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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本次核查旨在响应国家号召，了解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有利于对温室气

体排放进行全面掌握与管理，实现企业经济和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津诚智汇环境技术（天津）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核查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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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办气候〔2015〕1722
号）等文件的要求，在查阅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场勘察并与企业负责人访

谈的基础上，审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技术符合性，核查排放边界及排放源，

通过统计台账、财务凭证等原始资料的交叉核对，核证企业 2021年度能源消耗

量和主要产品产量，并核算出 2021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编制完成 2021年度温

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1.2 核查范围

（1）核查时间范围：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2）核查边界范围：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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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算边界”的定义，以法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

位为企业边界，核算和报告处于其运营控制权之下的所有生产场所和生产设施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设施范围包括直接生产系统工艺装置、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

生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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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天津信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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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受天津信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委托，津诚智汇环境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承担企业 2021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工作。根据核查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

组成了核查组，并确定了核查组长，人员组成及分工。

杜鹏为核查组长，李硕、张驰为核查组员。核查组长负责安排收集核查相关

资料，制定核查计划，组织文件评审、现场核查，完成与核查相关的其他管理工

作。

核查组长杜鹏充分考虑天津信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行业特点、工艺流程、

设施数量、规模与场所、排放特点以及组员的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等因素，制定

了核查工作计划并确定核查组成员的任务分工。同时，组织组员张驰、李硕开始

评审企业提供的相关支持性文件。核查组人员组成情况和任务分工见表2-1所示。

表 2-1 核查组人员及分工情况表

序号 核查员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

1 杜鹏 组 长
确定核查边界及主要排放源设施，统筹核查计划及进度安

排。负责排放量核算校核及质量控制工作。

2 张驰 组 员
负责收集各类能源统计报表（年度、月度）及生产记录、结

算单据，进行交叉验证，并编制核查报告。

3 朱显英 技术审核 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进行技术审核。

4 张春龙 审定 审定批准。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成员在核查准备阶段仔细审阅了企业 2021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了

解被核查企业核算边界、生产工艺流程、碳排放源构成、适用核算方法、活动水

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监测情况等信息，确定现场核查重点并制定核查计划，

明确核查工作主要内容、时间进度安排、核查组成员任务分工等。核查组将文件

评审工作贯穿核查工作的始终。

通过文件评审，确定以下核查重点：

（1）2021年企业核算边界情况；

（2）企业 2021年能源活动消费量核算相关数据的核查；

（3）企业 2021年活动水平数据的核查；

（4）企业 2021年排放因子符合性的核查。

2.3 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的目的是通过现场观察江天津信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排放设施、

查阅排放设施运行和监测记录、查阅活动数据产生、记录、汇总、传递和报告的

信息流过程、评审排放因子来源以及与现场相关人员进行会谈，判断和确认被核

查企业报告期内的实际排放量。

核查组于 2021年 5月 06日对企业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核查的流程包括与

企业有关人员进行初步交流、收集和查看现场前未提供的支持性材料、现场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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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核查组内部讨论、与企业再次沟通等环节。文件评审

及现场访问发现的主要问题在后续章节中描述。

2.4 报告编写及技术复核

现场核查小组人员经过 2021年 5月 06日的现场核查，通过和企业负责人

沟通、资料收集和交叉审核、现场勘查，由小组核查人员编制核查报告，在编制

过程中多次和企业进行了沟通，完成了《天津信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21年
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的编制。

《天津信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21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完成后

由核查组长对报告进行初次审核。

报告修改完善后独立于现场核查成员的内部技术评审人员进行审核并提出

修改意见。

报告修改完善后最后交由公司负责人审定签发。

此外，核查组以安全和保密的方式，保管核查过程中的工作记录、企业相关

核查资料以及核查报告等全部书面和电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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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企业简介

核查组通过审查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营业执照、公司简介、组织机构

图等资料，以及查看现场并访谈企业相关负责人，核实企业的基本信息如下：

表 3-1 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天津信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3年 3月 20日

