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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润仪仪表有限公司

2021年

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关于做好 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

方圆规划研究（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圆规划研究”）受江苏润仪仪表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的委托，对受核查方 202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

数据进行核查。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1）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2021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

否完整可信，是否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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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2021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及其

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信，是否符合 2021 年国家补充数据表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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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填报要求；

（3）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监测计划是否完整，是否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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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活动水平数据监测的要求；

（4）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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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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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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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核查范围

此次核查范围为受核查方法人核算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补充数据，涉及主要生产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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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核查工作的依据包括：

（1）《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19号）

（2）《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环办气候函〔2021〕

130号）

（3）《关于做好 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

（环办气候函〔2022〕111号）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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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6）《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 448-2000）

（7）《电子式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JJG 596-2012）

（8）《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20）

（9）其他相关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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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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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的规模和经营场所数量等实

际情况，方圆规划研究（江苏）有限公司指定了本次核查的核查组组成（核查

技术工作组和现场核查工作组为同一组）及技术复核人。

核查组由不少于两名核查员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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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见下表 2-1。

表 2-1 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员表

姓名 职责 核查工作分工 核查机构名称

曹文辉 组长

1. 文件审查；

2. 确定核查范围、场所边界、设施边界、排 放源

和排放设施；

3. 核查受核查方填报的初始排放报告中活动 数

据、相关参数和排放量化；

4. 补充数据表中的数据核查；

5. 现场核查；

6. 核查报告撰写；

7. 代表核查组与受核查方进行沟通。

方圆规划研究（江

苏）有限公司

陈文杰 组员

1. 文件审查；

2. 核查受核查方填报的初始排放报告中活动 数

据、相关参数和排放量化；

3. 现场核查。

方圆规划研究（江

苏）有限公司

黄 薇 技术评审 独立于核查组，对本核查进行技术评审。
方圆规划研究（江

苏）有限公司

陈文杰 技术评审 独立于核查组，对本核查进行技术评审。
方圆规划研究（江

苏）有限公司



编号：CQM -THC-JL-03 版本：01

4

2.1.2核查时间安排

方圆规划研究（江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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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6日 文件评审

6月 12日 现场核查

6月 15日 完成核查报告

6月 16日 技术复核

6月 18日 报告签发

2.2 文件评审

根据《关于做好 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

（环办气候函〔2022〕111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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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对如下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

1）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1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及相关文件资料；

2）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1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及相关文件资料；

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识别出以下要点需特别关注如：企业边界，排放设施的

数量与位置的准确性、完整性，排放源和气体种类，进出企业边界的产生温室气

体排放的排放种类、数量及有关数据的收集、处理、计算等。

2.3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2年 6月 12日对受核查方进行了现场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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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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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及测量设备、与受核查方进行访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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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核查访谈对象及内容

时间 对象/职务 部门/职务 访谈内容及目的

2022年

6月 12日

朱海勇 管理者代表 -受核查方基本情况，包括主要生产

工艺和产品情况等；

-受核查方组织管理结构，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及管理职责设置；

-受核查方的地理范围及核算边界；

-企业生产情况及生产计划；

-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和文档的管理；

-核算方法、排放因子及碳排放计算

的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及补充数据来源及数

据流过程；

-现场观察排放设施；

-监测设备的安装、校验情况；

-计算凭证及票据的管理。

吴增培 质管部

万洪松 研发部

徐芝伟 生产部

吉晓凤 供应部

沈珍华 销售部

伏伟 财务部

万泽芳 仓库

姬书云 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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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根据文件评审和现场评审的发现，核查组组织编写了核查报告，并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提交给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小组进行技术复核，技术复核人员

根据方圆规划研究（江苏）有限公司工作程序执行，核查组根据技术复核小组的

意见，对核查报告进行了修改，修改完毕后，由技术复核小组再次对核查报告的

一致性和完整性进行检查，确保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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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受核查方（企业）基本情况表

名 称 江苏润仪仪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金湖县同泰大道 286号

生产地址 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同泰大道 286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831672011984U

法定代表人 王凤刚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业 仪表制造业中的工业自动控
制系统装置制造

行业代码 4011

主要联系人 朱海勇 职 务 副总经理

联系方式 18952302118

企业简介

江苏润仪仪表有限公司座落在江苏金湖经济开发区，是专业从事智能

化仪表、控制阀门等产品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JSRY”牌系列仪表已成为“江苏省著名商标”、“江苏省名牌

