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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核查目的

为掌握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现状，识别温室气体减排关键环节，完

成强制性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同时向企业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提供本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促进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的开展，河南政辰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受河南天利热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

查方”）的委托，对企业 2020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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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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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在企业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河南天利

热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核算边界内所有耗能排放设备产生的温室气

体排放量，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工业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以及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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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核查准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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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 DB41/T 1710-2018 二氧化碳排放信息报告通则

2.核查过程和方法

2.1核查组安排

依据核查任务以及受核查方的规模、行业，按照河南政辰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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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责分工

1 马朝军 组长

企业碳排放边界的核查、能源统计报表及能源

利用状况的核查，2020年排放源涉及的各类数

据的符合性核查、排放量计算及结果的核查等

2 杨逸轩 组员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业务流程的核查、计量设

备、主要耗能设备、排放边界及排放源核查、

资料整理等

3 张永超 组员
2020年排放源涉及的各类数据的符合性核查、

排放量量化计算方法及结果的核查等

2.2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进入现场对企业进行了初步的文审，

文件评审的内容包括与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相关的支持性文

件，了解受核查方的基本情况、工艺流程、组织机构、能源统计报表

等。核查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确认了受核查方提供的数据信息是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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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且识别出了现场访问中需特别关注的内容。

现场评审了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

告“支持性文件清单”。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于 2021 年 5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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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对象 部 门 职 务 访谈内容

2021 年
5月 26日

李林涛 总经办 经理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单位简介、

组织机构、主要的工艺流程、能

源结构、能源管理现状。

年度排放源，外购/输出的能源量，

年度实际消耗的各类型能源的总

量，确定核算方法、数据的符合

性。

测量设备检验、校验频率的证据。

能源统计报表、统计台账及能源

利用状况报告。

现场巡视了解工艺流程，查看主

要耗能设备设施情况，了解并查

看各种能源用途，了解并查看生

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确定排放

源分类。巡查过程中，对排放源/
重点设备进行拍照记录。

确定企业 CO2排放的场所边界、

设施边界，核实企业每个排放设

施的名称型号及物理位置。

杨庆丽 安全生产部
厂长助

理

范俊洁 财务部 经理

贾红梅
技术研发中

心
副主任

2.4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遵照《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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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并根据文件评审、现场审核发现，核查组完成数据整理及

分析，并编制完成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核查组于2021年 

6月 2 日完成核查报告，根据河南政辰科技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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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政辰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独立于核查组的 1名技术复核人员进行内部的技术复核。技术

复核由1名具有相关行业资质及专业知识的技术复核人员根据河南政

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程序执行。

3.核查发现

3.1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

河南天利热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成立于 2003年的河南

省天利工业炉有限公司，公司经新三板培育、上市辅导后已于 2018

年 2月 4日正式挂牌新三板，成为上市企业（股票代码：872609）。

座落于中原地区重要的工业基地新乡市，是中国热处理行业协会理事

单位、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会员单位、中国铸造协

会团体会员单位、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磨损失效分析与抗磨技术专业委

员会理事单位、河南省铸造学会常务理事单位、河南省热处理专业委

员会理事单位。

企业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和细化目标市场，主导产品趋向大型化、

智能化，主导产品连续型生产线、大型台车式、井式、网带式、推杆

式、托辊式、气氛保护式等各大种类近 50个品种，已长期广泛应用

于《中国制造 2025》确定的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轨道交通、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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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冶金钢铁、重工机械等重点技术领域，产品以节能、环保、高

效、精确控制、操作安全方便、经济实用得到用户的广泛赞誉，深受

用户欢迎和好评。

河南天利热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健全的科技研发体系，拥有 

“新乡市热处理装备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新型节能热处理装备河

南省工程实验室”，是“河南省金属材料改性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的共建协作单位，公司现有员工 76 人，各类科技人员 18 人，占比

