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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1.1. 核查目的

受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对企业 2017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进行

核查。此次核查目的包含：

- 核查企业的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的职责、权限是否已经落实；

- 核查企业提供的 2017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他支持文件是否是完整可

靠的，并且符合适用的《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要求；

- 核查测试计量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及监测计划是否符合适用的《中国化

工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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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中

国化工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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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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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无锡市东港镇范围内所有设

施和业务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具体而言包括《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

通则》（GBT 32150-2015）、《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以下简称《通则》和《核算指南》）要求核算和报告的燃料燃烧、

工业生产过程、CO2回收利用量、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和其他温

室气体排放等。经审核，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江苏省辖区有两个厂区，其

中一厂区位于东港镇红豆科技工业园内（老厂），主要生产全钢子午线轮胎、内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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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胎、小胎；另一厂区位于东港镇工业园 A区（新厂），主要生产全钢子午线轮胎，

并且无江苏省外排放源。

1.3. 核查准则

本次核查工作的准则为《核算指南》，以及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以及计量

设施所适用的国家及江苏省地方法规及标准, 包括但不限于：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2015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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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令第十五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

（5）《IPCC：2006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6）《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2011
（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
（8）《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9）《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
（10）《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GB/T15587-2008）
（11）《能源系统分析技术导则》（GB/T14909-2005）
（12）《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2589-2008T）
（13）《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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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关于核查组人员能力的要求，组成以下核查组：

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表

序号 姓名 角色 行业

1 孟 丹 核查组组长 -

2 刘荣峰 核查组组员 02

3 赵 旭 核查组组员 02

5 乘 展 技术复核人 02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18年 3月 15日收到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 2017年的二

氧化碳排放报告，并于 2017年 3月 16日对该报告进行了文件评审。在文件评审中

确认该企业提供的数据信息是完整的，并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重点评审：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支持文件是否符合《通

则》和《核算指南》的要求；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与二氧化碳相关数

据是否真实、完整、可靠、正确；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是否存在既有

设施退出、新增设施等情况；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监测计量设备是否已经

到位，测量是否符合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及相关标准的要求。

经过文件评审，核查组识别出的现场核查的重点如下：

评审组织边界、运行边界及排放源与源流的完整性；

评审数据收集程序与《核算指南》的要求是否保持一致；

检查监测设备，包括监测设备的精度及校准记录及观测设备的运行，评审数据

的监测频次，判断数据的监测是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评审数据产生、传递、汇总和报告的信息流，判断企业获得的相关数据是否以

透明方式获得、记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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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核对排放报告提供的信息和其他来源的数据，如电力、蒸汽、新水发票等。

判断排放量的计算和相关数据的确定是否准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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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算排放的计算，计算

结果是否正确。

核查组于 2018年 4月 2日收到了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二氧化

碳排放报告（终版）及关闭不符合项的相关证明材料。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2.3. 现场访问

核查组于 2018年 3月 26日对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氧化碳排放情况进

行了现场评审。在现场评审过程中，核查组按照核查计划对该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

走访。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内容见下表所示。

时间 访谈对象 部门 访谈内容

2018/3/26 王 芳 综合部门
企业基本概况，排放边界和排

放源概况

2018/3/26 丁振洪 工艺技术部门 企业主要工艺技术介绍

2018/3/26 王海波 能源管理部门
企业主要能源消费品种及其

消耗量

2018/3/26 虞陈荣 设备管理部门 企业主要用能设备情况

现场访问的核查发现将具体在本报告的第 3部分详细描述。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现场核查之后，核查组于 2018年 3月 26日向受核查方开具了 1 个不符合和 2

个建议项，2018年 3月 30日收到 2017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报告（终版），并确认不

符合项已经关闭之后，核查组完成核查报告。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委托方之前已通

过了内部的技术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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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企业的基本信息

在现场核查中，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

构代码证》、机构简介等相关信息，并与机构相关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

信息：

- 单位名称：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轮胎制造（2911），

实际地理位置：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成立时间： 2002年，所有制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规模员工人数： 4153人 ，隶属于 无 ；

- 重点企（事）业单位的组织机构图如下；

图 1 企业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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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主要的产品。主要的产品：全钢子午线轮胎、斜交轮胎及生产工艺 炼

