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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排放单位信息表

企业名称 宏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濮阳市南乐县生物质能产

业园内

联系人 杨波
联系方式（电

话、email）
19839310390

hyzcbxiangmuzu@163.com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是委托方？ 是 否，如否，请填写下列委托方信息。

委托方名称 / 地址 /

联系人 / 联系方式（电

话、邮箱）
/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域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2663）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GBT32151.10-2015）《化工生产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2019年 1月 10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2019年 2月 24日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

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按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

排放总量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2297.97tCO2 /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2297.97tCO2 /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

后排放量差异的原因
/ /

核查结论

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宏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化工生产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GBT32151.10-2015）的要求；

2. 排放量声明；

宏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年度 2018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A） 134.2

生产过程排放量（tCO2）（B）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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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核查目的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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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57号文”）、

《2017年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要点》（发改办气候〔2017〕504号）和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推荐第三批绿色制造名单的通知》（工

信厅节函〔2018〕257号）的要求，为有效实施碳配额发放和实施碳

交易提供可靠的数据质量保证，加快我省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河南中

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核查机构名称，以下简称“中碳环保”）受宏业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对本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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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2151.10-2015）《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与报告》的要求；

- 根据（GBT32151.10-2015）《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与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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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GBT32151.10-2015）《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

报告》的范围要求，本报告的核查范围包括宏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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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生物质能产业园内固定设施以及拥有运营

控制权的排放设施导致的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工业生产过程中二

氧化碳排放、企业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等。

2018年碳核查边界为位于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生物质能产业园

内的厂区，不涉及下辖单位或子公司。

1.3核查准则

-《国家发展改革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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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进一步规范报送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拟纳入企业名单

的通知》（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 2016年 5月 13日印发）；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推荐第三批绿色制造名单的通知》

（工信厅节函〔2018〕257号）；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GBT32151.10-2015）《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

-（GBT 32150-201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2006）；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448-2016）；

- 其他国家、行业及地方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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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河南中碳环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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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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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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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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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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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会彬 组员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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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核查方于 2019 年 2月 19日提供《2018 年度温室气体初始排

放报告》，核查组于 2019年 2月 20日进入现场对企业进行了初步的

文审，包括企业简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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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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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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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现场访问内容

时间 对象 部 门 职 务 访谈内容

2019年
2 月 20
日

张洁 - 总经理
-简介排放单位的基本情况；

-探讨企业排放边界的确定；

-介绍开展能源管理与节能环保

工作的成果及未来计划；

-回答数据的监测、收集和获取过

程有关问题。

-介绍排放单位用能及能源管理

现状；

-回答温室气体填报负责部门及

其岗位职责有关问题。

-介绍排放单位主要耗能设施的

类型、能耗种类、位置等情况。

-带领核查员检查现场的排放设

施及测量设备及回答相关问题；

回答数据的监测、收集和获取过

程有关问题。

付明相 - 副总经理

刘航 技术中心 经理

杨波 技术中心 副经理

刘新峰 财务部 经理

邓社彩 综合部 经理

赵忠显
生产部-

锅炉车间
工人

2.4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遵照（GBT32151.10-2015）《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及国家发改委最新要求，并根据文件评审、现场审核

发现以及核查组在确认关闭了企业所有不符合项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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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月 25日完成核查报告，根据河南中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内部管理

程序，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核查委托方前经过了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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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独立审核工作程序执行。

3.核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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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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宏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8年 12月 28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900683172687F，

行业代码 2663，法人代表为吴国强，厂区位于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

生物质能产业园内。公司经营范围：农副产品的收购和加工、销售；

粮食收购；生物基材料收储和销售；农业技术研究及转让；生物技术

开发与咨询服务；生产销售：糠醇 15万吨/年、2-甲基呋喃 1500吨/

年；甲酸钠（非危险化学品）（以上限分公司经营，凭安全生产许可

证生产经营）、糠醛（凭安全生产许可证生产经营）；从事货物与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进出口的除外）。

公司是一家以农业废弃物玉米芯为原料，硫酸作为催化剂，经高

温酸化水解制得糠醛又名呋喃甲醛的化工企业。公司现有员工总数

225人，高级专家 1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9 人，科研人员 58人，占

职工总数的 25%，研发实力雄厚。

公司是河南省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示范企业、河南省重点服务企

业、河南省优秀民营企业、河南省出口名牌企业、河南省循环经济试

点企业、2015年河南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南乐永乐宏业玉米产业

化集群内企业、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2017年 9月，公司入选河南省"专精特新"优质中小企业库（行业领军

