源计量管理由生产部负责，按照国家计量标准规定进行

配备、校验、巡检和记录等工作。生产部根据《用能单位能源计量

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2006）的要求，按照能源形态和

能源种类规定了各环节相应的配备，并配合相关部门，完成能源统

计工作，给出各生产厂每月相关能源的使用量，并负责完成年度能

源统计报告。 

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主要能源消耗为天然气、蒸汽和电力。

企业其能源消费量依据其购买能源的财务单据和凭证进行计量统

计，通过 2018 年企业的所有能源购买发票和台账的核算，统计出

企业的能源消费情况。企业 2018 年的能源消费统计情况见表 3-1。 

表 3-1 2018 年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能源消费统计 

 

能源品种 单位 2018 年能源消费量 

天然气 万 Nm
3
 100.18 

电力 MWh 30103.2 

蒸汽 万 t 5.48 

 

经审查，排放单位不涉及废弃物处理。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

司的能源计量统计完善，2018 年年度能源统计报表齐全。 

3.2 二氧化碳排放单位的设施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核查单位通过对企业 2018 年的排放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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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的《设备信息》查看和生产现场实际的核查，发现企业的重

点设备信息填报过程与实际核查的结果一致。 

排放单位的场所边界为排放单位位于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韩

店镇西王工业园内，南邻金玉大道，东临西王大道。设施边界包括

排放单位在上述场所的固定排放设施；核算边界包括设施边界内

的固定排放设施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和电力消耗的二氧化碳间接

排放，并确认以上边界均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通过与企业相关设备人员的沟通和对企业能耗台账数据进行

比对，确定企业 2018 年的设施边界与历史排放报告保持了一致。

核查组识别了企业全部的排放源和排放设施，并确认了 ZD-1

《排放单位设备信息表》所列排放设施的名称、型号和物理位置

与现场实际情况都相符。 

 

3.3 核算方法、数据与《工业其他行业企业二氧化碳核算与报告

指南》的符合性 

 

3.3.1 核算方法的符合性 

 

企业初次填报的核算方法与《工业其他行业企业二氧化碳核

算与报告指南》中的要求是相符合的。直接排放数据的核算方法采

用公式（1），间接排放数据的核算方法采用公式（2）（公式 1、

2 见后）。 

核查组对《报告单位 2018 年化石燃料二氧化碳直接排放》、

《报告单位电力消耗的二氧化碳间接排放》等表中二氧化碳排放核

算方法进行了核查，具体报告如下： 

企业采用的核算方法为排放因子法，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

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可采

用排放因子法，符合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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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数据的符合性 

 

核查组在现场核查过程中制定了数据“还原图”，并且按照数据

统计的优先级确定各类数据采用的顺序。具体核查数据采用优先

级如下图所示： 

优先 优先 
 

 
核实 

 

 
 

 

 

 

图 3-1 数据采用优先级 

核查组在现场对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排放数据的参数、单位、

描述以及监测计划进行核查，具体核查结果如下所示： 

表 3-1 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据一览表 

 参数 单位 参数描述 
是否制
订 

监测计

划 

活动水平

数据 

直接排放 天然气 100.18 万 Nm3 天然气消耗量 是 

间接排放 

电耗 30103.2 MWh 企业的电力消耗 是 

蒸汽 5.48 万 t 企业的蒸汽消耗 是 

化石燃料 用量抄

表单、台账 

（日报、月报） 

电力消费量 抄

表单、结算单 

（月报） 

 

报统计局能源报表 

（季报、年报） 

 

能源消耗统计报表 

（年报） 

 

能源购买凭证 

（发票、收据） 

次优先 汇总 汇总 次优先 

交叉核对 交叉核对 

 
填报经核查的数据 



13 

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 

 

排放因子 

电耗 EF 1.0416 tCO2e/MWh 电耗排放因子 否 

蒸汽 EF 0.307 tCO2e/t 蒸汽排放因子 否 

天然气
EF 

21.62 
tCO2e/万

m3 天然气排放因子 否 

 

3.3.2.1 活动水平数据的符合性 

依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二氧化碳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