法人性质 独立法人 法人代表 瞿拥政

所属行业 计算机整机制造（C3911）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2011674667989X2

厂址
天津开发区第十一大街以北、黄海

路以西
注册地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排放报告联

系人
孙宇 电 话 13602113745

天津信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业”）是敏实（MINTH）集

团的子公司，于 2003年 3月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一大街注册成立，

占地近 5万㎡，注册资本 1155万美元，主要产品包括汽车复押饰条、汽车

纯押饰条和汽车门框，当前具备年产汽车饰条 100 万套、窗框 100 万套的

能力。2021年在职职工 310人，总产量为 1481.68万件，总产值 28435.046
万元。

母公司敏实集团是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企业、是全球优质的客户

服务平台、是全球最齐全的表面处理供应商，以“流动的美，我们智造”为愿

景和价值观，从环境之美（真诚宣誓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意识，努力让世

界更美好）、员工之美（用爱凝聚人心，用真情营造和谐，成就员工身心灵

健康之美）、产品之美（用最先进的制造工艺为客户提供高品质和模块化的

解决方案）、原创之美（拥有核心技术，提供同步设计，成为客户的长期战

略合作伙伴）出发，打造“更轻更美更智能”的汽车。

企业坚持集团公司的愿景和使用，于 2018年建设了智能工厂，配有智

能化滚压生产线 4条、纯押生产线 2条、复押生产线 3 条、窗框生产线 13
条、注塑生产线 2条等，实现智能化控制，在产品轻量化、无害化、节能化

等方面有明显的行业先进性。

经过多年的发展，企业已经完成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建立，并且在各方

面都有较快发展，曾跻身世界汽车供应商第 95 名，先后被评为“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国家两化融合贯标试点”、“天津市企业技术中心”、“天津科技小

巨人企业”、“天津市杀手锏企业”、“开发区百强企业”、“工人先锋号”、“创
新工作室”、“开发区科技示范企业”、“职工创新工作室”、“职工模范小家”、
“优秀工会组织”数十项荣誉称号，在整体经济波动情况下，坚持“以人为主”
精神，维护员工权益、履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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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2019 年主要能源消耗种类为电力、天然气、热力和载能工质水。

主要碳排放源为生产设备、动力设备、空调、照明等耗电设备。

图 3-1 平面布置

图 3-2 组织机构图

3.1.2 主要产品和产量

通过查阅企业 2021年度《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及现场访问企业

负责人，核查组确认企业主要产品为汽车零部件，2021年产品及产量详见下表：

3.1.3 工业总产值

通过查阅企业 2021年度《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及现场访问企业

负责人，核查组确认了企业工业总产值数据。2021年工业总产值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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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企业工业总产值表

2021年工业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万元） 2973.27 数据来源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3.1.4 主要生产工艺

受评价方共建有两座厂房，其中 1#厂房主要生产汽车外装饰条

和汽车内外装饰条，2#厂房主要生产汽车窗框，另外设置了动力间、

食堂和门卫。

（1）汽车外装饰条

汽车外装饰条主要包括以下产品：内外水切、门框饰条、前后

挡饰条、保险杠饰条、车顶饰条、轮弧饰条等，以塑料件为主，不含

喷漆工序。

工艺简述：外购的 PVC 塑料粒子和色母粒按一定的比例投放

料筒加热，使塑料粒子 和色母粒受热软化（全部采用电加热），然

后在一定的压力下通过相应的模具注塑成型，注塑成型后分别经过切

断、植绒、弯曲机弯曲、冲切、组配等工序，经人工目检合格后包装

入库。

图3-3 汽车外装饰条生产流程图

（2）汽车内外装饰条（塑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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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内外装饰件为塑料件，注塑成型后需要进行水帘喷漆，以格