企业），2017年 12月，公司被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发改委评为

河南省创新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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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重视“产学研”合作，先后与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

河南省科学院高新技术研究中心、郑州大学化工与能源学院、河南省

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有限公司等国内

知名大学、科研院所进行强强联合，建立了技术开发与产学研合作关

系。

目前公司有年产 2 万吨生物质清洁水解生产糠醛生产装置一

套，是全球单线生产能力较大的装置之一，糠醛市场占有率达到 10%

以上。项目利用半纤维素含量较高的玉米芯为主要原料，经粉碎、水

解、初馏、脱水、精馏得到产品糠醛。该工艺不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产品收率较高（达到理论值的 70%以上），且产品纯度高、工艺技术

先进、节能效果明显、生产废水闭路循环，实现了工艺废水的零排放。

“生物质清洁水解制备糠醛新工艺”通过了河南省科技厅组织的成果

鉴定，鉴定结果为“国内领先”，并获得濮阳市科技进步奖。

通过技术改造、资源优化配置，组织机构的不断调整与完善，使

公司具备长足发展的良好基础。公司一直对企业自有知识产权进行有

效管理，目前共持有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20项，发明专利 11项，主持

/参与制定行业标准 3项。

在技术创新的同时，积极探索管理创新的方法和途径，加强基础

管理工作,狠抓精益管理，以满足顾客要求为己任。目前已经通过质

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三标一体”管理体系认证。

凭借着不断追求卓越以及良好的社会信誉， 近年来，在公司管

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业务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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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公司的销售收入，利税均居河南省同行业首位。2018 年公司总

资产达 5.14亿元，资产负债率 55%，实现销售收入 8282万元，净利

润 989万元，为国家上缴税金 1090万元。

公司产品糠醛是由农业废弃物玉米芯水解制成，属于资源综合利

用产品，目前公司已实施的绿色技术改造项目有锅炉系统节能改造项

目、余热余压综合利用项目。企业绿色制造工作基础良好。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如下图所示：

图 3-1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3.1.2受核查方工艺流程

受核查方的生产工艺如下：

1、工艺流程

（1）拌料和装釜：原料使用风干后的玉米芯经过除尘粉碎成 1～

1.5厘米的玉米芯颗粒，经提升机提升到拌酸车中混酸（玉米芯原料：

93%硫酸＝1：0.01～0.011），混酸后的原料经皮带输送机送入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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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内进行水解。配酸方法为：用 93%的浓硫酸稀释成 4％的稀酸。

（2）水解：原料与稀酸混合后送入水解釜，水解采用四釜串联

工艺，通入蒸汽进行蒸煮水解，混酸后的原料在水解釜内进行水解反

应。这是制取糠醛的一道主要工序，原料中的多缩戊糖以酸作为催化

剂，水解成戊糖；再经过脱水环化生成糠醛。反应温度为 190～195℃，

通入废水蒸汽，升压至 0.1MPa时，打开排气阀排出空气一次，升压

至 0.3MPa时，再排出空气一次，每次约 0.5min，然后继续升压至水

解规定压力 1.25～1.30MPa。升压不宜过快，升压时间一般为 30min，

水解时间 3.5～4.0h。生物质原料经过充分水解后，残渣由水解釜底

排出，进入残渣利用系统。

（3）过滤换热（热量综合利用）：将从水解釜排出的醛气经洗

涤式汽渣分离器，除去大颗粒杂质，然后洁净的醛汽分成两路，一路

作为初馏塔塔釜再沸器加热热源；另一路直接进入纯水蒸发器，充分

利用醛气的热量，使纯水蒸发器产生的低压蒸汽用于精馏塔的热源。

最后热能充分利用的两路醛汽再合并经冷却器冷却后进入糠醛原液

储罐。

（4）原液初馏：来自原液储罐的原液以一定的流量进入蒸馏系

统，整个蒸馏系统采用 DCS自动控制。蒸馏系统第一个塔为初馏塔，

初馏塔采用浮阀塔结构，塔顶温度控制在醛水共沸温度 97.9℃左右，

塔底温度应保持在 102℃左右，塔底再沸器的加热热源由高温醛汽提

供，使醛汽的热能得到充分利用。在此，原液浓度为 7%左右的糠醛

水溶液经过初馏塔蒸馏以后，塔顶蒸出液为糠醛与水的共沸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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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的糠醛与 65%的水，经过初馏塔塔顶冷凝器冷凝后，一部分回流