产品”。

公司生产的产品涉及物位（雷达/3D扫描)、流量、压力、变送、温度、

数显等自动化仪表、控制阀门等多种系列产品。

以质量求生存，创新求发展。引进先进的生产与检测设备，运用制造

执行系统，执行完善的质控体系，实现产品可追溯性管理。

公司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和产学研合作，建成了江苏省工业过程自动化

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同时与国内多所名牌大学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创新的销售模式、健全的产品质控体系，使产品远销国内外。赢得了

中石油、中石化对公司产品的青睐，同时也成为化工、电力、钢铁等

行业的优质供应商。

秉承“科技、质量、诚信、服务”的宗旨，以构建科技创新、缔造精

品为奋斗目标，致力于打造具有行业影响力的智能化仪表制造企业，

使之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润仪品牌，真诚为社会各界提供优质服

务。



编号：CQM -THC-JL-03 版本：01

7

3.1.2 受核查方（企业）组织机构图

图 3-1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3.1.3 工艺流程

受核查方为仪器仪表制造企业，主要的产品为热工仪表，主要生产工艺如

下图所示。

图 3-2-1 受核查方热工仪表生产工艺流程图

3.1.4 受核查方产品产量信息

表 3.1.2 2021年度主营产品产量统计表

主营产品 2021年

热工仪表产量（台） 51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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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核查边界的核查

3.2.1 受核查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公司简介、组织机构图以及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在

江苏省淮安市行政辖区范围内，受核查方只涉及 1个厂区，位于金湖县同泰大

道 286 号。根据核算指南的相关要求，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2021 年度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边界如下表：

表 3.2.1 核算边界核查确认表

类别 核算范围描述

主要生产系统 包括生产系统：热工仪表（温度、压力、流量、物位）生产线等

辅助生产系统 包括辅助生产系统：供配电、机修、检验等

附属生产系统 行政办公等

经核查，在 2021 年期间，受核查方不涉及合并、分立和地理边界变化等

情况。核查组对受核查方的生产厂区进行了现场核查文件评审和现场访谈，核

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完整识别了受核查方企业法人边界范围内的排放源和排

放设施。



编号：CQM -THC-JL-03 版本：01

9

3.2.2 厂区平面图

图 3-3.1 受核查方主厂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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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受核查方重点排放设备

表 3.2.2 重点排放设备一览表

排放源

分类

主要排放设施
排放设施位置

相应物料

或能源种类
备注

名称

燃料燃烧排放 / / / 不涉及

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 / / / 不涉及

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 / / 不涉及

CH4回收与销毁量 / / / 不涉及

CO2回收利用 / / / 不涉及

净购入电力
主要用电设施（包括主要生产

系统、辅助生产系统等）
厂区内 电力

净购入热力 / / / 不涉及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3.3.1 初始排放报告核算方法核查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采用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符合所属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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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没有

发现核算方法偏离《核算指南》要求的情况。

3.3.2 排放单位核算方法确认

按照排放单位所属行业，根据《核算指南》和《关于做好 2022年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号）补

充数据报告要求，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如下：

净热净电回收回收销毁废水碳酸盐燃烧 ）（ _______ 22244422 COCOCOCHCHCHCOCOGHG EERGWPREEEE ++−×−++=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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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GE —— 报告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 CO2当量；

燃烧_2COE —— 报告主体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碳酸盐_2COE —— 报告主体碳酸盐使用过程分解产生的 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废水_4CHE —— 报告主体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 CH4排放，单位为吨 CH4；

回收销毁_4CHE —— 报告主体的 CH4回收与销毁量，单位为吨 CH4；

4CHGWP —— 为 CH4相比 CO2的全球变暖潜势（GWP）值。根据 IPCC第二

次评估报告，100年时间尺度内 1吨 CH4相当于 21吨 CO2的增温能力，因此

取值 21；

回收_2COR —— 报告主体回收且外供的 CO2量，单位为吨 CO2；

净电_2COE —— 报告主体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净热_2COE —— 报告主体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3.3.2.1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不涉及。

3.3.2.2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不涉及。

3.3.2.3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不涉及。

3.3.2.4 CH4回收与销毁量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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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3 CO2回收利用量

不涉及。

3.3.2.4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

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按以下公式计算：

电力电力电力 EFADE ×= .....................................................................................（2）

式中，

电力E —— 净购入的电力产生的排放，tCO2；

AD 电力 —— 企业的净购入使用的电量，MWh；

EF 电力 ——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tCO2/MWh。

3.3.2.5 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排放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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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受核查方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计算系数）类别一览表

