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2013年11月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首批10个行

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通知》，通知提出须加快构建国家、

地方、企业三级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工作体系，实行重点企业直接报送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制度的工作任务。目前，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已经发布，为

全国范围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企业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完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

统计核算体系等工作奠定了十分有效的基础。 

遏制气候变暖，节能减排是大势所趋；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企业理念将会发

生巨大变化，节能、低碳将成为企业必须承担的责任。低碳将成为企业一张非常重要的

新名片，长沙黑金刚实业有限公司作为钻凿行业领先企业，主动承担起自身应有的职责，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增强企业自身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同时，以实际行动推行低碳，

助力绿色地球活动。公司领导坚持以绿色环保、低碳为企业运行主轴，于2022年成立温

室气体核查管理小组，对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管理控制。 

长沙黑金刚实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潜孔冲击器、潜孔冲击钻头、牙轮钻头等，根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企业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通用设备制造业

（C3499）”，属于“通用设备制造业”，适用于目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发布的24

个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报告指南中的《机械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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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根据核算指南要求，核算了2021年度温

室气体排放量，并填写了相关数据表格，并委托湖南柯林瀚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第

三方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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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1核查目的 

为有效实施碳核查的数据质量保证，湖南柯林瀚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核查机构名称）

受长沙黑金刚实业有限公司委托，对长沙黑金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

2021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 

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1）企业是否按照核算指南的要求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 

2）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是否准确、可信。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受核查方2021年度在企业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是长沙黑金刚实业有限公司，

即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厂址内包括燃料燃烧排放、生产过程排放、以及净购入的电力和热

力消费引起的CO2排放。 

1.3 核查准则 

根据生态环境部印发《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为了确保真实公

正获取受核查方的碳排放信息，此次核查工作在开展工作时，湖南柯林瀚特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核查组独立于被核查企业，避免利益冲突，在核查活动中保 持客观、独立。 

2）公平公正 

核查组在核查过程中的发现、结论、报告应以核查过程中获 得的客观证据为基础，不

在核查过程中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3）诚信保密 

核查组在核查工作中诚信、正直，遵守职业道德，履行保密义务。 

同时，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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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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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湖南柯林瀚特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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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异伟 组长 

识别企业边界，明确排放

源；进行计算边界内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撰写

核查报告 

2 
文平、庾光键、朱

维、郑莎、李巧红 
副组长 

收集能耗数据资料和设备

清单，如月报、原始的记

录单据、发票等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2022年9月8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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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于2022年9月13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在现场

访问过程中，核查组按照核查计划走访并现场观察了相关设施并采访了相关人员。主要访

谈内容如下： 

1）受核查方基本信息：单位简介、组织机构、主要的工艺流程、能源结构、能源管

理现状。 

2）排放源，外购/输出的能源量，年度实际消耗的各类型能源的总量，确定核算方法、

数据的符合性。 

3）测量设备检验、校验频率的证据。 

4）能源统计报表、能源利用状况报告、 能源消耗统计台账、能源消耗日志、月报能

源统计报表和缴费发票/收据 等能源消耗数据记录情况。 

5）现场巡视了解工艺流程，查看主要耗能设备设施情况，了解并查看各种能源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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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并查看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确定排放源分类。巡查过程中，对排放源/重点设备进

行拍照记录。 

6）确定企业CO2排放的场所边界、设施边界，核实企业每个排放设施的名称型号及物

理位置 

7）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制度及执行情况。 

8）温室排放计算输入数据的交叉核对，排放量的计算验证。 

9）节能减排措施实施情况。 

10）能源审计执行情况。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现场访问后，湖南柯林瀚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核查组于2022年9月29日完成核查报告。

根据湖南柯林瀚特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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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湖南柯林瀚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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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技术复核人员根据湖南柯林瀚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工作程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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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查发现 

3.1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受核查方基本情况和组织机构 

长沙黑金刚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湘江新区望城工业园，法

人代表杨日平，注册资本10000万元，职工840人，是国内钻凿行业唯一一家集材料、设计、

工艺、应用全产业链的高新技术企业。 

2021年企业工业总产值57731万元，固定资产合计59966万元；公司主营各种规格潜孔

钻具等探采装备及相关零部件，其中高风压潜孔冲击器及钻头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40%

以上，位居国内第一。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工艺流程图等相关信息，并与企业相关负

责人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1）受核查方简介 

受核查方基本情况 

受核查企业名称 长沙黑金刚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民营企业 报告年度 2021年 

所属行业 
C3499其他未列明 

通用设备制造业 
组织机构代码 914301227072348552 

企业通讯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高裕中路148号 

法定代表人 杨日平 手机 13908485630 

联系人 王珊珊 电话 0731-82022767 

手机 15307316731 传真 0731-82022767 

电子邮件 1503344699@qq.com 邮编 410200 

受核查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主营业务 机械设备及配件制造、加工与销售，穿孔工具加工与销售 