至初馏塔塔顶，一部分进入塔顶醛水分离器。在塔顶醛水分离器中，

醛水冷凝液被分为两相：水相与醛相。水相密度轻在上层，其组成约

为：糠醛 8.5％，水 91.5％，重新进入初馏塔中部进行蒸馏；醛相密

度重在下层，其组成约为：糠醛 94.5％，水 5.5％，作为所谓的毛醛

进入分离系统的第二个精馏塔脱水塔中。初馏塔塔底的废水进入废水

处理系统（塔底废水储池）。

（5）毛醛脱水：从初馏塔塔顶醛水分离器下层流入的毛醛由于

还含有 5.5％左右的水，因此还必须进行脱水精制。毛醛的脱水在脱

水精馏塔中完成。从初馏塔塔顶醛水分离器下层流入的含水 5.5％左

右的毛醛进入脱水塔中部，脱水塔采用填料塔塔型，在绝压 22KPa

下进行负压操作。塔顶温度控制在绝压 22KPa下醛水共沸温度 60.4℃

左右，塔底温度控制在 112.7℃左右。在此，含水 5.5％左右的毛醛经

过脱水塔精馏以后，塔顶蒸出液同样为糠醛与水的共沸组成：35%的

糠醛与 65%的水，经过脱水塔塔顶冷凝器冷凝后，一部分回流至脱水

塔塔顶，一部分进入塔顶缓冲分液罐。在塔顶缓冲分液罐中，醛水冷

凝液同样被分为两相：水相与醛相。水相密度轻在上层，其组成约为：

糠醛 8.5％，水 91.5％，先进入水相收集罐中，再泵送至初馏塔塔顶

醛水分离器中；醛相密度重在下层，其组成约为：糠醛 94.5％，水

5.5％，重新进入脱水塔中进行精馏。脱水塔塔釜再沸器采用蒸汽加

热，毛醛经脱水后由塔釜出料泵送至糠醛精制塔中进行精馏操作。

（6）糠醛精制：从脱水塔塔釜出料泵的糠醛粗料进入糠醛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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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中部，糠醛精制塔同样采用填料塔塔型，在绝压 10KPa下进行负

压操作。塔顶温度控制在 96℃左右，塔底温度控制在 100℃左右。在

此，塔顶出料为 99.5％左右的产品糠醛，塔釜出料为少量釜渣。釜渣

作为锅炉燃料焚烧。

（7）废水、废渣零排放处理：从初馏塔塔釜出来的糠醛生产工

艺废水先送入塔底废水储池，进行中和沉淀，然后用泵打入废水蒸发

器，废水通过废水蒸发器进行有效分离，产生的蒸汽进入水解釜作为

水解的热源，蒸发器浓缩物送锅炉燃烧。

水解釜排出来的废渣，经过锅炉烟道气流化干燥后直接进入锅炉

去燃烧。

图 3-2 糠醛生产工艺图

3.1.3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和排放设施情况

核查组通过查阅宏业生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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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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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主要耗能设备和排放设施统计表

序号 名称 数量 能源品种

1 锅炉 5 燃料为废弃物（糠醛渣），

不涉及煤炭、石油的消费。

2 铲车、叉车、公务车 若干 柴油、汽油

3 原材料粉碎机 4 电力

4 渣皮带机和提升机 2 电力

5 锅炉引风机 5 电力

6 高沸物耙式干燥机 1 电力

7 废水泵 3 电力

8 食堂锅炉 1 液化气

9 职工宿舍、办公楼照明、

空调等设备
若干 电力

3.1.4受核查方生产经营情况

根据受核查方上报统计局《重点企业经济指标表》，确认 2018

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3-2 2018年度生产经营情况汇总表

年度 2018

产值（万元）（按现价计算） 8261.2

年度主要产品

年度 主要产品名称 年产量（吨）

2018 糠醛 98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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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企业边界为位于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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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能产业园内的厂区，不涉及下辖单位或子公司。

