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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基本情况表

单位名称
福建和其昌竹业股份有限公

司
地址

永安市曹远镇大兴工业区

22号

联系人 罗显呈 联系方式 15959793037

排放单位是否是委托方？ √是 □否，如否，请填写以下内容。

委托方 / 地址 /

联系人 / 联系方式 /

所属行业领域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排放单位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查依据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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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2021.1.5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2021.1.5

温室气体排放量 tCO2e
初始报告 38911.63

经核查后 38911.63

二氧化碳排放量 tCO2

初始报告 38911.63

经核查后 38911.63

主营产品产量
初始报告 /

经核查后 /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排放量差异的原因 /
核查结论

核查组对排放单位填报的《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的全部

内容进行了核查。通过核查，核查组认为：

1）基于获得的客观证据和核查确认，该单位报告的 2020年度二氧化碳排放

量真实、可信。2020年度核查排放量如下：

年度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tCO2e）

净购入电力热力隐含

排放量（tCO2e）

企业温室气体

总排放量

（tCO2e）

企业二氧化碳

总排放量

（tCO2）

2020 192.07 38719.56 38911.63 38911.63

2）核查组确认所有不符合已全部关闭；

3）排放单位的核算与报告均符合《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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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4）企业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完整、可靠；

5）经核查的 CO2的排放量与排放单位填报的《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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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开展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工作的通知》及福建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厅的总体安排，福建省

建研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核查机构之一，在福建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厅的指导下，独立公正地开展核查工作，确保数据完整、准确。根据《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核查的具体目的包含如下内容：

（1）为企业准确核算自身温室气体排放，更好地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计

划、碳排放权交易策略提供支撑，并为全国碳交易制度下的配额分配和企业履约

提供支撑；

（2）督促企业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制度，建立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

的质量保证体系，促进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3）为主管部门准确掌握重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制定相关政策提供

支撑；

（4）为主管部门建立并实施重点企业温室气体报告制度奠定基础，为国家

或地方层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定期编制提供参考数据。

1.2 核查范围

此次核查范围为核算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涉及生产系统、辅助生产

系统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1.3 核查准则

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此次核查依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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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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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企业碳排放补充数据核算报告模板》

（4）《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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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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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7）《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44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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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2.1.1 核查机构及人员

根据核查员的专业领域、技术能力、重点排放单位的规模和经营场所数量等

实际情况，福建省建研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指定了本次核查的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

核人。

核查组由不少于两名核查员组成，其中至少一人具备该行业领域的经验，并

指定一名核查组长。对于需要现场抽样的单位，每个抽样现场由不少于一名核查

员进行现场核查。并指定不少于一名技术复核人做质量复核，技术复核人为具备

该行业领域经验的核查员。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见表 2.1。

表 2.1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员表

姓名 职责/分工

林跃东 组长

林新锋 组员/技术专家

吴扬捷 组员

王文超 质量复核

2.1.2 核查时间安排

福建省建研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接受此次核查任务的时间安排如下表 2.2 所

示。

表 2.2 核查时间安排表

日期 时间安排

2021.1.5 文件评审

2021.1.7 现场核查

2021.1.20 完成核查报告

2021.1.21 技术复核

2021.4.5 报告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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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排放单位提交的《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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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放单位提供的支持性文件，详见核查报告“参考文件”。

核查组通过评审以上文件，识别出现场核查的重点为：现场查看排放单位的

实际排放设施和测量设备是否和排放报告中的一致，现场查阅排放单位的支持性

文件，通过交叉核对判断初始排放报告中的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是否真实、

可靠、正确。

其中，针对排放单位提交的《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文件，

核查组确定的现场关注重点如下：

a.排放单位该年的化石燃料采购单据；

b.废水直接排放与经过废水处理站排放活动水平数据的支持性文件。

c.排放单位当年电力消费量呈逐年下降，现场核查需核证企业用电数据及进

行节能改造落实情况。

核查组在评审初始排放报告及最终排放报告的基础上形成核查发现及结论，

并编制本核查报告。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1年 1月 7日对排放单位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核查的流程主

要包括首次会议、收集和查看现场前未提供的支持性材料、现场查看相关排放设

施及测量设备、与排放单位进行访谈、核查组内部讨论、末次会议 6个子步骤。

现场核查的时间、对象及主要内容如表 2.3所示：

表 2.3 现场核查记录表

时间
访谈对象

（姓名/职位）
部门 访谈内容

2021.1.7 罗显呈 主任
企业的整体架构、企业的运营思路、企

业为营造低碳企业所做的措施

2021.1.7 罗碧华 财务部

企业对于能源使用的规章制度及电能的

使用统计、企业用电用水台账的收集过

程及数据准确性

2021.1.7 何建旭 安环部

企业对于温室气体及碳排放的监测文

件、是否含有污废水排放等、质量管控

过程文件

2021.1.7 陈藩备 设备部
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气体及是否有大量

污废水排放，针对生产流程的改进方案

文件评审及现场核查的核查发现将在本核查报告的第三部分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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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核查组根据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的总结评价的结果,核查组于 2021年 4月 5

