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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名称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

公司
地址

郑州市中牟县中牟工业

园

联系人 代灿丽
联系方式（电

话、email）
13603980057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名称是否是委托方？■是□否。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域 C3573通用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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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设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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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2020年 1月 18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最终）版本/日期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2020年 1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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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6tCO2e -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521.36tCO2e -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

经核查后排放量差

异的说明

无偏差，初始报告填报准确。 -

核查结论：

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小组确认：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机械设备制造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的符合性；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未纳入碳交易核查序列内，暂未对监测计划进行备案。故不

涉及排放报告与已备案监测计划符合性的核查。

2.排放量声明；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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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按照核算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只涉及二

氧化碳一种气体，其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为 160.17tCO2e，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为

0tCO2e，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为 361.19tCO2e。排放总量为 521.36tCO2e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源类别 排放量（t）
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

（tCO2e）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 160.17 1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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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量 0 0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361.19 361.19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不包括净购入电力和

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160.17

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

力隐含的 CO2排放
521.36

2.2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据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 C3573 通用设备制

造业，不在“71号文”要求填写《补充数据表》的行业范围内，故不涉及对配额分配相关补

充数据的核查。

3.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不存在异常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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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或特别需要说明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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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改委第17号令，以下简称《办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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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气候〔2014〕63号）、《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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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文件要求，为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中的配额分配方案提供支撑，北京耀阳高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统称“北京耀阳”)受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对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受核查方”）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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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完整可信，是

否符合《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确认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程序是否符合《机

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及相应的国家要求；

-根据《机械设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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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 受核查方 2019年度在企业运营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即郑州市中牟县

中牟工业园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内容主要包括：

（1）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2）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

（3）净购入电力产生的 CO2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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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核查准则

-《机械设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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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碳排放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17号）；

-《“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6]61号）；

-《国家MRV问答平台百问百答-共性/其他行业问题》（2017年版）；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1716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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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北京耀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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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联系方式 核查工作分工
核查中担任

岗位

田利君 010-64833601

1、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2、核算边界的核查；

3、核算方法的核查；

4、核算数据的核查（包含现场巡视确认活动

数据的计量、活动数据的收集等），其中

包括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5、核查报告的编写。

核查组长

高婷 010-64833601

1、核算数据的核查，其中包括排放因子数据

及来源的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一级配额

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2、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3、核查报告的交叉评审。

核查组员

武小刚 010-64833601 主要负责对核查报告的复审工作。 技术复审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0年 1月 20日收到受核查方提供的《2019年度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初版）》（以下简称“《排放报告（初版）》”），并于 2020年 1月 21日

对该报告进行了文件评审，同时经过现场的文件评审，具体核查支持性材料见附

件 3，同时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确定以下内容：

1、初始排放报告中企业的组织边界、运行边界、排放源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2、查看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确定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的真实

性、可靠性、准确性；

3、核实数据产生、传递、汇总和报告过程，评审被核查方是否根据内部质

量控制程序的要求，对企业能源消耗、原材料消耗、产品产量等建立了台账

制度，指定专门部门和人员定期记录相关数据。

4、核证受核查方排放量的核算方法、核算过程是否依据《核算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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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5、现场查看企业的实际排放设备和计量器具的配备，是否与排放报告中描

述一致；

6、通过对计量器具校验报告等的核查，确认受核查方的计量器具是否依据

国家相关标准要求进行定期校验，用以判断其计量数据的准确性；

7、核证受核查方是否制定了相应的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制度。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于 2020年 3月 30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现场核