核算和报告范围包括：化石燃料燃烧、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直接

排放、净购入电力和热力产生的间接排放。核查组通过与企业相关人

员交谈、现场核查，确认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种类为二氧化碳。

因此，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的核算边界符合

（GBT32151.10-2015）《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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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料燃烧排放

柴油 铲车、叉车、公务车

汽油 公务车辆

液化气 食堂锅炉

生产过程排放 / /

二氧化碳回收量 / /

净购入电力引起的排放 电力

粉碎机、皮带机、提升机、

引风机、干燥机、废水泵、

办公照明、空调等

净购入热力引起的排放 / /

输出电力引起的排放 / /

输出热力引起的排放 / /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终版）》，确认其完整识别了边界内

排放源和排放设施且与实际相符，符合（GBT32151.10-2015）《化工

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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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核算方法的核查

根据（GBT32151.10-2015）《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化工生产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为各单位的化石燃料

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和氧化亚氮排

放（如果有）、购入电力、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之和，同时扣除

回收且外供的二氧化碳的量（如果有），以及输出的电力、热力所对

应的二氧化碳量（如果有），按以下公式计算。

E=∑i（E 燃烧,i+E 过程,i+E 购入电,i+E 购入热,i-RCO2 回收,i-E 输出电 i-E 输出热,i）

式中：

E：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e）；

E 燃烧,i：i的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e）；

E 过程,i：i的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e）；

E 购入电,i：i的购入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e）；

E 购入热,i：i的购入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e）；

RCO2 回收,i：i回收且外供的二氧化碳量（tCO2e）；

E 输出电 i：i的输出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e）；

E 输出热,i：i的输出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e）；

i：核算单位编号。

3.3.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按以下公式计算。

2
n

1, 12
44

COj jjji GWPOFCCADE 













   燃烧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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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燃烧,i：i的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CO2）;

ADj: 第 j种化石燃料的消费量，对固体燃料或液体燃料的单位为

（t）;对于气体燃料的单位为（104Nm3）；

CCj:第 j种化石燃料的含碳量，对固体燃料或液体燃料的单位为

（tC/t）;对于气体燃料的单位为（tC/104Nm3）；

OFj:第 j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

GWPCO2：二氧化碳的全球变暖潜势，取值为 1；

44/12：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i:核算单位编号；

j: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3.3.2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排放

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化石燃料和其他碳氢化合物作

为原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碳酸盐在消耗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

放、硝酸生产过程产生氧化亚氮排放以及己二酸生产过程产生氧化亚

氮排放。其计算公式如下：

E 过程,i=E 过程,i×GWPCO2+E 过程,i×GWPN2O

ECO2 过程,i=ECO2 原料,i+ ECO2 碳酸盐,i

EN2O 过程,i=EN2O 硝酸,i+ EN2O 己二酸,i

式中：

E 过程,i ： 工业生产过程中各种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ECO2 过程,i：工业生产过中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e）；

ECO2 原料,i ：化石燃料和其他碳氢化合物用作原料产生的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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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tCO2e）；

ECO2 碳酸盐,i ：碳酸盐使用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e）；

EN2O 过程,i ：工业生产过中氧化亚氮排放总量（tN2O）;

EN2O 硝酸,i :硝酸生产过程中氧化亚氮排放量（tN2O）；

EN2O 己二酸,i :己二酸生产过程中氧化亚氮排放量（tN2O）；

GWPCO2：二氧化碳的全球变暖潜势，取值为 1；

GWPN2O：氧化亚氮的全球变暖潜势，取值为 310。

3.3.3二氧化碳回收利用量

化工企业每个核算单位回收且外供的二氧化碳量按以下公式进

行计算。

RCO2 回收,i=Qi×PURCO2,i×19.77

式中：

RCO2 回收,i:二氧化碳回收利用量（tCO2）；

Qi：回收且外供的二氧化碳气体气体（104Nm3）；

PURCO2,i：二氧化碳外供气体的纯度（二氧化碳体积分数，%）；

19.77：标准状况下二氧化碳气体的密度（tCO2/104Nm3）。

3.3.4 购入和输出电力、热力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

E 购入电,i=AD 购入电,i×EF 电

式中：

E 购入电,i：购入电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吨 CO2）；

AD 购入电,i：购入的电力消费量（MWh）；

EF 电：电力供应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CO2/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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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购入热,i=AD 购入热,i×EF 热

