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告编号：EC02(B)2019220 

 

 

山西飞虹微纳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016-2018 年度  

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核查机构名称：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核查报告签发日期： 2019 年 3 月 28 日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报告编号：E C 02( B )201 92 20 

  II 

目录 

核查基本情况表 ........................................................................................1 

1  概述 ......................................................................................................3 

1.1  核查目的 ...................................................................................................... 3 

1.2  核查范围 ...................................................................................................... 3 

1.3  核查准则 ...................................................................................................... 4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4 

2.1  核查组安排 .................................................................................................. 4 

2.1.1  核查机构及人员 ............................................................................... 4 

2.1.2  核查时间安排 ................................................................................... 4 

2.2  文件评审 ...................................................................................................... 5 

2.3  现场核查 ...................................................................................................... 5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 6 

3  核查发现 ..............................................................................................7 

3.1  受核查方基本情况的核查 .......................................................................... 7 

3.1.1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 ............................................................... 7 

3.1.2  能源管理现状及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 10 

3.1.3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及产品 ............................................................. 10 

3.1.4  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和排放设施情况 ..................................... 12 

3.1.5  受核查方生产经营情况 ................................................................. 12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 13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 13 

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 14 

3.3.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 15 

3.3.3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2 排放 ............................................... 17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 18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 18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 23 

3.4.3  排放量的核查 ................................................................................. 27 

3.4.4  单位产品/产值排放强度的核查 .................................................... 29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 30 

3.6  其他核查发现 ............................................................................................ 30 

3.6.1  测量设备运行维护及校准的核查 ................................................. 30 

3.6.2  年度即有设施退出的数量 ............................................................. 31 

3.6.3  年度新增设施情况 ......................................................................... 31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报告编号：E C 02( B )201 92 20 

  III 

3.6.4  年度替代既有设施情况 ................................................................. 31 

4  核查结论 ........................................................................................... 32 

4.1  温室气体核算方法学的符合性 ................................................................ 32 

4.2  年度排放量及异常波动声明 .................................................................... 32 

4.2.1  年度排放量的声明 ......................................................................... 32 

4.2.2  年度排放量的异常波动 ................................................................. 32 

5  附件 ................................................................................................... 33 

附件 1：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 33 

附件 2：支持性文件清单 .................................................................................. 33 

附件 4：其他希望说明的情况 .......................................................................... 33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档案编号：E C 02( B )201 92 20 

  1 

核查基本情况表 

排放单位名称 

山西飞虹微纳

米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 

地址 
山西省洪洞县甘亭

镇燕壁村 

联系人 关永莉 联系方式 13453755822 

排放单位是否是委托方？  是       否 

委托方名称 

山西飞虹微纳

米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 

地址 
山西省洪洞县甘亭

镇燕壁村 

联系人 关永莉 联系方式 13453755822 

排放单位所属行业领域 光电子器件制造（3976） 

排放单位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日期/初始 
受核查方非控排企业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日期/最终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tCO2e） 
2016 2017 2018 

8439.32 10470.78 11259.46 

核查结论： 

经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确认： 

山西飞虹微纳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016-2018 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年度 2016 2017 2018 

源类别 
温室气体本

身质量（t） 

CO2e

（tCO2e） 

温室气体

本身质量

（t） 

CO2e

（tCO2e） 

温室气体

本身质量

（t） 

CO2e

（tCO2e） 

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

放 
416.88  416.8810  429.18  429.18  329.32  329.32  

工业生产过程 CO2 排

放 
0.00  10.2612  0.0000  23.6159  0.0000  34.6968  

工业生产过程 HFCs

排放 
0.0003  3.1092  0.0007  7.9041  0.0010  11.6129  

工业生产过程 PFCs 0.0011  7.1521  0.0024  15.7118  0.0036  23.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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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 

净购入的电力产生的

CO2 排放 
8012.18  8012.18  10017.99  10017.99  10895.44  10895.44  

合计  8439.32  10470.78  11259.46 

经核查确认：受核查方碳排放强度如下:  