中（单位）排放核算和报告部分，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的二氧

化碳直接排放活动水平数据是其天然气消费量的热量。通过查阅

企业提供的“2018 年月度台账”、电力制造成本明细表、每月燃气

使用明细表、每月天然气结算发票、电费结算发票、抽查了购燃

气发票等支持性文件，核查组对其上报的此活动水平数据进行了

核查，具体的核查内容如下： 

表 3-2 活动水平数据核查表 
 

活动数据 1（直接排放）： 天然气 

描述： 天然气消耗量 

单位： 万 Nm
3
 

数值： 100.18 

数据来源： 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检测方法： 燃气表计量 

监测/记录频次： 连续测量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数据/如果数据缺失，则采用天然气购销
双方 

结算单或发票的数据 

交叉核对： 通过查阅 2018 年的天然气抄表单、报统计局能
源报表和天然气结算发票等资料，核查组发现
其数量与能源统计报告中的消耗量基本保持一
致（误差≤5%），产生误差的原因为：排放单位与
燃气公司抄表时间有 8 小时的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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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核查组查验了天然气消耗的生产记录，确认了
监测过程合理，记录可得。同时调阅了企业能
源统计报表（2018），经过交叉验证后，核查
组确认了天然气的燃烧量合理、准确。 

 

天然气的消费量采用企业能源统计台账（2018）中的数据，

平均低位发热量（GJ/t）采用企业每月接到燃气公司提供的实测

的数据。通过查阅 2018 年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的天然气购买

记账凭证，其数量与能源统计报告中的消耗量一致。 

天然气的活动水平数据、核算方法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

业二氧化碳核算与报告指南》的相关要求，排放单位依据企业

能源台账报告了其化石燃料消费量，排放单位初次排放报告中

的天然气的全年低位发热量与现场实际核查数据一致。 

表 3-3 电力数据核查表 
 

活动数据 1（间接排放）： 电耗 

描述： 企业的电力消耗 

单位： MWh 

数值： 30103.2 

数据来源： 企业电费结算单 

检测方法： 现场结算电表测量 

监测/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如果数据缺失，则采用企业电费发票数据 

交叉核对： 

通过现场查阅电力结算发票、企业能源
统计报表（2018）和能源审计报告等资料
并进行交叉核对后，核查组确认该数据准
确、合理。 

核查结论 

核查组查验了企业电费结算单，确认了监
测过程合理记录可得。同时调阅了企业电
费发票、能源统计报表。经过交叉验证
后，核查组确认了电力消耗量真实、准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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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蒸汽数据核查表 
 

活动数据 1（间接排放）： 蒸汽 

描述： 企业的蒸汽消耗 

单位： 万 t 

数值： 5.48 

数据来源： 企业蒸汽结算单 

检测方法： 现场结算蒸汽表测量 

监测/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如果数据缺失，则采用企业采购数据 

交叉核对： 

通过现场查阅蒸汽结算发票、企业能源
统计报表（2018）和能源审计报告等资料
并进行交叉核对后，核查组确认该数据准
确、合理。 

核查结论 

核查组查验了企业蒸汽结算单，确认了监
测过程合理记录可得。同时调阅了企业电
费发票、能源统计报表。经过交叉验证
后，核查组确认了电力消耗量真实、准
确。 

 

核查组通过请编写人员现场演示计算过程及 EXCEL 表格汇
总验算，确定天然气和电力的活动水平数据准确、可靠。 

3.3.2.2 排放因子的符合性 

核查组对《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初

始版）（2018）的《报告单位 2018 年度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

排放》、《报告单位电力消耗的二氧化碳间接排放》中每一个排

放因子进行核查，核查的内容包括了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和交差核对，具体报告如下： 

本次排放报告为当年核查报告，直接排放中天然气的排放计

算中排放因子的低位发热值采用企业实测数据，消耗天然气的排

放中排放因子取缺省值，排放报告中排放因子的单位、数据来源、

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交差核对均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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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查指南》的要求： 

