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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核查目的

受山东威普斯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方圆标志认证集团山

东有限公司对山东威普斯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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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方法》）的要求；

-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相关数据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信，是

否符合《核算方法》的要求；

- 根据《核算方法》对 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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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核查范围为受核查方在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经济开发区

冯家官庄村西南 350米的厂区生产区域范围内所有设施产生的碳排

放，主要包括洗浴用天然气环保设备燃烧产生的排放，烧结炉、动

力设备、办公活动等消耗净购入电力隐含产生的排放，公司尚有柴

油叉车使用，消耗量很小，在此不计入本次核查范围。

- 受核查方《2021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要求的内容中的所有

信息。



1.3 核查准则

根据《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为了确保真实公正获取受核

查方的碳排放信息，此次核查工作在开展工作时，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独立于被核查企业，避免利益冲突，在核查活动中保持客观、

独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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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诚信保密

核查人员在核查工作中诚信、正直，遵守职业道德，履行保密

义务。

4）专业严谨

核查人员具备核查必需的专业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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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4年第

17号令）

- 《工业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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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问百答》；



- 国家或行业或地方标准。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核查人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以及受核查方的规模和

经营场所数量等实际情况，指定了此次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

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见表 2-1和表 2-2。

表 2-1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1 吕正君
核查组组长，主要负责项目质量控制、参加现场访

问、撰写核查报告

2 孙宏斌 数据收集

表 2-2 技术复核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1 曲秀华 技术评审、质量复核

2.2 文件评审

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核查组对如

下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

受核查方提交的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相关文件及能源管

理体系文件；

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识别出以下要点需特别关注如：固定排放

设施的数量与位置的准确性、完整性；天然气、柴油等化石燃料消



耗量的收集、处理、计算过程等数据流过程；确认是否存在生产过

程排放、用电量等有关数据的收集、处理、计算过程等数据流过程

及其它生产信息的核查。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2年 1月 15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

了现场核查。在现场核查过程中，核查组按照核查计划对受核查方

相关人员进行了走访并现场观察了包括密炼机、挤出机、空压站等

生产相关设施。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3 现场访问内容

访谈对象

（姓名／职位）
部门 访谈内容

李建设 行政副总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的地理范围及边界；

企业生产/运输外包情况；

企业相关环保监测情况；

受核查方基本情况，包括主要生产工

艺和产品情况等；

受核查方的地理范围及核算边界。

活动水平数据来源、排放因子来源及

碳排放计算的过程；

补充数据来源及数据流过程；

监测计划的制定情况；

周豪杰 技术质检部

戚建国 安全环保部

王伯斗 生产部

高军英 行政部

2.4 报告编写及技术评审

现场访问后，核查组于 2021年 3月 12日完成核查报告的编写；

根据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核查委托方前须经过独立



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人员进行内部的技术评审，技术评审由技术复

核人员根据工作程序执行。

3. 核查发现

3.1 重点受核查方基本情况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厂区平面图、工艺

流程图等相关信息，并与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

信息：

（一）受核查方简介

- 受核查方名称：山东威普斯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 法人代表：刘继松

- 所属行业：橡胶板、管、带制造，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为 2912。

- 地理位置：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经济开发区冯家官庄村西

南 350米

- 成立时间：2010年 8月 12日

- 所有制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 社会信用代码：91371300559932060E

-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三角带、传送带、高压胶管、电

动车轮胎、汽车子午线胎（以上经营项目需许可生产经营的，

须凭许可证生产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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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

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图如图所示：

图 3-1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其中，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安环部负责。