式中：

E 购入热,i：购入热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吨 CO2）；

AD 购入热,i：购入的热力消费量（GJ）；

EF 热：热力供应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CO2/GJ）。

E 输出电,i=AD 输出电,i×EF 电

E 输出电,i：输出电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吨 CO2）；

AD 输出电,i：输出的电力消费量（MWh）；

EF 电：电力输出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CO2/MWh）。

E 输出热,i=AD 输出热,i×EF 热

式中：

E 输出热,i：输出热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吨 CO2）；

AD 输出热,i：输出的热力消费量（GJ）；

EF 热：输出供应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CO2/GJ）。

经核查，确认《2018 年宏业生物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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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32151.10-2015）《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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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的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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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柴油消耗统计表

监测方法： 采用加油机测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排放单位每月、每年均汇总数据

监测设备维护： 无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采用排放单位《柴油购买发票》与《柴油消耗统计表》

中的柴油消耗数据进行交叉核对，核对月累加值数据不一致。

其主要原因，排放单位按批次购买柴油，结算周期有误差，

同时柴油购买包含了其他分公司的柴油消耗量。

核查组采用排放单位《柴油采购盘点数据》与《柴油消耗统

计表》中的柴油消耗数据进行交叉核对，核对月累加值数据

一致。

核查组核查了 2018年 1月至 12月的《柴油采购盘点数据》

和《柴油消耗统计表》中柴油消耗数据，核验数据一致，数

据真实、可靠、可采信。如下表：

年份 月份
柴油采购盘

点数据（L）
柴油消耗统计

表（L）

2018年

1 4473.36 4473.36
2 2585.95 2585.95
3 4332.05 4332.05
4 4023.09 4023.09
5 4566.87 4566.87
6 4148.63 4148.63
7 904.55 904.55
8 2784.94 2784.94
9 4262.64 4262.64
10 3367.72 3367.72
11 2889.60 2889.60
12 6829.74 6829.74

合计 45169.14 45169.14

核查结论：

核查组最终确认的柴油消耗量如下：

单位 2018年
t1 37.94

3.4.1.2柴油低位发热量

柴油低位发热量

数值： 42.652GJ/t

1 排放单位购买柴油单位为升，根据柴油密度 0.84kg/L折算为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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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GBT32151.10-2015）缺省值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柴油低位发热量选取正确。

3.4.1.3 汽油的消耗量

数据来源： 汽油购买发票

监测方法： 采用加油机测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排放单位每月、每年均汇总数据

监测设备维护： 无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要求企业提供汽油消费库存盘点和汽油消耗报表等相

关证据交叉核证汽油消费量，由于企业使用充值加油卡进行

购买汽油，企业本身没有存油仓库，因此企业无法提供汽油

消费库存盘点相关资料。企业每次使用充值加油卡购买汽油

之后由汽油供应商开具对应的购买发票，因此核查组采用汽

油购买发票的柴油购入量数据作为全厂区消耗量进行计算。

年份 月份 汽油购买发票（L）

2018

1 0
2 21.31
3 54.71
4 5774.4806
5 105.436416
6 502.3576
7 184.988672
8 149.941402
9 0
10 0
11 284.167794
12 0

年累计 7077.39

核查结论：

核查组最终确认的汽油消耗量如下：

单位 2018年
t2 5.23

3.4.1.4汽油低位发热量

汽油低位发热量

数值： 43.070GJ/t

2 排放单位购买汽油单位为升，根据柴油密度 0.739kg/L折算为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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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GBT32151.10-2015）缺省值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汽油低位发热量选取正确。

3.4.1.5 液化石油气的消耗量

数据来源： 液化石油气购买发票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排放单位每次、每月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无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核查组要求企业提供液化石油气消费库存盘点和液化石油气

消耗报表等相关证据交叉核证液化气消费量，由于企业液化

石油气仅用于食堂使用，企业本身没有存液化石油气仓库，

因此企业无法提供液化石油气消费库存盘点相关资料。企业

每次购入液化石油气都会记录购入量和购入时间并由液化石

油气供应商开具对应的购买发票，因此核查组采用液化石油

气购买发票的液化石油气购入量数据作为全厂区消耗量进行

计算。如下表：

年份 月份
液化石油气购买发票

（kg）

2018

1 30
2 45
3 30
4 30
5 45
6 30
7 30
8 30
9 45
10 45
11 45
12 60

年累计 465

核查结论：

核查组最终确认的液化石油气消耗量如下：

单位 2018年
t 0.465

3.4.1.6液化石油气低位发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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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气低位发热量