栅、尾门饰板生产为主。

工艺简述：

①注塑：外购的 PVC塑料粒子和色母粒按一定的比例投放料筒

加热，使塑料粒子和色母粒受热软化（全部采用电加热），然后在一

定的压力下通过相应的模具注塑成型，经检验合格后即为塑料件成

品。

②清理表面异物：本项目采用专用脱脂剂进行脱脂处理。

③干燥预热：为了提高底漆的附着力，需将脱脂后的塑料件进行

烘干预 热。此工艺过程在电烘箱内进行。

④水帘喷漆：水帘喷漆即在含有漆雾的空气经过前面水帘后进行

第一次 的拦截，随即进入“沸腾搅拌通道”，分离后的净化空气由排

风机排向室外，分离后的水则沉积在集气箱底部，汇集到溢水槽后溢

流到水幕板上形成循环水帘，从而有效地除去空气中的漆雾颗粒。水

箱中定期添加专用的漆雾絮凝剂，将被“清洗”到水中的漆雾颗粒凝结

成渣块漂浮到水面上便于打捞。

⑤检验包装入库：经人工目检合格后，包装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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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汽车内外装饰条生产流程图

（3）汽车窗框生产工艺

①滚压：实现由原材料到成型的首个加工工序。

②自动冲切：对上一道工序所产出的半成品进行冲切作业，进一

步实现产品结构。

③包边：对冲切完的半成品件进行内外板包边作业，为下一步焊

接做准备。

④点焊：对门框部分配件进行焊接作业，为后续总成焊接做准备

⑤弯曲：使滚压成型的上条产品实现弯曲弧度需求，为后续门框

总成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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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锯切：对弯曲后的上条及焊接后的内外板进行总成对接前的最

后一道工序。

⑦角焊工艺---对门框各部件对接后的角部进行焊接，完成门框的

雏形。

⑧总成焊接工艺---实现门框的最后一道总成工序。

⑨自动打磨工艺---对焊接后的门框进行焊道打磨。

图3-5 汽车窗框生产流程图

3.1.5 能源消费情况

通过查阅企业 2021年度报统计局《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B205-1）报

表、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以及企业提供的能源统计台账，核查组确认了企业能

源消费情况，其中《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B205-1）报表中能源的消费量与

能源统计台账有细微差别，主要是由于企业报统计局报表和能源统计台账统计周

期口径不一致，经咨询企业，最终以统计台账的能源消耗量为准。2021年能源

消费量详见下表：

表 3-3 企业 2021年综合能源消费情况表

2021年能源消费量

能源品种 计量单位 消费量
加工转换

投入合计

能源加工

转换产出

回收

利用
折标系数

电力 万千瓦时 1630.89 / / / 1.229tce/万 kWh

天然气 万 m³ 0 / / / 12.143tce/万 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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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 GJ 18459.74 / / / 0.03412tce/GJ

汽油 吨 0 1.4714tce/吨

能源合计 吨标准煤 2633.6 / / / ——

单位产值能源

消费量

吨标准煤/万
元

0.886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排放源现场查勘以及查阅公司生产工艺流程图等文件资料，通过

与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交谈，现场查看耗能设施，并对照公司设备清单，查阅公

司能源消耗统计台账、能源统计报表、核实如下情况：

天津信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是可以进行独立核算的单

位。企业的核算边界涵盖企业位于天津开发区第十一大街以北、黄海路以西厂区

内的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附属生产系统所有的耗能设施。

2021年报告期内企业的主要能耗品种为电力、热力、天然气。

主要固定排放源包括：主要固定排放源包括：空压机、冰水机、干燥机、热

熔焊接机、冲床、伺服压机、锅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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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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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主要通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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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涉及二氧化碳的排放。

企业各类排放源信息见下表：

表 3-6 排放源信息表

碳排放分类 排放源/设施 能源品种

化石燃料燃烧 不涉及 /

工业生产过程 不涉及 /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
空压机、冰水机、干燥机、热熔焊接机、冲床、

伺服压机、锅炉等
电力、热力

经核查，天津信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核算边界的符合性如下：

（1）、天津信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是可以进行独立核算

的单位。

（2）、核算边界与相应行业的核算办法和报告指南一致。

（3）、纳入核算和报告边界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完整。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经查阅天津信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以及现场核实，核查