查。

在现场核查过程中，核查组首先召开启动会议，向企业介绍此次的核查计划、

核查目的、内容和方法、对企业相关人员进行监测计划的培训，同时对文件评审

中不符合项进行沟通，并了解和确定受核查方的组织边界；然后核查组安排一名

核查组成员去生产现场进行查看主要耗能设备和计量器具，了解企业工艺流程和

监测计划执行的情况；其他核查组成员对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进行访谈，查阅相

关文件、资料、数据，并进行资料的审查和计算，之后对活动数据进行交叉核查；

最后核查组在内部讨论之后，召开末次会议，并给出核查发现及核查结论。现场

核查的主要内容见下表：

表 2-2 现场访问内容

时间

核查工作
核查地点及核

查参与部门

参与人员/职

务/联络方式
核查内容

3月

30日

启动会议

了解组织边界、运

行边界，文审不符

合确认

会议室/

企管部

财务部

代灿丽

-介绍核查计划；

-对文件评审不符合项进行沟

通；

-要求相关部门配合核查工作；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平

面边界图；

-工艺流程图、组织机构图、企

业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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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能设备清单；

-固定资产租赁、转让记录；

-能源计量网络图。

3月

30日

现场核查

查看生产运营系

统，检查活动数据

相关计量器具、核

实设备检定结果

生产车间/

企管部

财务部

代灿丽

-走访生产现场、对生产运营系

统、主要排放源及排放设施进

行查看并作记录或现场照片；

-查看监测设备及其相关监测

记录，监测设备的维护和校验

情况。

-按照抽样计划进行现场核查。

3月

30日

资料核查

收集、审阅和复印

相关文件、记录及

台账；排放因子数

据相关证明文件

会议室/

企管部

财务部

代灿丽

-企业能源统计报表等资料核

查和收集；

-核算方法、排放因子及碳排放

计算的核查；

-监测计划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核查内部质量控制及文件存

档。

3月

30日

资料抽查

对原始票据、生产

报表等资料进行

抽样，验证被核查

单位提供的数据

和信息

会议室/

企管部

财务部

代灿丽

-与碳排放相关物料和能源消

费台账或生产记录；

-与碳排放相关物料和能源消

费结算凭证（如购销单、发票）；

3月

30日

总结会议

双方确认需事后

提交的资料清单、

核查发现、排放报

告需要修改的内

容，并对核查工作

进行总结

会议室/

企管部

财务部

代灿丽

-与被核查方确认企业需要提

交的资料清单；

-将核查过程中发现的不符合

项，并确定整改时间；

-确定修改后的最终版《排放报

告提交时间》；

-确定最终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依据《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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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的综合结果对受核查方编制核查报告。核查组于 2020年

3月 30日对受核查方进行现场核查，向受核查方开具了 0个不符合项，并确认

全部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组完成核查报告。

根据北京耀阳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于 2020年 4月 7日提交给技术复

核人员根据北京耀阳工作程序执行报告复核，待技术复核无误后提交给项目负责

人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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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核查发现

3.1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基本信息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基本信息进行了核查，通过查阅受

核查方的《营业执照》等相关信息，并与受核查方代表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

信息：

- 受核查方名称：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919380296

- 所属行业领域及行业代码：C3573 通用设备制造业

- 实际地理位置见下图 3.1：郑州市中牟县中牟工业园

- 成立时间：2006年

- 单位性质：民营

- 在岗职工总数：321

- 法定代表人：冯仁君

- 排放报告联系人：代灿丽

- 主要用能种类：天然气、电力等

- 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见下图 3.2，企业为最低一级独立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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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地理位置图

图 3.2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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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主要生产运营系统

3.1.2.1生产工艺流程

凯雪冷链将外购钢丝经过拔丝、调直、截断、焊接、切边过程，得到待镀锌

的冷藏柜半成品。

3.2.2.2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表 3-1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

称
设备型号 数量

设备功率

KW

用能种

类

1
数控转

塔冲床
HPI-3047-36LA2 1 23 电能

2
数控折

弯机
PPB-110/3100 1 11 电能

3

螺杆空

气压缩

机

ML55 1 55 电能

4
数控折

弯机
PPB-110/3100 1 11 电能

6
数控转

塔冲床
HPE-3048 1 24 电能

7
数控剪

板机
LGSK-6*4050 1 7.5 电能

8
数控折

弯机
PPB-110/3100 1 11 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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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永磁变