数值： 50.179GJ/t

数据来源：
《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GBT32151.10-2015）缺省值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液化石油气低位发热量选取正确。

3.4.1.7 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

核查组现场查看企业生产流程及工艺并审核确认，2018年宏业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糠醛生产过程中不涉及温室气体排放，因此

生产过程中的排放量不再进行核查。

3.4.1.8 二氧化碳回收利用量

核查组现场查看企业生产流程及工艺并审核确认，2018年宏业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糠醛生产过程中不涉及二氧化碳回收利用，因

此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回收利用量不再进行核查。

3.4.1.9 外购电力消耗量

数据来源： 生产购电统计台账

监测方法： 电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排放单位每日、每月月末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由电力供应商校验，12月/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核查组采用企业《电力结算发票》交叉核对了企业《生产购

电统计台账》的外购电力数据，核对月累加值数据一致。

核查组采用抽样的方式抽查了 2018年3月和8月两个月的《电

力结算发票》和《生产购电统计台账》中外购电力数据，核

验数据一致，数据真实、可靠、可采信。如下表：

年份 月份
电力结算单

（kwh）
生产购电统计

台账(kwh)

2018
3 288288.00 288288.00
8 384916.00 384916.00

年累计 4115972.00 41159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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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核查组最终确认的外购电力消耗如下：

单位 2018年
MWh 4115.972

3.4.1.10外购热力消耗量

核查组现场查看企业生产流程并审核确认，2018年宏业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糠醛生产过程和厂区供暖所使用的热力均来源于

糠醛渣锅炉所产生的蒸汽，不存在外购热力的消耗。

3.4.1.11输送的电力排放量

核查组现场查看企业生产流程并审核确认，2018年宏业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糠醛生产过程和厂区所使用的电力按企业生产实

际需求购买电力公司电量，不存在对外输送电力。

3.4.1.12输送的热力排放量

核查组现场查看企业生产流程并审核确认，2018年宏业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糠醛生产过程和厂区所使用的热力均来源于糠醛

渣锅炉所产生的蒸汽，其中余热进行循环利用于生产线，不存在对外

输送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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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值： 20.20tC/TJ

数据来源：
（GBT32151.10-2015）《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选取正确。

3.4.2.2柴油碳氧化率

柴油碳氧化率

数值：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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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GBT32151.10-2015）《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柴油碳氧化率选取正确。

3.4.2.3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值： 18.90tC/TJ

数据来源：
（GBT32151.10-2015）《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选取正确。

3.4.2.4汽油碳氧化率

汽油碳氧化率

数值： 98%

数据来源：
（GBT32151.10-2015）《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汽油碳氧化率选取正确。

3.4.2.5液化石油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液化石油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值： 17.20tC/TJ

数据来源：
（GBT32151.10-2015）《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液化石油气单位热值含碳量选取正确。

3.4.2.6液化石油气碳氧化率

液化石油气碳氧化率

数值： 98%

数据来源：
（GBT32151.10-2015）《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液化石油气碳氧化率选取正确。

3.4.2.7外购电力的排放因子

外购电力的排放因子

数值： 0.5257tCO2/MWh

数据来源： 国家主管部门最新发布的华中区域电网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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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外购电力的排放因子的排放因子选取正确。

3.4.2.8外购热力的排放因子

外购热力排放因子

数值： 0.11 tCO2/GJ

数据来源：
（GBT32151.10-2015）《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外购热力排放因子选取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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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32151.10-2015）《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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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种类

消耗量

（t）

低位发热

量（GJ/t,
）

单位热值

含碳量

（tC/GJ)

碳氧

化率

(%)

折算

因子

排放量

（tCO2）
总排放

量（t
CO2）A B C D E F=A*B*

C*D*E
液化石

油气
0.465 50.179 0.0172 98 44/12 1.44

134.2柴油 37.94 42.652 0.0202 98 44/12 117.46

汽油 5.23 43.070 0.0189 98 44/12 15.30

3.4.3.2生产过程排放

核查组现场查看企业生产流程及工艺并审核确认，2018年宏业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糠醛生产过程中不涉及温室气体排放，因此