胶、成型、硫化。企业全钢子午线轮胎生产工序包括原材料混炼、挤压、热

炼、压延挤出、截断、成型、喷涂、硫化、修补、检验等工段；斜交胎生产

工序主要包括塑炼、混炼、出型、硫化等工段，各生产过程的工艺流程如下：

图 2 企业全钢子午线轮胎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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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企业内胎生产工艺流程图

图 3 企业斜交汽车轮胎（大胎）、摩托车轮胎（小胎）生产工艺流程图

- 重点企（事）业单位能源管理现状：使用能源的品种有 电力、蒸汽和新水 ，

能源计量统计情况： 基本完整 ，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帐记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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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 ，能源审计情况：有 ，年度能源统计报告： 有 ，能源体系建设

情况： 良好 ；

- 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是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排

放报告职责的安排：是否有规定，执行情况如何良好 ，数据的测量、收集

和获取过程建立的规章制度情况： 良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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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据缺失、

生产活动变化以及报告方法变更的情况，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宣传、教育及

培训工作情况：开展企业内部温室气体排放填报培训；文档管理，保存、维

护有关温室气体核算相关的数据文档和数据记录（包括纸质的和电子的）的

保存和管理情况：财务发票、台账等相关数据保存完好；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内部审核制度执行情况 良好 。

核查组经过现场文件核查及确认重点企（事）业单位的核算的基本情况和质量

保证管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3.2 企业的设施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报送的边界和排放源进行了评审，通过对比企业设备清单和

现场确认，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及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

核查发现如下所述：

3.2.1 地理边界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有两个厂区，其中一厂区位于东港镇红豆科技工

业园内（老厂），主要生产全钢子午线轮胎、内胎、大胎、小胎；另一厂区位于东

港镇工业园 A 区（新厂），主要生产全钢子午线轮胎。企业两厂区总占地面积 37

万㎡，建筑面积 47.2万㎡，绿化面积 3500㎡。其中新厂(二厂)区位于无锡市东港工

业园 A区内，总占地面积 182000m2，总建筑面积 205285m2。厂区东面隔群星路为

上海永久，南面隔 S228省道为东港科技创业园，西面隔金港大道为东港镇政府，北

面为勤盛路，隔路为下庄村和变电站。厂区内主要建筑物为一座炼胶车间、一座子

午线轮胎生产联合车间、成品仓库、原料仓库、公用工程车间、办公楼和食堂等其

他辅助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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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企业地理位置图

3.2.2 运行边界

根据公司所选厂址的地理地形条件，周边环境以及工艺流程确定厂区的总体布

置。企业厂房内按照原材料处理、配方、密炼、开炼、挤出、牵引、发泡、牵引、

冷切、剪切和包装的先后顺序依次布设生产工序。

企业总平面布置在充分满足工艺生产的前提下，结合场地地形、环境条件和交

通运输，进行了统筹安排，合理布置，有机地组织生产设施和行政生活设施。整个

厂区的功能分区明确，人流、货流不发生交叉，既保证安全又便于管理。

3.2.3 设施边界及排放源



第 10 页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主要排放设备统计表

排放源 排放设备 设备地理和物理位置

净购入电力

硫化机

全钢一厂
密炼机

开炼机

空压机

废弃处理设备

挤出压片机

全钢二厂

密炼机

切胶机

开炼机

硫化机

其他

开炼机

斜交厂
挤出机

硫化机

成型机

水泵、空压机等

硫化机

内胎厂
开炼机

挤出机

过滤机

空压机等

净购入热力

硫化机 全钢一厂

硫化机 全钢二厂

硫化机 斜交厂
硫化机

内胎厂挤出机

过滤机

核查组对厂区内的排放源进行了全部的现场核查，确认了以上的排放源及排放

设施。

经过现场核查确认：企业核算的场所边界、设施边界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报告的排放设施（源）与现场一致，核查机构对现场 100%进行了核查。

3.3 核算方法、数据与《通则》、《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3.3.1 核算方法的符合性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中的核算方法进行了核查，确认核算方法的选择基本符合《通

则》和《核算指南》的要求，采用的计算公式正确，计算过程及结果未出现偏离标

准要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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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数据的符合性

3.3.2.1 活动水平数据的符合性

参照排放单位报送的 2017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对比相关的证据材料，并结

合现场审核的情况，判断活动水平数据的符合性，参照下表对排放数据给出描述。

每个活动水平数据一个表格。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1）电力—全钢一厂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电热