主要产品及占比 潜孔冲击器、潜孔冲击钻头、牙轮钻头  占比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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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企业主要产品生产销售情况 

产品名称 产量 产销率 国内市场占有率 

冲击器 40500台/年 91.7% 40% 

钻头 276000个/年 81.5% 40%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50804 

2）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如下图所示： 

 

图3-1 受核查方组织结构图 

3.1.2能源管理现状及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通过评审受核查方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主要耗能设备清单、能源消耗统计记录、

能源管理部门及岗位职责、数据监测记录和保存的规章制度、能源统计报表、计量器具一

览表等文件，以及对受核查方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能源管理及计

量器具配备相关信息如下： 

能源管理部门：生产部 

能源消耗种类：电力、天然气 

能源计量统计报告情况：受核查方生产科统计每月耗电量，最终形成《2021年生产用

总经理：杨日平

研发系统

技术科

总工办

生产系统

生产部 毛坯供应
车间

机一车间 机二车间

机三车间 热处理车
间

钻孔车间 包装车间

机修车间 质管科

钻机生产
车间

合金事业
部

销售系统

国内营销部

国际营销部

钻机营销部

行政系统

人力资源
部

财务部

总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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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一览表》、《2021年生产用天然气一览表》。 

计量器具配置与管理：能源计量器具设备的配备和管理符合《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

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2006）、《天然气计量系统技术要求》（GB/T18603-2014）

中的相关要求。 

测量设备检测情况：一级、二级计量设备（装置）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检测校验。全厂

计量统计部门设在生产部，设置两名技术人员负责对全厂能源使用情况进行计量、统计，

同时各车间设有技术员，负责计量各生产车间的电、天然气的消耗，并将统计数据报至生

产部。公司有形成文件化的工作制度和流程，有指定计量器具的订购、验收、保管、使用、

检定、维修等方面的管理制度。能源计量器具有专人管理，能源计量器具的设置能够满足

考核各生产车间的需求。 

能源计量主要采取电度表、流量计进行分级计量。 

3.1.3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 

受核查方生产工艺流程包含下料、锻造、热处理、机加工、装配、包装等，流程图如

下图所示。 

 

图3-2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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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料车间涉及行车、剥皮机、压块机、锯床等用电设备； 

锻造车间是对坯料施加外力，使坯料产生部分或全部的塑性变形，使用天然气加热

炉加热毛坯； 

热处理采用电加热多用炉，加热功率为215kW，电机功率为48kW，工作温度一般在

780-930℃之间，最高温度可达到950℃； 

机加工主要利用各种机床对金属零件进行车、刨、钻、磨、铣等金属切削方法制成

合格零件； 

钻孔车间主要对金属零件进行钻孔、打磨加工，用于钻机装配，钻孔车间主要的机

加工设备有砂轮机、钻机、压床、磨床、空压机、抛丸机、喷砂机等机械加工设备； 

包装车间承担零件的机加工（线切割、车床、磨床等）、钻头装配、抛丸清理、涂装

任务。 

3.1.4 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和排放设施情况 

受核查方重点能耗设备如下： 

表3-1 重点耗能设备清单及能源品种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能源品种 设备位置 

1 燃气加热炉 / 天然气 锻造车间 

2 电加热多用炉 VKES5/290/85/150CN 天然气/电力 热处理车间 

3 数控车床 
CKD6163/1500 

CKD61103/2000 
电力 

生产车间 
4 行车 / 电力 

5 砂轮机 / 电力 

6 磨床 / 电力 

7 空压机 
BLT-60AG/10 

BLT-75AG/10 
电力 钻孔车间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信息，确认其数据与实际情况相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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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组通过审阅受核查方的资料、现场走访相关负责人对受核查方的核算边界进行核

查，对以下与核算边界有关信息进行了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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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核算边界与机械设备制造企业的《核算指南》一致；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以独立法人企业为边界进行核算；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地域边界为长沙黑金刚实业有限公司，所有生产系统、辅助系统

和附属系统等均纳入核算范围；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核算边界内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完整，涵盖了《核算指南》中界

定的相关排放源；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2021年度核算边界为包含各生产车间、供水、供电、动力、检验、

仓库、污染物处理等在内。 

核查组查看了受核查方所有现场，不涉及现场抽样；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种类为二氧化碳。 

3.2.2 排放源和气体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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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

2021年12月，企业所使用的含碳能源为天然气以及净购入电力，因此核查组确认核算边界

内的排放源及气体种类净购入天然气、电力引起的直接和间接排放的CO2。 

表3-2 主要排放源信息识别 

排放种类 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净购入电力消

费引起的排放 
电力 

多用炉、各类车床、磨

床、空压机等 

化石燃料燃烧

的排放 
天然气 电加热多用炉、加热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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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指南》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确认最终排放报告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应等于边界内所有生产系统的化石燃料燃烧所