年度 
年度碳排放总量

（tCO2e） 

年度产品产量 

（kk） 

单位产品碳排 

放强度 

(tCO2e/kk） 

2016 8439.32 7313 1.1540 

2017 10470.78 18591 0.5632 

2018 11259.46 27314 0.4122 

对照年度排放量和主产品产量情况，随着产量的上升，2016-2018 年排放量

绝对值逐年上升，但单位产品排放强度明显下降，温室气体排放的规律与生产实

际情况较为一致，山西飞虹微纳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016-2018 年度排放量不存

在异常波动。 

山西飞虹微纳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

题。 

核查组组长 郑彦强 签字 
 

日期 2019.03.26 

核查组成员 裴书星 

技术复核人 
郑玲 

谢凤君 
签名  日期 2019.03.XX 

批准人 黄世元 签名  日期 2019.03.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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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山西飞虹微纳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委托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

司对其2016-2018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核查，核查目的包括： 

（1）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能源消耗数据是否完整，是否能满足

《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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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活动水平数据监测的要求； 

（2）根据《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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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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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单位产品排放强度，并针对受核查方的温

室气体排放情况提出改善意见和建议。 

1.2  核查范围 

受核查方作为独立法人核算单位，在山西省行政范围内

2016-2018年度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

系统、以及附属生产系统，其中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动力、供电、供水、

供气、库房、运输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办公系统和厂区内为生产服

务的部门和单位（如职工食堂等）。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化石

燃料燃烧排放、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及净购入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的工业生产过程排放主要来源于半导体生产中刻

蚀与CVD腔室清洗工艺产生的排放。 

（2）受核查方主要生产，属于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行业代码

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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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核查准则 

（1）《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2）《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3）《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4）《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44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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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核查任务以及受核查方的规模、行业及核查员的专业领域和

技术能力，CCSC 组织了核查组和技术评审组，核查组成员和技术评

审复核人员详见下表。 

表 2-1 核查组成员及技术评审人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 

1 郑彦强 组长 
全面负责核查准备、文件评审、现场核查、

核查报告编写、内部技术评审回复。 

2 裴书星 组员 
协助组长完成核查各阶段的工作。对组长

完成的核查报告进行交叉审核。 

3 郑玲 技术评审 核查报告技术评审。 

4 谢凤君 复核 核查报告复核。 

2.1.2  核查时间安排 

表 2-2  核查时间安排表 

序号 项目 时间 

1 接受核查任务 2019 年 3 月 22 日 

2 文件审核 2019 年 3 月 23 日 

http://www.csres.com/detail/814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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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场核查 2019 年 3 月 23 日 

4 核查报告完成 2019 年 3 月 26 日 

5 技术评审完成 2019 年 XX 月 XX 日 

6 复核完成 2019 年 XX 月 XX 日 

7 核查报告批准 2019 年 XX 月 XX 日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文件

评审,见本报告附件 2“支持性文件清单”。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19 年 3 月 23 日对受核查方进行了现场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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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进行的现场核查，现场访问的对象、主要内

容如下表所示： 

表 2-3 现场核查访谈记录表 

时间 
核查组

人员 
受访人员 部门/职务 核查/访谈内容 

2019 年

3 月 23

日 

郑彦

强、裴

书星 

付明喜 
厂务部/经

理 

（1）首次会议：介绍核查目的、范围、
准则、方法以及程序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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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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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测量设备检验、校验频率的证据。 

（5）能源统计报表、月报能源统计报
表和缴费发票/收据。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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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永莉 
研发部/经

理 

董海亮 研发部 

安环部 赵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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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部 贾志刚 

种能源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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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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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制度及执行
情况。 

（9）末次会议：核查过程及整改情况，
宣布初步的核查结论。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遵照《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并根据文件评

审发现、现场审核发现以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组编写了核

查报告，并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完成核查报告。核查组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将核查报告交由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人员进行内部技术评审

复核。进行技术评审复核的技术人员是具有相关行业资质的备案核查

员，具备行业的专业知识。报告完成技术评审复核后形成最终核查报

告，终版核查报告于 2019 年 3 月 XX 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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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受核查方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  

核查组对《山西飞虹微纳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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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图、平面布置图等相关信息，并与受

核查方代表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山西飞虹微纳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位

于 山 西 省 洪 洞 县 甘 亭 镇 燕 壁 村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141024558741510A、行业代码 3976，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于 2010 年 08 月 11 日正式组建成立，主要从事大功率 LED/LD（发