表 3-5  排放因子符合性核查表 
 

排放因子 1（直接排放）： 天然气 EF 

描述： 天然气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单位： tCO2e/万 m3 

数值： 21.62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查指
南》（2018）缺省值 

检测方法： N/A 
 

排放因子 2（简介排放）： 电耗 EF 

描述： 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单位： tCO2e/MWh 

数值： 1.0416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查指

南》缺省值 

检测方法： N/A 

监测/记录频次： N/A 

数据缺失处理： N/A 

交叉核对： N/A 

核查结论： 依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查
指南》的规定，目前采用缺省值。核查组查阅
了排放报告，确认该数据准确、合理。 

排放因子 3（简介排放）： 蒸汽 EF 

描述： 蒸汽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单位： tCO2e/t 

数值： 0.307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查指
南》缺省值 

检测方法： N/A 

监测/记录频次： N/A 



17 

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 

 

数据缺失处理： N/A 

交叉核对： N/A 

核查结论： 依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
查指南》的规定，目前企业采用和填写缺
省值。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确认了该

数据准确、合理。 
 

 

3.3.2.3 其他数据的符合性 

 

核查组对企业提供的《其它生产信息表》中数据进行了核查，

核查的内容包括：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

次、数据缺失处理和交差核对。通过查验企业生产报表、天然气消

耗的能耗记录、企业电费结算单、企业电费发票、企业能源统计报

表（2018），访问生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等并查看生产现场和测

量设备，核查组确认信息真实有效。 

 

3.3.2.4 实时监测数据的符合性 

 

2018 年期间，企业未安装使用二氧化碳实时监测设备，企业

二氧化碳排放量采用排放因子法计算。 

 

3.4 测量设备校准的符合性 

 

核查组对《排放单位设备信息表》和《单位电表信息》的每

一个测量设备进行了核查，核查的内容包括：序号、规定的和实

际的校准频次和校准的标准。通过现场核查，汇总了企业计量器

具的信息，经核查，企业初次填报的电表信息与实际核查的信息

一致。 

3.5 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 

 

1、直接排放 

根据现场核查数据，2018 年企业直接排放的活动水平数据

主要是天然气的消耗，2018 年燃天然气消耗量为 100.18 万 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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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根据公式（1）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E 直=AD 天然气×EF 天然气                                                                                          （1） 

式中： 

E 直——企业年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单位：tCO2； 

AD 天然气——企业年天然气消耗量，单位：万 m3； 

EF 天然气——天然气二氧化碳因子，单位：tCO2e/万 m3； 

所 以 ， 2018 年 企 业 天 然 气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100.18×21.62=2165.89 tCO2 

2、间接排放 

根据现场核查数据，2018 年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间接排

放的活动水平数据主要是固定设施的电力与蒸汽消耗，2018 年

电力消耗量为 30103.2MWh，蒸汽消耗为 5.48 万 t，二氧化碳排

放量计算根据公式（2）计算，其中，间接排放系数取缺省值，

计算公式如下： 

E 间=AD 电力×EF 电力  +  AD 蒸汽×EF 蒸汽                                （2） 

式中： 

E 间——企业年二氧化碳间接排放量，单位：tCO2； 

AD 电力——企业年电力消耗量，单位：tCO2e/MWh； 

EF 电力——电力二氧化碳因子，单位：tCO2e/MWh； 

AD 蒸汽——企业年蒸汽消耗量，单位：tCO2e/MWh； 

EF 蒸汽——蒸汽二氧化碳因子，单位：tCO2e/MWh； 

所以，2018 年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二氧化碳间接排放量

为：E 间=30103.2×1.0416 + 57400×0.307=48180.24tCO2 

所以，2018 年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为 50346.13 tCO2。其中，直接排放 2165.89 tCO2，间接排放

48180.24tCO2。核查组通过请编写人员现场演示计算过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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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表格验算，确定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碳排放

量数据准确、可靠。 

3.6 本年度新增设施的核查 

 

3.6.1 新增设施基本信息的核查 

 

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1 日后无新增设施。 

 

3.6.2 新增设施生产数据的核查 

 

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1 日后无新增设施。 

 

3.6.3 新增设施排放量的核查 

 

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1 日后无新增设施。 

 

3.6.4 新增设施排放强度的核查 

 