频螺杆

空压机

BLX50APM 1 45 电能

11
PU 高压

发泡机
HAF-100-C5-1H 1 30 电能

12
数控折

弯机
PPH-110/4100 1 11 电能

13
转塔冲

床
HPE-3048-38LA2 1 24 电能

14 锯床 GK4235c 1 3 电能

15
PU 高压

发泡机
HAF-100-2H 1 30 电能

16

金属激

光切割

机

GN-CFD3015-18-1000W 1 1 电能

17
数控折

弯机
PBA-100/3100 1 11 电能

18
数控剪

板机
LGSK-6*3200 1 7.5 电能

19

废气处

理设备

（发泡）

定制 1 15 电能

20

废气处

理设备

（平板）

定制 1 15 电能

21

废气处

理设备

（喷涂

大线）

定制 1 5 电能

22

废气处

理设备

（喷涂

小炉）

定制 1 1.1 电能

23

粉尘处

理设备

（激光）

定制 1 15 电能

24

粉尘处

理设备

（焊接)

定制 1 15 电能

25

粉尘处

理设备

（焊接

机械手)

定制 1 15 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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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污水处

理设备
定制 1 4.4 电能

27

废气处

理设备

（制备）

定制 1 15 电能

28
喷塑自

动线
定制 1 30 万大卡 天然气

29
喷塑回

收装置
定制 1 15 电能

30
手动喷

室
定制 1 8 电能

31 变压器 1 300KVA 电能

32 变压器 1 500KVA 电能

表 3-2主要计量器具清单

计量设备种类 计量级别 实际配数量（台）

电表

一级 1

二级 9

三级 1

天然气表

一级 0

二级 0

三级 5

水表

一级 1

二级 0

三级 0

受核查方主要耗能设备和相关计量器具的配备与管理符合《用能单位能源计

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17167-2006）要求。

3.1.3 主营产品生产情况

受核查方主营产品产量信息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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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主营产品产量信息

主要产品名称 年产量（台）

商用展示柜 29906

3.1.4经营情况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中的企业经营信息进行了核查，通过查阅复核被核查

方《能源消费表》、《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工业企业成本费用表》、

《财务状况表》等，并与被核查方代表进行了交流访谈，核查组确认被核查方

2019年度的经营情况如下：

名称 计量单位 2019年

工业总产值 万元 13391

在岗职工人数 人 321

综合能耗 吨标煤 182.96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基本信息，确认其填报信息

与实际情况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企业边界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现场核查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等

方式，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受核查方地理边界为浙江省绍兴市柯桥

区滨海工业区东二路。具体布局图见下图 3.3。

企业边界为受核查方所控制的所有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

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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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平面布局图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企业核算边界与上年度保持一致，《排放报告（初

版）》的核算边界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2 排放源和能源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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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气体种类如下表所示。

表 3-4主要排放源信息

排放种类 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地理位置 备注

化石燃料燃烧 天然气 自动化喷塑过程、发泡 厂区内

净购入电力 电力 用电设备 厂内

注 1：经现场核查，化石燃料还有汽油用于公务车、柴油用于叉车，由经验值估算占总

排放量＜1%，且统计不完善，故仅识别不量化。

综上所述，受核查方的排放源和能源种类与上一年度保持一致。核查组确

认受核查方排放源识别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现场核查确认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方法：

E＝ECO2-燃烧 E CO2-过程 E CO2-净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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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 报告主体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 CO2当量（tCO2e）；

ECO2-燃烧 报告主体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RCO2-过程 报告主体的生产过程 CO2排放；

ECO2-净电 报告主体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3.3.1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受核查方化石燃料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ECO2−燃烧 = i (ADi × CCi × OFi ×
44
12
)� （1）