产生的排放量、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以及企业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量之和，

按公式（1）计算： 

E=E燃烧+E过程+E电力+E热力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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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E燃烧为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CO2排放，tCO2； 

E过程为企业边界内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各种温室气体CO2当量排放，tCO2； 

E电力为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引起的CO2排放，tCO2； 

E热力为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消费引起的CO2排放，tCO2。 

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企业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加和，公式如下： 

E燃烧=∑ （𝐴𝐷𝑖 × 𝐸𝐹𝑖）
𝑛
𝑖                           （2） 

式中： 

E燃烧为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CO2排放，tCO2； 

ADi为第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GJ； 

EFi为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GJ。 

1、活动水平数据的获取 

ADi=NCVi×FCi                                      （3） 

式中： 

NCVi为第i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GJ/t或GJ/万Nm3； 

FCi为第i种化石燃料的净消耗量；t或万Nm3。 

2、排放因子数据的获取 

EFi=CCi×OFi×44/12                                    （4） 

式中： 

CCi为第i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采用核算指南附录2所提供的推荐值； 

OFi为第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采用核算指南附录2所提供的推荐值。 

3.3.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机械设备制造业的过程排放由各工艺环节产生的过程排放加和获得，具体公式如下： 

E过程=ETD+EWD                                    （5） 

式中： 

E过程为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tCO2e； 

ETD为电气与制冷设备生产的过程排放，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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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D为CO2作为保护气的焊接过程造成的排放，tCO2。 

3.3.2 净购入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E电力=AD电力×EF电力                                    （6） 

E热力=AD热力×EF热力                                    （7） 

式中： 

AD电力为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单位为MWh； 

AD热力为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消费，单位为GJ（百万千焦）； 

EF电力为电力供应的CO2排放因子，单位为tCO2/MWh； 

EF热力为热力供应的CO2排放因子，单位为tCO2/GJ。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采用的核算方法与

《核算指南》一致，不存在任何偏移。 

由于受核查方工业生产过程中无二氧化碳的排放，也没有外购热力产生的间接二氧化

碳的排放，所以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计算公式应为： 

E=E燃烧+E电力                                     （8）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个活动水平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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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水平数据AD天然气：天然气消耗量的核查 

表3-3 天然气消耗表 

数据 39.64 

单位 万·Nm³ 

数据来源 缴费发票 

监测方法 流量计 

监测频次 连续计量 

记录频次 每次记录，年度统计 

监测设备维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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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有天然气缴费发票，有生产使用量记录，进行了交

叉核对 

核对结论 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1.2 活动水平数据AD电力：电力净购入量的核查 

表3-4 对电力净购入量的核查 

数据 33330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缴费发票 

监测方法 智能电表监测 

监测频次 连续计量 

记录频次 每月一次，年度统计 

监测设备维护 /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无 

核对结论 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 告（终版）》中的活动水

平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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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 的每一个排放因子和计算

系数的数据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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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1排放因子数据EF电力：电力排放因子 

表3-5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数值 0.5810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生态环境部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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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2天然气排放因子数据：NCVi低位发热量，EFi单位热值含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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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GJ/万Nm3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天然气碳氧

化率 

数值 389.31 0.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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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缺省值。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通过对受核查方提交的2021年度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核查组对排放报告进行验算后确

认受核查方的排放量计算公式正确，排放量的累加正确，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受核查方

2021年度碳排放量计算如下表所示。 

表3-7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引起的CO2排放量计算 

年度 
燃料

品种 

消耗量

（万·Nm³） 

低位发

热量

(GJ/万

Nm3) 

单位热

值含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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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天然

气 
39.64 389.31 0.0153 99% 44/12 857.09 

表3-8 企业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计算 

年度 

电量（MWh） 
排放因子

(tCO2/MWh) 

排放量 

（tCO2） 

A B C=A*B 

2021 33330 0.5810 19364.73 

表3-9 受核查企业边界排放量汇总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857.09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tCO2） 0.00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9364.73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02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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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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指南》的要求。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受核查方技术质量部负责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与报告。核查组采访了负责

人，确认以上信息属实。 

受核查方根据内部质量控制程序的要求，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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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管理制度内部规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由技术质量部部长负责起

草并有公司副总经理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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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核查无其他核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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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查结论 

核查结论：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湖南柯林瀚特技术服务公司确认： 

4.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长沙黑金刚实业有限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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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排放量声明 

4.2.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长沙黑金刚实业有限公司2021年度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为： 

表4-1 2021年度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857.09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tCO2） 0.00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9364.73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0221.82 

4.2.2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本次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和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