日形成最终核查报告。

为保证核查质量，核查工作实施组长负责制、技术复核人复核制、质量管理

委员会把关三级质量管理体系。即对每一个核查项目均执行三级质量校核程序，

且实行质量控制前移的措施及时把控每一环节的核查质量。核查工作的第一负责

人为核查组组长。核查组组长负责在核查过程中对核查组成员进行指导，并控制

最终排放报告及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技术复核人负责在最终核查报告提交给客

户前控制最终排放报告、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质量管理委员会负责核查工作整

体质量的把控，以及报告的批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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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查发现

3.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单位简介及组织机构

核查组通过评审排放单位的《营业执照》、排放单位简介、用能统计台账、

访谈相关人员，确认排放单位的基本信息如下：

（一）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简介

排放单位名称：福建和其昌竹业股份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816740264775

法定代表人：俞先禄

单位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实际位置：永安市曹远镇大兴工业区 22号

成立时间：2008年 5月 5日

排放报告联系人：罗显呈

（二）排放单位的组织机构

排放单位的组织机构图如图 3.1所示：

图 3.1 排放单位组织机构图

其中，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绿色制造小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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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产品服务及生产工艺

3.1.3 能源统计及计量情况

通过查阅能源消耗相关凭证、企业能源管理制度、现场访问财务人员和环保

部工作人员，核查组确认的排放单位的能源统计及计量情况如下：

1）使用能源的品种：排放单位使用的能源品种包括。

2）能源统计情况：用能统计台账。

3）能源审计情况：通过主管部门核查备案。

4）年度能源统计报表 3.1。

表 3.1 2020年用能统计台账

序号 类型 单位 总和

1 电 MWh 5068.9

2 柴油 t 61.07

3 蒸汽 百万千焦 316827.25

4 生物质燃料 百万千焦 2750.9

结论：针对《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现场访问结果，核查

组在资料提交方面未发现不符合项，排放单位的基本信息真实、正确符合《核算

指南》中的要求。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核查组对重点排放单位的核算边界进行核查，对以下与核算边界有关信息进

行了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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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核算边界与相应行业的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一致；

2）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以独立法人企业为边界进行核算；

3）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地域边界（地址）及下辖分公司、分厂的生产系统、

辅助系统和附属系统等均纳入核算范围；

4）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边界内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的完整；

5）核查组查看了排放单位所有现场，不涉及现场抽样。

核算边界内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信息见下表 3.2。

表 3.2 排放单位碳排放源识别表

排放源分类 排放设施 排放设施位置
相应物料

或能源种类
备注

外购电力 各用电设施 所有车间及部门 电能 隐含排放

外购蒸汽/生物

质
各用热设施 所有车间及部门 热能 隐含排放

外购汽油 厂用车 仓库 汽油 隐含排放

外购柴油 厂用车 仓库 柴油 隐含排放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最终排放报告中包括了核算边界内的全部固定排放设

施，排放单位的场所边界、设施边界符合《核算指南》中的要求，且排放设施的

名称、型号以及物理位置均与现场一致。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评审排放报告，确认排放单位采用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符合

《核算指南》的要求。核查组没有发现核算方法偏离《核算指南》要求的情况。

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核查组对排放单位报送的《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2020

年）》、用能统计台账进行核查，确认企业涉及 CO2的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核算方法采用活动水平数据乘以相应的排放因子，符合

《核算指南》的要求：

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主要基于分品种的化石燃料燃烧量、单位燃料的含碳

量和碳氧化率计算得到，计算公式如下：

 
i iiico OFCCADE )

12
44(

2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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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核查过程中，核查组通过对核证的数据进行现场运算，计算结果可以重

复再现，证明排放单位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核算方法符合要求。

3.3.2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隐含排放

核查组对排放单位报送的《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2020

年）》、用能统计台账进行核查，确认企业涉及 CO2的排放。

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排放核算方法采用活动水平数据乘以相应的排放因子，

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隐含产生 CO2排放量主要基于净购入电量 AD 电力、CO2

排放因子 EF 电力计算得到，计算公式如下：

电力电力净电 EFADECO 
2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核查组对以下数据分别进行了核查。

表 3.3 报告主体化石燃料燃烧的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一览表

燃料品种

消耗量

（t,万
Nm^3）

低位发热

值

（GJ/t,GJ/
万 Nm^3）

数据来源

单位热

值含碳

量

（Tc/TJ）

数据来

源

碳氧

化率

（%）

固

体

燃

料

无烟煤 / 24.515 缺省值 27.49 缺省值 94%
烟煤 / 23.204 缺省值 26.18 缺省值 93%
褐煤 / 14.449 缺省值 28.00 缺省值 96%
洗精煤 / 26.344 缺省值 25.40 缺省值 93%