其中：

ECO2-燃烧 报告主体化石燃料燃烧的 CO2排放量（tCO2）；

i 化石燃料的种类

ADi 化石燃料品种 i明确用作燃料燃烧的消费量（t、万 Nm3）；

CCi 化石燃料 i的含碳量（tC/t、tC/万 Nm3）；

OFi 化石燃料 i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排放报告》中使用的核算方法符合《核

算指南》的要求。

3.3.2 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

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3.3.3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ECO2−净电 = AD电力 × EF电力 (3)

其中：

ECO2-净电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量（tCO2）；

AD 电力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量，单位为MWh；

EF 电力 电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 MWh；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排放报告》中使用的核算方法符合《核

算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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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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料燃烧活动数据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天然气

排放源类型 化石燃料燃烧

排放设施 自动化喷塑过程、发泡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生产车间

数值 填报数据：7.4076 核查数据：160.17

单位 万 m³

填报数据来源
《2019年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能源费用和产量产值统计

表》

监测方法 由供方进行监测

监测频次 每月收到天然气发票时

监测设备维护 由供方维护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一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

抽样检查 查看全部天然气购入发票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2019 年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能源费用和

产量产值统计表》中天然气数据来源于天然气发票，核对全年天

然气发票，得到全年天然气用量为 7.4076 万 m³，与填报数据偏

差为 0，一致；

（2）核对受核查方上报统计局的《能源消费表》记录，得到天然

气使用量为 7.4076 万 m³，与填报数据一致。最终采信《2019年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能源费用和产量产值统计表》中天然

气数据作为核查数据。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填报数据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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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核查确认的天然气消耗量

月份 消耗量

1 10,861.00

2 9,908.00

3 3,754.00

4 9,918.00

5 6,875.00

6 3,601.00

7 3,722.00

8 5872

9 2,743.00

10 2,317.00

11 9,886.00

12 4,519.00

总计（万 m³） 7.4076

3.4.1.2 工业生产过程活动数据

不涉及生产过程排放。

3.4.1.3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电力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电力排放

排放设施 用电设备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点 生产车间

数值 填报数据：687.07 核查数据：361.19

单位 MWh

填报数据来源
《2019 年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能源费用和产量产值统计

表》

监测方法
公司进出用能单位电表准确度为 0.5S，电能表的准确度符合 GB
17167- 2006《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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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抄表记录并开具发票

监测设备维护 电能表由供电公司定期校准维护

数据缺失处理 本报告期内无数据缺失

抽样检查（如有） 100%核查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填报数据来源于《2019年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

公司能源费用和产量产值统计表》，表中数据为发票数据，核查

组核对了初始填报数据与《电力发票清单》中电力发票数据，数

据完全一致无偏差，均为 687.07MWh。

（2）核查组进一步将 1-12 月电力发票原件与《2019年郑州凯雪

冷链股份有限公司能源费用和产量产值统计表》中电力数据进行

对比，发现数据完全一致。故核查组认为《《2019年郑州凯雪冷

链股份有限公司能源费用和产量产值统计表》中电力数据真实可

信。

（3）交叉核对数据来自《能源消费表》，核查组累加了《能源

消费表》中全年电力消耗量为 68.707万 kWh，与《2019年郑州

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能源费用和产量产值统计表》中电力数据

一致。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填报数据正确

表 3-5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

月份 净购入电力（kWh）

1 188,530.00

2 113,400.00

3 49,060.00

4 52,730.00

5 47,300.00

6 18,510.00

7 30,870.00

8 29,700.00

9 37,420.00

10 27,620.00

11 37,780.00



21

12 54,150.00

合计（MWh） 687.07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活动水平

数据及来源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受核查方未对天然气低位发热量进行内部或者第三方检测，因此核查组选用

《核算指南》缺省值作为核查数据。

参数名称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数值
填报数据(GJ/万 Nm3) 核查数据(GJ/万 Nm3)

389.31 389.31

数据来源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填报数据正确

3.4.2.2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

受核查方未对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进行内部或者第三方检测，

因此核查组选用《核算指南》缺省值作为核查数据。

参数名称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值
填报数据（tC/GJ） 核查数据（tC/GJ）