生产过程中的排放量为 0 t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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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3二氧化碳回收利用量

核查组现场查看企业生产流程及工艺并审核确认，2018年宏业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糠醛生产过程中不涉及二氧化碳回收利用，因

此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回收利用量为 0 t CO2。

3.4.3.4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

种类

活动水平数据

（MWh）
排放因子

（tCO2/ MWh）
排放量

（t CO2）

A B C=A*B

净购入电力 4115.972 0.5257 2163.77

3.4.3.5 净购入热力隐含的排放

核查组现场查看企业生产流程并审核确认，2018年宏业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糠醛生产过程和厂区供暖所使用的热力均来源于

糠醛渣锅炉所产生的蒸汽，不存在外购热力的消耗，因此净购入热力

隐含的排放量为 0 t CO2。

3.4.3.6 输出电力隐含的排放

核查组现场查看企业生产流程并审核确认，2018年宏业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糠醛生产过程和厂区所使用的电力按企业生产实

际需求购买电力公司电量，不存在对外输送电力，因此输出电力隐含

的排放量为 0 t CO2。

3.4.3.7 输出热力隐含的排放

核查组现场查看企业生产流程并审核确认，2018年宏业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糠醛生产过程和厂区所使用的热力均来源于糠醛

渣锅炉所产生的蒸汽，其中余热进行循环利用于生产线，不存在对外

输送热力，因此输出热力隐含的排放量为 0 t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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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8排放量汇总

年度 2018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A） 134.2

生产过程排放量（tCO2）（B） 0

二氧化碳回收利用量（tCO2）（C） 0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排放量（tCO2）（D） 2163.77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排放量（tCO2）（E） 0

输出电力隐含的排放（tCO2）（F） 0

输出热力隐含的排放（tCO2）（G） 0
企业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H）

（H=A+B+D+E-C-F-G） 229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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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2151.10-2015）《化工生产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要求。

3.4.4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的生产企业，生产产品为

糠醛。依据国家相关文件，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没有糠醛产品

的《补充数据表》，故不对《补充数据》进行核查。

3.5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通过查阅文件和记录以及访谈相关人员等方法，对以下内容进行

核查确认：

- 受核查方设置了专职部门，并指定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 受核查方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账记录，台账记录

与实际情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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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核查方建立了能源消耗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并遵

照执行，但未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相关管理制度；

- 受核查方未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

- 受核查方未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

3.6其他核查发现

现场无其他核查发现。

4.核查结论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河南中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确认：

- 宏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

符合（GBT32151.10-2015）《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的要求；

- 宏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

如下：

年度 2018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A） 134.2

生产过程排放量（tCO2）（B） 0

二氧化碳回收利用量（tCO2）（C） 0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排放量（tCO2）（D） 2163.77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排放量（tCO2）（E） 0

输出电力隐含的排放（tCO2）（F） 0

输出热力隐含的排放（tCO2）（G） 0
企业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H）

（H=A+B+D+E-C-F-G） 2297.97

- 宏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

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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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外购电的电表由电力供应商负责管控，因此未能核查这些

仪表的检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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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描述
重点排放单位原因分析

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1 无 无 无

2 / / /

3 / / /

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核查机构根据国家相关文件，对受核查方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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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与电力供应商（南乐县供电公司）沟通，未来进行电表

校验时，努力获取相应的校验证书及相关信息；

3、按照（GBT32151.10-2015）《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要求，作为排放单位，应当对化石燃料单位热值

含碳量和碳氧化率进行测量和记录。建议排放单位尽量培养自行测量

能力，如实有困难，可考虑委托有资质的测量机构协助测量；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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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管

理制度，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并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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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文件清单

1.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单位简介

2.组织结构图

3.生产工艺流程图、厂区布局图

4.主营产品代码、所有制性质

5.排放设施（名称、型号及地理位置）及计量设备清单

6.能源审计报告

7.2018年产品、产量、产值信息

8.2018年化石燃料消耗台账（液化气、柴油、汽油等）

9. 2018年化石燃料购消存台账

10. 2018年化石燃料购买发票

11. 2018年净外购电量统计数据

12. 2018年电力购买发票

13. 2018年净外购热力统计数据

14.2018年统计局能报、能源利用状况报表

15.《2018年温室气体初始排放报告》

16.《2018年温室气体终版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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