排放种类 活动水平 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备注

化石燃料燃烧 / / 不涉及

碳酸盐使用 / / 不涉及

废水厌氧处理 / / 不涉及

CH4回收与销毁量 / / 不涉及

CO2回收利用 / / 不涉及

净购入电力 净购入电量 电力排放因子

净购入热力 / /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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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核查

不涉及。

3.4.2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不涉及。

3.4.3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不涉及。

3.4.4 CH4回收与销毁量

不涉及。

3.4.5 CO2回收利用量

不涉及。

3.4.6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核查

3.4.6.1 净购入电力活动水平数据核查

表 3.4.2对净购入使用电量的核查

核查后确认数据

（单位：MWh）
139.593

核查后确认

数据来源
《2021年生产统计用电》

交叉核对情况说明

（1）《2021年生产统计用电》数据 100%核对。

交叉核对情况说明：

受核查方仅提供一套数据源，无法交叉核对。

核查结论

根据受核查方设施设计产能及实际生产情况，核查组确认受

核查方 2021年度净购入电力消费量在合理范围。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净购入电力数据合理、取值完整、准

确。

表 3.4.3净购入电量按月交叉核对

2021年
2021年生产统计 核查后确认数据

万 kWh 转换单位MWh MWh

1月 1.4212 14.212 14.212

2月 0.6999 6.999 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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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0599 10.599 10.599

6月 1.0374 10.374 10.374

5月 0.9889 9.889 9.889

6月 1.0135 10.135 10.135

7月 1.2763 12.763 12.763

8月 1.3388 13.388 13.388

9月 1.0879 10.879 10.879

10月 1.0345 10.345 10.345

11月 1.3564 13.564 13.564

12月 1.6446 16.446 16.446

全年 13.9593 139.593 139.593

3.4.6.2 净购入使用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核查

表 3.4.4对电力排放因子数据的核查

排放因

子
年度 数值 数据来源说明 核查结论

电力 2021年
0.6829

tCO2/MWh

选 取 主 管 部 门 公

布的 2016-2021 年

的 江 苏 省 排 放 因

子

受核查方位于江苏省，排放报告中

的 外 购 电 力 排 放 因 子 与

《2016-2021 年的江苏省排放因

子》中排放因子一致。

3.4.6.3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 CO2排放量核算

表 3.4.5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 CO2排放量

2021年

净购入电力消费

（MWh）

排放因子

（tCO2/MWh）

排放量

（tCO2）

A B C=A*B

热工仪表 139.593 0.6829 95.33

3.4.7 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排放核查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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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表 3.4.6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排放类型 经核查后排放量（2021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

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tCO2e） /

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tCO2e） /

CH4回收与销毁量的核查（tCO2e） /

CO2回收利用量的核查（tCO2） /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95.33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

报告排放量总量（tCO2）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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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的核查

经核查，核查组查阅 GBT 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确认受核查方

所属行业为仪器仪表制造业中的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 4011，不在《关于

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中附件 1 覆盖

的行业类别，不需要填报补充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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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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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指定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

工作；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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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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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并遵照执

行。

3.6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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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江苏润仪仪表有限公司的企业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活

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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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2年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要求。核查准则中所要求内容已

在本次核查中全面覆盖，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到的问题。

4.2 排放量声明

（1）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

分类 2021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

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tCO2e） /

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tCO2e） /

CH4回收与销毁量的核查（tCO2e） /

CO2回收利用量的核查（tCO2） /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95.33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

报告排放量总量（tCO2） 95

（2）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经核查，核查组查阅 GB/T 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确认受核查方所

属行业为仪器仪表制造业中的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 4011，不在《关于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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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中附件 1 覆盖的行

业类别，不需要填报补充数据表。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年度 2021年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95.33

产量（台） 515421

碳排放强度（tCO2e/台） 0.000185

碳排放强度（kgCO2e/千台） 0.185

经核查，企业未进行 2020 年温室气体排放核查工作，排放量异常波动的情

况不适用于该企业。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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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件

5.1不符合清单

5.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序号 建议

1 受核查方应加强对《核算指南》的学习。

2
建议完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

制度等，并严格遵照执行。

5.3支持性材料清单

1 营业执照

2 现场核查照片

3 主要用能设备清单

4 计量器具清单

5 2021年生产用电量统计

序号 不符合描述 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NC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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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支持性材料

（1）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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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核查照片

电表 数控车床

地磅钻铣床 直流氩弧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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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用能设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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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量器具清单

分类 计量器具名称 规格、型号、准确度 数量 配备位置 运行状况

进出用能单位 电能表 DT2395 1 配电房 正常

进出主要次级用

能单位
电能表 DTS1725 等 13

各生产线、辅助线、服

务线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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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1年生产用电量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