0.0153 0.0153

参数名称 天然气碳氧化率

数值
填报数据(%) 核查数据(%)

99 99

数据来源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填报数据正确

3.4.2.3净购入电力的排放因子

参数名称 电力的排放因子

数值 填报数据（tCO2/MWh） 核查数据（tCO2/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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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57 0.5257

数据来源 《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华中区域电网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电力的排放因子来源于2012年华东区域电网排放因子，经现

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排放

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符合《核算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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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重新计算了受核查方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如下：

3.4.3.1燃料燃烧排放

表 3-15核查确认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种类

消耗量

(万 Nm³或

t)

低位热值

(GJ/万 Nm³或

GJ/t）

含碳量

（tC/GJ）

碳氧化率

（%）

折算

因子
排放量（tCO2）

A B C D E F=A*B*C*D*E

天然气 7.4076 389.31 0.0153 99 44/12 160.17

3.4.3.2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3.4.3.3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

表 3-6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

类型
净购入量

（MWh或 GJ）

购入量

（MWh 或

GJ）

外供量

（MWh或

GJ）

CO2排放因子

（tCO2/MWh或

tCO2/GJ）

排放量

（tCO2）

电力 687.07 687.07 0 0.5257 361.19

净购入电力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3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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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4 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

表 3-7核查确认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源类别 排放量（t） 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 160.17 160.17

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 CO2排放量 0 0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361.19 361.19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不包括净购入电力和

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160.17

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

力隐含的 CO2排放
521.36

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重新核算，确认受核查方二氧化碳排放量，受核查

方认可核查数据为《排放报告》填报数据。

3.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据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 C3573

通用设备制造业，不在“71号文”要求填写《补充数据表》的行业范围内，故不

涉及对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成员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查看相关资料，确认受核查方在质量保证和

文件存档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如下：

（1）受核查方在企管部设专人负责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与报告。核查组询问了

负责人，确认以上信息属实。

（2）受核查方根据内部质量控制程序的要求，制定了《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

品产量表》、《能源消费表》，定期记录其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核查

组查阅了以上文件，确认其数据与实际情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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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核查方依据质量管理体系制定了内部质量控制程序，负责人根据其要求

将所有文件保存归档。核查组现场查阅了企业历年能源消耗的归档文件，确认负

责人按照程序要求执行。

（4）根据内部质量控制程序，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由该公司企管部负责起草并由

企管部负责人校验审核，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确认受核查方已按照相关规定执

行。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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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小组确认：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机械设

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未纳入碳交易核查序列内，暂未对监测计划进行

备案。故不涉及排放报告与已备案监测计划符合性的核查。

4.2 排放量声明

4.2.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按照核算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只涉及二氧化碳一种气体，其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为 160.17tCO2e，工业生

产过程产生的排放为 0tCO2e，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为 361.19tCO2e。排

放总量为 521.36tCO2e。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源类别 排放量（t） 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 160.17 160.17

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量 0 0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361.19 361.19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不包括净购入电力和

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160.17

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

力隐含的 CO2排放
521.36

4.2.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据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 C3573

通用设备制造业，不在“71号文”要求填写《补充数据表》的行业范围内，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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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对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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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或特别

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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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 重点排放单位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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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序号 建议

1
受核查方应建立完善内部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体系，制定相关活动水平及参数的监测

计划，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和管理。

2
受核查方应制定计量器具的定期校准检定计划，按照相关规定对所有计量器具定期

进行检定或校准，完善计量器具的配备。

3 应加强对内部数据审核，确保今后年份活动数据口径与本报告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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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1 签到表

2 公正性规避说明

3 保密协议

4 营业执照

5 组织机构图

6 厂区平面图

7 工艺流程图

8 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9 财务状况表

10 工业企业成本费用表

11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12 能源消费表表

13 2019年郑州凯雪冷链股份有限公司能源费用和产量产值统计表

14 能源消耗部分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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