排放设施 全钢一厂用电

所属部门及地点： 全钢一厂

数值 填报数据：98220.3 核查数据： 98220.3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电力统计表

监测方法 电表

监测频次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记录频次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数据传递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填报数据与用电量月度汇总数据、财务统计数

据、部分月度发票进行核对，确认数据。

核查结论 活动水平数据填报准确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2）热力—全钢一厂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电热

排放设施 全钢一厂用热

所属部门及地点： 全厂一厂

数值 填报数据：203593t 核查数据：203593t

数值 填报数据：615449.42GJ 2017年：615449.42GJ
参数 蒸汽参数：1.275MPa，290℃,3022.94kJ/kg
数据来源 热力统计表

监测方法 蒸汽流量计

监测频次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记录频次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数据传递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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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填报数据与工厂用热月度汇总数据、财务统计数

据、部分月度发票进行核对，确认数据。

核查结论 活动水平数据填报准确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3）电力—斜交厂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电热

排放设施 斜交厂用电

所属部门及地点： 斜交厂

数值 填报数据：17173.07 核查数据：17173.07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电力统计表

监测方法 电表

监测频次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记录频次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数据传递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填报数据与用电量月度汇总数据、财务统计数

据、部分月度发票进行核对，确认数据。

核查结论 活动水平数据填报准确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4）热力—斜交厂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电热

排放设施 斜交厂用热

所属部门及地点： 斜交厂

数值
填报数据：

2017年：54396t
核查数据：

2017年：54396t
数值 填报数据：161562.10GJ 核查数据：161562.10
单位 蒸汽参数：0.73MPa，258℃,2970.11kJ/kg
数据来源 热力统计表

监测方法 蒸汽流量计

监测频次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记录频次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数据传递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填报数据与工厂用热月度汇总数据、财务统计数

据、部分月度发票进行核对，确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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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活动水平数据填报准确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5）电力—内胎厂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电热

排放设施 内胎厂用电

所属部门及地点： 内胎厂

数值 填报数据：5516 核查数据：5516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电力统计表

监测方法 电表

监测频次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记录频次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数据传递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填报数据与用电量月度汇总数据、财务统计数

据、部分月度发票进行核对，确认数据。

核查结论 活动水平数据填报准确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6）热力—内胎厂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电热

排放设施 内胎厂用热

所属部门及地点： 内胎厂

数值 填报数据：：21901t 核查数据： 21901t

数值 填报数据：66248.12GJ 填报数据：66248.12GJ
单位 蒸汽参数：1.206MPa，290℃,3024.89kJ/kg
数据来源 热力统计表

监测方法 蒸汽流量计

监测频次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记录频次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数据传递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填报数据与工厂用热月度汇总数据、财务统计数

据、部分月度发票进行核对，确认数据。

核查结论 活动水平数据填报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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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7）电力—全钢二厂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电热

排放设施 斜交厂用电

所属部门及地点： 斜交厂

数值 填报数据：95040.12 核查数据：91142.12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电力统计表

监测方法 电表

监测频次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记录频次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数据传递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填报数据与用电量月度汇总数据、财务统计数

据、部分月度发票进行核对，确认数据。

核查结论 活动水平数据填报准确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8）热力—全钢二厂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电热

排放设施 斜交厂用热

所属部门及地点： 斜交厂

数值 填报数据：186240t 核查数据：186240t

数值 填报数据：542938.02GJ 542938.02GJ
单位 蒸汽参数：1.7MPa，250℃,2915.26kJ/kg
数据来源 热力统计表

监测方法 蒸汽流量计

监测频次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记录频次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数据传递 在线监测+每日抄表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填报数据与工厂用热月度汇总数据、财务统计数

据、部分月度发票进行核对，确认数据。

核查结论 活动水平数据填报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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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 排放因子的符合性

参照排放单位报送的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中选取的排放因子数据，对比相关

的文件及证据材料，并结合现场审核的情况，判断排放因子数据的符合性，参照下

表对涉及到的不同排放因子数据分别给出描述。每个排放因子数据一个表格。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1）电力的CO2排放因子

数值 填报数据：

2017年：0.7035
核查数据：

2017年：0.7035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参照行业《核算指南》缺省值

监测方法 不涉及

监测频次 不涉及

记录频次 不涉及

数据传递 不涉及

数据缺失处理 不涉及

交叉核对 不涉及

核查结论 依据《核算指南》的规定，目前企业采用缺省值。核

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确认该数据准确、合理。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1）热力的CO2排放因子