（三）受核查方主要的产品或服务

受核查方为橡胶制品的研究和产品开发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

生产输送带、三角带，形成年产 2000万平方米输送带、年产 2000

万 A 米三角带的生产能力。橡胶制品的生产工艺流程主要包括密炼

-压延-成型-硫化-包复检等。

（四）受核查方能源管理现状



使用能源的品种：2021年度受核查方使用的能源品种及其对应

的排放设施见下表。

表 3-1 受核查方使用的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能源品种

动力设备、办公等 电力

洗浴 天然气

蒸汽

能源计量统计情况：受核查方具有详细的月度消耗报表，其中

包含企业天然气、电力消耗量。

（五）受核查方排放设施变化情况简述

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现场实地观察和访问相关人员确认，受

核查方 2021年度排放设施无变化。

（六）产品产量

表 3-2 受核查方产品产量等相关信息表

年度 2021年

产值 70593万元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受核查方的基本信息真实、

正确。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核算边界的确定

核查组通过审阅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图、现场观察、走访相关

负责人，确认受核查方除位于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经济开发区冯家

官庄村西南 350米厂区外，无其它分公司或分厂，因此受核查方地

理边界为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经济开发区冯家官庄村西南 350米的

生产厂，涵盖了橡胶输送带生产企业核算指南中界定的相关排放

源。

3.2.2 排放源的种类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相关人员的访谈、审阅《工艺流程图》、《厂

区布局图》，并进行了生产现场巡视，确认受核查方 2021 年碳排

放源的具体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3-3 受核查方碳排放源识别

排放源类型 设施/工序名称 设备物理位置

化石燃料 天然气 环保设备 生产车间

净购入电力
生产系统、照明

系统
耗电设备和设施 厂区内/生产车间

净购入蒸汽 换热设备 换热设备 厂区内/生产车间

公司排放源包括天然气燃烧排放、净购入电力排放、净购入蒸

汽排放，无生产工艺过程排放。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核算边界、场所边界、设施

边界正确且符合《核算方法》中的要求。核查报告中核算边界、场

所边界、设施边界正确且符合《核算方法》中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

核算方法：

2 燃烧 电 热  
CO
E E E E (1)

其中：

ECO2 企业 CO2排放总量，单位为吨（tCO2）；

E 燃烧 企业所消耗的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E 电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所对应的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3.3.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采用《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1

n
i ii

E AD EF


 燃烧
(2)

式中：

E
燃烧 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

为吨（tCO2）；



iAD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百万

千焦（GJ）；

iEF 是第 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GJ；

i 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 ADi按公式（3）计

算：

iii FCNCVAD  (3)

式中：

iNCV 是核算和报告期第 i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体

或液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吨（GJ/t）；对气体燃料，单

位为百万千焦/万立方米（GJ/万 Nm3）；

iFC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净消耗量，对固体或液

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立方米（万

Nm3）。

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4）计算。

12
44

 iii OFCCEF (4)

式中：

iCC 是第 i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百万千焦



（tC/GJ）；

iOF 是第 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3.3.2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排放

热力热力电力电力电和热 EFADE  EFAD (7)

式中：

电力AD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净购入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电力EF 是电力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分别为吨 CO2/兆瓦时

（tCO2/MWh）；

热力AD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净购入热力量（如蒸汽量），单位为百万

千焦（GJ）；

热力EF 是热力（如蒸汽）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百万千焦

（tCO2/GJ）。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

中采用的核算方法与《指南》一致。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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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1化石燃料活动数据核查

● 活动水平数据 1: 天然气消耗量

表 3-4 对天然气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21年 7.6577

单位 万 Nm³

数据来源 月报数

监测方法 购入量流量计计量。

监测频次 购入量每月

记录频次 购入量每月记录，每月汇总，每年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自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消耗量数据来自于月报数，与财务结

算交叉核对，因统计周期不一致，有误差，可接受。经核

对数据真实、可靠，且符合《核算方法》要求。

数据来源 月报数

表 3-5 天然气消耗量的交叉核对（单位：Nm³）

年份 数据来源 核对数据来源

2021年 生产消耗月报数据 财务提供购入数据

1月 9917 13698

2月 3619 4374

3月 14921 13727

4月 6579 7421

5月 4857 6466

6月 764 955



7月 939 679

8月 1454 1495

9月 6291 5221

10月 4133 5227

11月 7293 4959

12月 15812 5131

合计 76577 69353

● 活动水平数据 2: 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值

数据值 2021年 389.3

单位 GJ/万 Nm³

数据来源 缺省值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监测设备维护 -

记录频次 每次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值数据来自于缺省值，

经核对数据真实、准确，且符合《核算方法》要求。

3.4.1.2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活动水平数据核查

● 活动水平数据 3: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

表 3-6 对净购入的电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21年 18209.084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2021年电力消耗统计台账

监测方法 电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电力公司每月远程抄表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通过与受审核的财务数据进行交叉核对，可接受。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电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电量电费