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1 日后无新增设施。 

 

3.6.5 新增设施替代既有设施的核查 

 

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1 日后无新增设施。 

 

3.7  未来二氧化碳控制措施 

现场核查时经访谈确认，受核查方将通过如下措施实现节能

减排： 

将严格执行本企业制定的节能降耗技术措施，优化设备运行

方式，认真做好设备节能的检修维护项目，一如既往地保持目前

的较低能耗水平，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合理的范围之。 

由于上述措施主要是管理节能措施，无法估算其未来的减排

量。 

 

3.8  对监测计划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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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对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填报的的《企业监测工作及

监测计划》进行核查,通过查阅相关参数的检测报告，观察现有监

测设备的配置情况，发现企业天然气的低位热值采用山东省燃气

及燃气用品检验站出具的实测报告中的实测值，本年度和下一年

度都安排了监测计划。天然气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采用

指南中的推荐值。 

3.10 对质量管理体系的核查 

受核查方已经建立了良好的节能和碳排放管理体系，包括组

织结构、节能和碳排放管理制度、节能和碳排放管理目标和措施、

奖励办法与培训办法、能源消费统计制度等，能源管理体系运行

良好。 

排放单位已明确排放报告职责的安排：目前，二氧化碳核算

和报告工作的主要负责部门是生产部，主管领导为主管生产技术

部的总工程师。 

针对数据缺失、生产活动变化以及报告方法变更的应对措施：

加强数据备份工作，报送政府的能源年报等材料由有关部门备份。 

对测量设备的管理：由专人与负责校准和检定机构进行沟通，

确保测量设备的管理符合标准或相关规定，保证测量活动的正常

进行。 

文档管理，保存、维护有关二氧化碳核算相关的数据文档和

数据记录（包括纸质的和电子的）的保存和管理：与温室气体相

关的资料都放入公共档案备份，并妥善留存。 

核查组通过以上核查，确认排放单位的二氧化碳核算和报告

质量管理体系基本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4   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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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核算、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核算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的方法学以及

核算依据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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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业排放核算和报告的要求是一致的，活动水平数据

的获取是符合指南要求的，排放因子采用的指南中的缺省值，符合

指南的要求。 

4.2  本年度排放量的声明 

 

4.2.1 本年度直接和间接排放量的声明 

 

经核查，2018 年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实际的能源消耗数据

与报统计局的数据一致。2018 年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总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为 50346.13tCO2。其中，直接排放 2165.89tCO2，间接

排放 48180.24tCO2。 

4.2.2 本年度排放量的异常波动 

 

经核查，确认受核查方 2018 年度不涉及既有设施配额调整，

也没有新增设施。由于供电量和供热量的调整，本年度排放量相

比于上一年度小幅减少 4%，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排放水平保持

稳定。 

 

4.3 本年度排放设施的变化 

 

4.3.1 本年度既有设施退出的数量 

无 

4.3.2 本年度新增设施的数量、排放量和排放强度 

无 

4.3.3 本年度替代既有设施的新增设施数量和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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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4.4 核查过程未覆盖到的问题的描述 

 

经核查，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的核算、报告与方法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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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据管理完整，可采信；企业碳排放报告已

覆盖核查范围，本次核查没有发现未覆盖的问题;核查组对企业

排放报告进行了核查，出具的不符合已关闭，给予肯定的核查结

论。经最终核定的直接和间接排放量为： 

表 4-1 经核查的排放量（年度：2018） 
 

核查年份 直接排放量（tCO2） 间接排放量（tCO2） 排放总量（tCO2） 

2018 2165.89 48180.24 50346.13 

经核查，2018 年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总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为 50346.13tCO2。其中，直接排放 2165.89tCO2，间接排放 48180.24 

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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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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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对今后数据核算活动的建议  

1、建议排放单位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碳排放管理体系内的规定； 

2、可以在厂界碳核查的基础上，结合产品碳足迹研究成果，进

一步深入研究并优化企业生产过程及产品全生命周期中温室气体排

放现状； 

3、根据核算结果进行能源结构优化，规划光能等可再生能源的

应用，进一步降低企业碳排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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