光二极管、激光二极管）外延片、芯片等的研发与生产。 

其厂区平面布置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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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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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组织机构图如下，其中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由研发部负责。 

 

图 3-2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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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能源管理现状及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核查组现场查阅山西飞虹微纳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能源消费

台账、财务明细账等文件，确认山西飞虹微纳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已

配备一级计量器具，从统计结果看，一级计量器具配置率达到 100%。

能源消耗种类为：天然气、电力，能源使用情况详见表 3.1.2-1 

表 3-1 能源使用情况 

序号 能源品种 用途 

1 天然气 天然气锅炉供暖、职工食堂燃料 

2 电力 
生产设备、公辅设施食堂、动力站、真空

系统、采暖、制冷、供水） 

3 汽油 公务用车、运输车辆 

4 柴油 运输车辆 

注：由于受核查方未统计公车汽油消耗，且汽油消耗产生的排放对整体排放量影

响较小，因此，汽油消耗产生的排放本次核查不予核算。 

3.1.3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及产品 

受核查方厂区有外延片生产车间、Led 芯片生产车间、综合楼、

研发中心和公辅设施（食堂、动力站、真空系统、采暖、制冷、供水）

等设施。受核查方其工艺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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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LED 芯片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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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和排放设施情况 

核查组通过查阅山西飞虹微纳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设备

一览表及现场勘察，确认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和排放设施情况详见

下表： 

表 3-2  主要用能设备和设施情况 

序

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规格 台数 

碳源类

型 
设备位置 

设备运

行情况 

1  
MOCVD 蓝光

外延片机 
2800G4 12 电力 外延车间 

正常 

2  
MOCVD 红光

外延片机 
E475 6 电力 外延车间 

正常 

3  
气体精制装置

（H2、NH3、N2） 
JNDK55-07F 4 电力 外延车间 

正常 

4  活化炉 Y5-54-16F 3 电力 外延车间 
正常 

5  烤盘炉 —— 2 电力 外延车间 正常 

6  电子束蒸发台 —— 1 电力 芯片车间 正常 

7  

贴片机、焊接

机、焊线机、扩

晶机等 

 / 电力 封装车间 正常 

8  燃气锅炉 WNS6-1.25-YQ 1 天然气 锅炉房 正常 

9  RO 水泵 Y2-280S-4 1 电力 动力站 正常 

10  罗茨风机 NSR-65 1 电力 污水站 正常 

11  水泵电机 TVPEY2-100L-2 2 电力 污水站 正常 

12  无油压缩机 D200-10W 1 电力 动力站 正常 

13  
离心冷冻机 WCL25MBHNO

F/E4212 
1 电力 

动力站 正常 

14  空调机组 MDMO0707H50 1 电力 空调机房 正常 

15  管道水泵 IGR-50-160A 1 电力 锅炉房 正常 

16  制氢设备 ZDQ-300-1.6 1 电力 氢气站 正常 

17  MOCVD MOCWD-475 2 电力 外延 正常 

 

3.1.5  受核查方生产经营情况 

表 3-3  2016-2018 年度生产经营情况汇总表 

年份 

主要产品 

（半成品、成

品） 

产量 企业产值（千元） 增加值（千元） 
从业人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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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芯片（kk） 7,313  

14,626  5368.74 179 
外延片（片） 66,502  

2017 
芯片（kk） 18,597  

55,947  20532.55 200 
外延片（片） 168,728  

2018 
芯片（kk） 23,123  

47,180  17315.06 189 
外延片（片） 214,957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CCSC 核查组对山西飞虹微纳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核查边界

进行了审查，通过与公司管理人员进行交谈，现场查看耗能设施，并

对照公司设备清单，查阅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报表、财务明细账等，

核实如下情况： 

山西飞虹微纳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是独立核

算的单位。公司生产厂区位于山西省洪洞县甘亭镇燕壁村，是以大功

率 LED/LD（发光二极管、激光二极管）外延片、芯片的研发与生产

为主营业务。核算边界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附属

生产系统，其中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动力、供电、供水、供气、库房、

运输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办公系统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

位（如职工食堂等）。在上述系统中涉及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工业生

产过程排放及净购入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其中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主要来源于半导体生产中刻蚀与 CVD 腔室清洗工艺产生的排放。 