其他洗煤 / 15.373 缺省值 25.40 缺省值 90%
型煤 / 17.46 缺省值 33.60 缺省值 90%
焦炭 / 28.446 缺省值 29.40 缺省值 93%

液

体

燃

料

原油 / 42.62 缺省值 20.10 缺省值 98%
燃料油 / 40.19 缺省值 21.10 缺省值 98%
汽油 / 44.8 缺省值 18.90 缺省值 98%
柴油 61.07 43.33 缺省值 20.20 缺省值 98%

一般煤油 / 44.75 缺省值 19.60 缺省值 98%
石油焦 / 31 缺省值 27.50 缺省值 98%

其他石油制品 / 40.19 缺省值 20.00 缺省值 98%

焦油 / 33.453 缺省值 22.00 缺省值 98%
粗苯 / 41.82 缺省值 22.70 缺省值 98%

气

体

炼厂干气 / 46.05 缺省值 18.20 缺省值 99%
液化石油气 / 47.31 缺省值 17.20 缺省值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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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

料

液化天然气 / 41.868 缺省值 15.30 缺省值 99%
天然气 / 389.31 缺省值 15.30 缺省值 99%

焦炉煤气 / 173.854 缺省值 13.60 缺省值 99%
高炉煤气 / 37.69 缺省值 70.80 缺省值 99%
转炉煤气 / 79.54 缺省值 49.60 缺省值 99%

密闭电石炉炉气 / 111.19 缺省值 39.51 缺省值 99%

其他煤气 / 52.34 缺省值 12.20 缺省值 99%
资料来源：

1）对低位发热量：《2005年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等；

2）对单位热值含碳量：《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试

行）》等；

3）对碳氧化率：《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试行）》等。

表 3.4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一览表

类型

净购入量

（MWh、t、百

万千焦）

购入量

（MWh、t、
百万千焦）

外供量

（万 kWh、t、
百万千焦）

CO2排放因子

（tCO2e/MWh、tCO2e/t、
tCO2e/百万千焦）

电力 5068.9 5068.9 0 0.7035
柴油 61.07 61.07 0 3.145
蒸汽 316827.25 316827.25 0 0.11

生物质

燃料
2750.9 2750.9 0 0.11

资料来源：1）电力和蒸汽排放因子数据来源：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采用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发布的《2011年和 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 CO2排放因子》，取 2012年华东区域电

网平均 CO2排放因子 0.7035tCO2e/MWh。

通过评审排放报告及访谈排放单位，核查组针对排放报告中每一个活动水平

数据进行了核查，确认相关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5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核算指南》，核查组通过审阅排放单位填写的排放报告，对所提供的

数据、公式、计算结果通过重复计算、公式验证等方式，确认排放量计算公式正

确、排放量的累加正确、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排放量的计算结果正确。碳排放

量汇总如下表所示。

表 3.5 排放单位排放量汇总

年度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tCO2e）

净购入电力热力隐含排

放量（tCO2e）

企业温室气体

总排放量

（tCO2e）

企业二氧化碳

总排放量

（tCO2）

2020 192.07 38719.56 38911.63 389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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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文件和记录以及访谈相关人员，对以下内容进行了核查：

1）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指定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

作；

2）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账记录，并与实

际情况一致；

3）核查组确认 排放单位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

度，并遵照执行；

4）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并遵照执

行。

3.7 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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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核查组对重点排放单位填报的《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全

部内容进行了核查。通过核查，核查组认为：

1）核查组确认所有不符合已全部关闭；

2）排放单位的核算与报告均符合《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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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3）企业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完整、可靠；

4）经核查的 CO2的排放量与排放单位填报的《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一致。

4.2 年度排放量及异常波动声明

4.2.1 年度排放量的声明

经核查的排放量与最终排放报告中的一致。具体数值如下：

表 4.1 经核查的排放量

年度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tCO2e）

净购入电力热力隐含排

放量（tCO2e）

企业温室气体

总排放量

（tCO2e）

企业二氧化碳

总排放量

（tCO2）

2020 192.07 38719.56 38911.63 38911.63

4.2.2 年度排放量的异常波动

受核查方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无异常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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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 受核查方原因分析
受核查方采取的纠正

措施
核查结论

NC1 无

NC3

N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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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对今后核算与报告活动的建议

1）各数据及清单应分类整理；

2）出具的各单据或报告应有负责人签字；

3）企业应安排专人负责核算的对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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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1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3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2020年）

4 用能统计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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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核查机构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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