数值 填报数据：

2017年：0.11
核查数据：

2017年：0.11
单位 tCO2/GJ
数据来源 参照行业《核算指南》缺省值

监测方法 不涉及

监测频次 不涉及

记录频次 不涉及

数据传递 不涉及

数据缺失处理 不涉及

交叉核对 不涉及

核查结论 依据《核算指南》的规定，目前企业采用缺省值。核

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确认该数据准确、合理。

3.3.2.4实时监测数据的符合性

本企业未安装二氧化碳实时监测系统。

总结描述：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对上述 3.3不符合采取了纠正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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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措施，于 2017年 3月 30号提交整改材料及修改的报告，核查组对修改后的排放

报告（终版）进行再次核查后确认受核查方整改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 测量设备校准的符合性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在核算过程中使用电子秤、电能表和蒸汽流量计等，其中

电能表由供电公司负责校准。电子秤和蒸汽流量表由企业委托无锡市计量测试院检

验校准。核查组现场查看了企业的测量设备，审核组确认的具体信息如下。

测量设备 1 电子秤

型号及序号 SN SCS-50
规定的校准频次 每年

实际的校准频次 每年

校准标准 JJG 539-2017 《数字指示秤检定规程》

覆盖报告期工作日期

的校准日期

2017年 11月
12日

有效期至 2018年 11月
11日

测量设备 2 蒸汽流量计

型号及序号 SN DN200
规定的校准频次 每年

实际的校准频次 每年

校准标准

覆盖报告期工作日期

的校准日期

2017 年 7 月

11日
有效期至

3.5 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

通过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17年排放报告进行了数据的验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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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报告中每个

排放源的确认的结果如下:

2017年排放量

类别 排放源

核查前企业报告值(tCO2) 核查确认值

活动水平 排放因子 排放量 活动水平 排放因子 排放量

t、万 Nm3
tCO2/单位

排放源
tCO2 t、万 Nm3

tCO2/单位

排放源
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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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h、GJ MWH、GJ

净购

入电

热

电力 215949.49 0.7035 151920.47 212051.49 0.7035 149178.22

热力 1386197.66 0.11 152481.74 1386197.66 0.11 152481.74

合计 304402.21 301659.97

核查结论：

经核查，企业 2017年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量为 301659.97吨，主要为净购入

电力和热力排放。与核查前报告相对比，主要变化来源于企业净购入电力扣除了厂

房屋顶光伏发电的供电量。

3.6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对企业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开展了核查，企业建立了温室气体管理体系，

由专人负责年度碳排放报告的填报，同时建立了文件存档制度，公司文件存档情况

较好。

3.7 其他核查发现

3.7.1 真实性声明核查

在核查过程中，核查组对报告真实性的书面声明进行了评审，并通过与管理人

员交谈，核查组确认：该声明完整、已签字，重点排放单位已盖章，符合《核算指

南》的相关要求。

3.7.2 监测计划的核查

- 是否编制下一年度的监测计划： 是

- 监测计划格式符合性： 符合要求

- 监测计划内容符合性： 符合要求

../../sony/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模板-通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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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查结论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江苏省工程咨询中心确

认：

1)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氧化碳排放的核算、报告符合《中国钢铁生产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的相关要求；

2）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排放量如下：

2017 年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量为 301659.97 吨；其中，净购入电力排放量

149178.22吨，净购入热力排放量 152481.74吨。

- 厂区内有屋顶光伏发电项目，所发电量供企业自用，不属于净购入电力，因

此不纳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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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序

号
不符合描述

重点企（事）业

单位原因分析

重点企（事）业

单位采取的纠

正及纠正措施

核查结论

1
全钢二厂净购入

电力活动水平数

据有误

厂房屋顶发电

量不属于净购

入电力

扣除屋顶光伏

发电量
不符合项关闭

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1）建议加强温室气体排放填报的制度建设，加强各厂区数据的独立记录与统

计工作。

（2）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按照监测计划实施温室气体管理龚总。

附件 3：现场查阅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1/ 企业营业执造、组织机构图、平面图等

/2/ 年度物料消耗统计表

/3/ 各分厂的日报、月报统计表

/4/ 电力、热力等部分财务发票

/5/ 电子秤、蒸汽流量计等计量器具检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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