组确认：

（1）直接排放——化石燃料燃烧

经核查，企业化石燃料燃烧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过程所使用的核算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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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和要

求。

（2）直接排放——工业生产过程

经核查，企业不涉及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

（3）间接排放——净购入使用电力

经核查，企业净购入使用电力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过程所使用的核算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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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

和要求。

（4）间接排放——净购入使用热力

经核查，企业净购入使用热力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过程所使用的核算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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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

和要求。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证据文件及对企业进行访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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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力

表 3-7 净购入热力消耗量核查情况

排放报告数值 18459.74GJ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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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数值 18459.74GJ 数值来源
能源购进、消费与

库存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核查组考虑到能源统计台账反映企业的实际能源消费情况，且根据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用量汇总数据后，与能源统计台账数据的差异率

为 3.60%＜5%，因此将能源统计台账视为实际消费量，以该数据为基础

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企业排放报告中热力消耗数据真实无误。核查

组采用能源统计台账中电力实际消耗量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真实

可靠。

3.4.1.2 净购入电力

表 3-8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核查情况

排放报告数值 1630.89万 kWh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1630.89万 kWh 数值来源
能源购进、消费与

库存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电力消费量加和汇总与能源购进、消费

与库存进行对比，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企业排放报告中电力消耗数据真实无误。核

查组采用能源统计台账中电力实际消耗量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

真实可靠。



15

表 3-9 电力消耗数据交叉核对表

月份 能源统计台账（万 kWh）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万 kWh）

1-2月 290.32 290.32

3月 124.05 124.05

4月 125.05 125.05

5月 98.26 98.26

6月 162.41 162.41

7月 146.87 146.87

8月 60.55 60.55

9月 150.03 150.03

10月 138.81 138.81

11月 121.05 121.05

12月 213.29 213.29

合计 1630.69 1630.69

排放报告 1630.69万 kWh

一致性 一致

3.4.3 排放量的核查

3.4.3.1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计算见下表。

表 3-10 2021年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计算

燃料

品种

燃料消费量 低位发热值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碳氧化率

（%）
CO2排

放量

（t）数据来源
单

位

数

值

数据

来源
单位 数值

数据来

源
数值

数据

来源

数

值

天然

气

□仪表计

量

□库存记

录

□结算凭

证

其他

统计台账

万

m³
0

□监测

值

缺

省值

GJ/万
m³

389.31
□监测值

缺省

值

0.0153

□监测

值

缺省

值

99 0

合计：0t

3.4.3.2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经核查，企业不涉及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3.4.3.3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经核查，企业不涉及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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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4净购入电力

企业净购入电力 CO2排放量如下表所示。

表 3-11 净购入电力 CO2排放量计算表

净购入电力量

（104kWh） 排放因子

（tCO2/104kWh）
CO2排放量

（t）
数据来源 数值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统计台账

1630.89 8.843 14421.96

3.4.3.5净购入热力

企业净购入热力 CO2排放量如下表所示。

表 3-12 净购入热力 CO2排放量计算表

净购入热力量

（GJ） 排放因子

（tCO2/GJ）
CO2排放量

（t）
数据来源 数值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统计台账

18459.74 0.11 2030.57

3.4.3.6排放量汇总

表 3-13 企业碳排放量汇总表

排放量分类 CO2排放量（t）

直接

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0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0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0

小计 0

间接

排放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14421.96

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2030.57

小计 16452.53

排放量合计 16452.53

3.4.3.7核算结果分析

表 3-14 碳排放强度水平分析结果

项目 单位 数值

单位工业总产值 CO2排放量 tCO2/万元 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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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根据企业提供的支持性文件及现场访问，进行现有资料的整理和数据

的交叉核对，对 2021年天津信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给出以

下核查意见：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经核查，天津信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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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排放量声明

按照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16452.53吨。核

查组核查结果与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中数据一致，因此，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

告数据真实可靠。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声明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存在异常波动。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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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证资料附件

1、企业营业执照

2、《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B204-1表）

3、《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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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企业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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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B204-1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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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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