24%，其中高级工程师 5 余人，同时外聘有一批强大的专家顾问团队，

协同研发实力雄厚，创新联盟核心技术突出。参加起草制定了《工业

燃料加热装置能耗》《燃料加热装置基本技术条件 》、《工业炉及

相关工艺设备 安全第 1 部分：通用要求》等多项国家标准，成果显

著，业绩突出，已荣获新乡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新乡市科技进步

二等奖 1 项，河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

在热处理行业同类产品中，河南天利热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市场

占有率已达到 10%以上，名列前三名，在河南省市场占有率达到 50%

以上，在我国中部地区热处理行业市场上位列榜首。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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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受核查方组织架构图

3.1.2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

1、钢结构制造：根据图纸尺寸对板材进行放样划线，利用剪板

机下料。炉体焊接，如箱式炉、台车炉的四周较长纵横焊缝、及井式

炉的炉壳成型焊缝尽量采用全自动或者半自动埋弧焊焊接，其它采用

二保焊焊接。

2、炉衬安装：耐火纤维棉。通过平铺与叠铺的方法制成技术协

议要求规格及数量在炉壁上焊接一定数量的锚固件，以便固定棉块。

3、加热元件安装：根据炉温及设计功率等，选择合适的加热元

件，保证炉子整体的炉温均匀性，又保证电热元件在同一区功率每组

之间的互换性。

4、电器元件安装：温度控制系统由电热偶、智能温控仪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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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图记录仪、固态继电器组成。

5、炉体总成：将焊接及组装完成的炉体各部分进行装配，保证

设计中要求的各位置尺寸及配合尺寸符合图纸要求。

6、组合安装：进行炉体、电器及其它部分的配合安装。

7、调试：安装完成后，通电调试，保证炉温、升温时间及炉温

均匀性等基本参数符合设计要求。

8、表面处理：用砂纸或打磨机进行打磨，用你腻子粉进行简易

处理。

9、成品包装：各部分进行分开运输。

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如下图示：

图 3-2 公司产品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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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和排放设施情况

核查组通过查阅河南天利热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设备一

览表及现场勘察，确认受核查方主要耗能设备和排放设施情况见下表

3-1。

表 3-1主要耗能设备和排放设施统计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消耗能源种类

1 台式钻床 3 电力

2 锯床 1 电力

3 铣床 2 电力

4 牛头刨床 1 电力

5 数控双柱立式车床 1 电力

6 其他车床 5 电力

7 激光切割机 1 电力

8 电动单梁起重机 11 电力

9 空压机 2 电力

10 数控液压摆式剪板机 1 电力

11 其他剪板机 2 电力

12 液压折弯机 1 电力

13 切割机 3 电力

3.1.4 受核查方生产经营情况

根据受核查方《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表》，确认 2020

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3-2 2020 年度生产经营情况汇总表

年度 2020年产量（套） 2020年产值（万元）



2020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河南天利热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1

主营产品产量 热处理炉 103 5002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企业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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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因此企业边界为受核查方控

制的所有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

系统。经现场勘查确认，受核查企业边界为河南天利热工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无下属分厂。

3.2.2 排放源和排放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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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所示。

表 3-3 主要排放源信息

排放种类
能源/原材料

品种
排放设施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柴油 叉车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丙烷、乙炔、

二氧化碳
切割设备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 外购电力 厂内耗电生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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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核算方法的核查

经核查，确认《2020 年河南天利热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碳排放

报告（终版）》中碳排放的核算方法、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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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1.1柴油消耗量与低位发热量

受核查企业厂区内运输叉车消耗柴油，结合每月估算消耗量 60公

斤以及柴油票据，2020年消耗柴油按照 720公斤计算，即 0.72吨。

柴油低位发热量

数值 42.652G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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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值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柴油低位发热量选取正确

3.4.1.2生产过程物质消耗数据

物质 丙烷 乙炔 二氧化碳

1月 11 20 45

2月 4 7 31

3月 12 20 61

4月 26 17 88

5月 32 22 105

6月 15 18 92

7月 40 39 158

8月 51 45 201

9月 35 42 145

10月 24 36 119

11月 33 31 112

12月 15 35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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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瓶） 298 332 1275