台账，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且符合《核算方法》要求。

表 3-7 电力消耗量的交叉核对（单位：kWh）

年份
数据来源

2021年 生产消耗月报数据 财务电费结算数据

1月 1415797 1442427

2月 901005 1525175

3月 1730488 665377

4月 1552874 1832230

5月 1621990 1652774

6月 1443255 1727751

7月 1539771 1548309

8月 1604703 1641466

9月 1478344 1711785

10月 1716847 1575442

11月 1433925 1827484

12月 1770085 1534045



合计 18209084 18684265

● 活动水平数据 4: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

表 3-8 对净购入热力（蒸汽）的核查

数据值 2021年 57081
单位 t

数据来源 2021年热力消耗统计台账

监测方法 热力流量计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公司每月抄表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通过与受审核的财务数据进行交叉核对，数据存在较大

误差，主要原因为热力结算周期不好控制，因此采用经

生产计量的数据作为消耗量，可接受。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电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电量电费

台账，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且符合《核算方法》要求。

表 3-9 热力消耗量的交叉核对（单位：t）

年份 数据来源 核对数据来源

2021 生产消耗月报数据 财务提供购入数据

1月 5382 6299

2月 3187 5083

3月 4915 6035

4月 4602 6560

5月 4671 6281

6月 4639 6522

7月 4821 6618

8月 4776 6494



9月 4356 6320

10月 5359 6280

11月 5248 6664

12月 5125 6256

合计 57081 75412

3.4.2 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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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1化石燃料排放因子核查

● 排放因子数据 1: 天然气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据来源：取《核算方法》缺省值 15.3tC/TJ。

核查结论：排放报告中使用的缺省值数据正确。

● 排放因子数据 2: 天然气的碳氧化率

数据来源：取《核算方法》缺省值 99%。

核查结论：排放报告中使用的缺省值数据正确。



3.4.2.4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核查

● 排放因子数据 3: 电力的 CO2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取《2011年和 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

放因子》中 2012年度华北区域电网平均 CO2排放因子

0.8843tCO2/MWh；

核查结论：排放报告中使用的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正确。

3.4.2.5净购入热力排放因子核查

● 排放因子数据 4: 热力的 CO2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公司蒸汽品质稳定，压力 0.5MPa，温度 150℃，其

蒸汽热焓值为 2748.59kJ/kg。

其排放因子取《核算方法》缺省值 0.11tCO2/GJ；

核查结论：排放报告中使用的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正确。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通过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1年排放报告中的附表 1：报告主体

2021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报告表进行现场核查，核查组对排放报告进

行验算后确认受核查方的排放量的计算公式正确，排放量的累加正

确，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

碳排放量计算如下表所示。



3.4.3.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表 3-10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计算

年份
燃料

品种

消耗量(t
或万 Nm3)

低位发热

量(GJ/t
或 GJ/万
Nm3)

单位热

值含碳

量

(tC/TJ)

碳氧化

率

二氧化

碳与碳

的数量

换算

排放量

(tCO2)

2021 天然气 7.6577 389.3 15.3 99% 44/12 158.04

3.4.3.2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表 3-11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年份 净购入量（MWh） 排放因子(tCO2/ MWh) 排放量(tCO2)

2021年 18209.084 0.8848 16111.40

3.4.3.3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

表 3-12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年份 净购入量（t） 排放因子(tCO2/GJ) 排放量(tCO2)

2021年 57081 0.11 6278.91

3.4.3.6排放量汇总

表 3-13 法人边界排放量汇总表

年度 2021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158.04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6111.4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6278.91

总排放量（tCO2） 22548

3.5 质量保证及改善建议

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及查阅相关记录，确定受核查方在质量保

证和文件存档方面做了以下工作：

指定专人负责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制定了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帐记录，台帐记录与

实际情况一致；

建议受核查方根据本次核查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

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

建议受核查方根据本次核查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

审核制度。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

4. 核查结论

基于现场核查，确认：

4.1核算、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山东威普斯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核

算、报告符合《工业其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的相关要求；经核查，山东威普斯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2021

年度碳排放量如下：

表 4-1 经核查的排放量（年度：2021）

年度 2021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158.04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6111.40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6278.91

总排放量（tCO2） 22548

企业排放量与其生产产能存在密切的关系，企业建立并运行了

能源管理体系，各项节能降耗工作得以落实，取得了良好的能源绩

效，进而促进了碳排放工作的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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