3.4.1.3净购入使用电力

数据来源： 《2020年电力消耗明细》

监测方法： 电能表监测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结算电表每月抄表，每年汇总

监测设备维护： 电业局电表由电业局负责定期维护；每年检测 1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核对了 1-12月的电力结算发票，发票上的电量与《2020
年电力消耗明细》的电量一致，数据真实、可靠、可采信。

月份

外购电力/kWh

《2020年电力消耗明细》 《电力发票》

1 9942 9942
2 17514 17514
3 11706 11706
4 18588 18588
5 14490 14490
6 12204 12204
7 18420 18420
8 35202 35202
9 21780 21780
10 17064 17064
11 16980 16980
12 27294 27294
合计 221184 221184

核查结论

核实的电力消耗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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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真实、可靠，与受核

查方《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数据一致。核查组最终确认的

电力消耗量如下：

单位 2020年

kWh 221184

3.4.2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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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据值 0.0202

数据项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数据正确。

3.4.2.2柴油碳氧化率

数据值 98

数据项 柴油碳氧化率

单位 %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柴油碳氧化率数据正确。

3.4.2.2区域电网排放因子

区域电网供电排放因子

数值： 0.5257 tCO2/MWh

数据来源：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2011年和 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

氧化碳排放因子》中 2012年华中区域电网平均 CO2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区域电网排放因子选取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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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重新验算了受

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如下。

3.4.3.1化石燃料烧排放

年份
燃料

种类

消耗量
低位发

热量

单位热值含

碳量

碳氧

化率

折算

因子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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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万 Nm3 GJ/t tC/GJ、 % -- tCO2

A B C D E F=A*B*C*D*E

2020 柴油 0.72 42.652 0.0202 98 44/12 2.23

3.4.3.2工业生产过程的排放

物质种类 消耗量 A

（瓶）

充装量B

（t/瓶）

纯度 C

%

排放系数 D

（tCO2/ t）

排放量=AxBxCxD

（tCO2）

丙烷 298 0.01 100 3 8.94

乙炔 332 0.002 100 3.3846 2.25

二氧化碳 1275 0.11 100 1 14.02

合计 25.21

3.4.3.3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

年度

外购电力量

（MWh）
电力排放因子

（tCO2/ MWh）
电力间接排放量（tCO2）

A B C=A*B

2020年 221.184 0.5257 116.28

3.4.3.4排放量汇总

排放年度 2020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A） 2.23

工艺过程排放（tCO2）（B） 25.21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tCO2）（C） 116.28

企业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F=A+B+C） 143.72

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重新验算，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

的排放量数据计算结果正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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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3.5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河南天利热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由总经办负责二氧化碳排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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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企业暂时未建立完整的二氧化碳排放计算与报告质量管理体

系，但建立并执行了公司内部能源计量与统计管理制度。对能耗数据

的监测、收集和获取过程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以确保数据质量。

同时，建立了相关文档管理规范，以保存维护相关能耗数据文档和原

始记录。核查组将建议企业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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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继续制订相应管理制度确保数

据质量，制订对数据缺失、生产活动变化以及报告方法变更的应对措

施，建立文档管理规范，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数据的记录、收集和整理

工作。

3.6其他核查发现

无

4.核查结论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

-河南天利热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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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天利热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企业法人边界排放

量：

排放年度 2020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A） 2.23

生产工艺过程排放（tCO2）（B） 25.21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tCO2）（C） 116.28
企业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F=A+B+C） 14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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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天利热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

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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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核查机构根据对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核查提出以下建议：

1）建议排放单位基于现有的能源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二氧化碳核算报告的质量管理体系；

2）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材料的保管和整理，加强分设施排放

数据的统计。

附件 2：支持性文件清单

1、 营业执照

2、 组织架构图

3、 工艺流程简介

4、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表

5、 《2020年电力消耗明细表》

6、 《2020年产量产值情况》

7、 《电费发票》

8、 《财务统计数据-购销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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