2016-2018 年受核查方的核算边界未发生变化。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确认核算过程满足《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方法： 

  净热_净电_过程燃烧 22 COCO EEEEE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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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报告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 CO2； 

燃烧_2CO
E  — 核算边界内各种燃烧设备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 

过程_2CO
E  — 核算边界内各种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 CO2排放量，

单位为吨 CO2； 

净电_2CO
E  — 报告主体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 

净热_2CO
E  — 报告主体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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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按公式计算。 

1.焦炉燃烧室燃料燃烧 CO2排放计算公式 

 

式中， 

燃烧E  — 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量，tCO2； 

ADi — 报告期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GJ 

EFi —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GJ 

i — 化石燃料种类 

式中，  

𝐴𝐷𝑖 — 报告期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GJ； 

𝑁𝐶𝑉𝑖 — 报告期内第i种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

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GJ/t；对气体燃料，

单位为GJ/万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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𝐹𝐶𝑖 — 报告期内第 i 种燃料的净消耗量；对固体或液

体燃料，单位为 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 Nm3。 

i — 化石燃料种类 

式中，  

𝐸𝐹𝑖 — 第 i 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GJ 

𝐶𝐶𝑖 — 第i 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采用本

指南附录二所提供的推荐值 

𝑂𝐹𝑖 —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采用本指南

附录二所提供的推荐值 

i — 化石燃料种类 

3.3.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工业生产过程排放主要由刻蚀与 CVD 腔室

清洗工序产生，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由原料气的泄漏与生产过

程中生成的副产品（温室气体）的排放构成。原料气包括但不限于：

NF3、SF6、CF4、C2F6、C3F8、C4F6、c-C4F8、c-C4F8O、C5F8、CHF3、

CH2F2、CH3F。副产品包括但不限于：CF4、C2F6、C3F8。 

刻蚀工序与 CVD 腔室清洗工序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按如下公

式计算。 

 

式中， 

𝐸𝐹𝐶 — 刻蚀工序与 CVD 腔室清洗工序产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tCO2e； 

𝐸𝐸𝐹𝐶，𝑖 — 第 i 种原料气泄漏产生的排放, tCO2e 

𝐸𝐵𝑃,𝑖,𝑗 — 第 i 种原料气产生的第 j 种副产品排放, 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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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原料气的种类 

j — 副产品的种类 

每一种原料气的排放按下式计算 

 

EEFC,i 第 i 种原料气体泄漏产生的排放, tCO2e 

h 原料气容器的气体残余比例,% 

FCi 报告期内第 i 种原料气的使用量,t 

Ui 第 i 种原料气的利用率,% 

ai 废气处理装置对第 i 种原料气的收集效率,% 

di 废气处理装置对第 i 种原料气的去除效率,% 

GWPi 第 i 种原料气的全球变暖潜势 

i 原料气的种类 

原料气消耗量的计算按照下面的公式计算 

 
FCi 报告期内第 i 种原料气的使用量,t 

IBi 第 i 种原料气的期初库存量,t 

IEi 第 i 种原料气的期末库存量,t 

Pi 报告期内第 i 种原料气的购入量,t 

Si 报告期内第 i 种原料气向外销售/输出量,t 

刻蚀工序与 CVD 腔室清洗工序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副产品

按下面的公式计算。 

 

𝐸𝐵𝑃,𝑖,𝑗 第 i 种原料气产生的第 j 种副产品排放, tCO2e 

h 原料气容器的气体残余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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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j 第i 种原料气产生第j 种副产品的转化因子,t 副 

产品/t 

FCi 报告期内第 i 种原料气的使用量,t 

aj 废气处理装置对第 j 种原料气的收集效率,% 

dj 废气处理装置对第 j 种原料气的去除效率,% 

GWPj 第 j 种原料气的全球变暖潜势 

i 原料气的种类 

j 副产品的种类 

3.3.3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受核查方净购入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按下面公式计算： 

电力电力净电 EFADE
CO


_2

 

热力热力净热 EFADE
CO


_2

 

式中， 

净电_2CO
E  — 报告主体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

吨 CO2； 

净热_2CO
E  — 报告主体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

吨 CO2； 

电力AD  —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热力AD  — 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消费量，单位为 GJ； 

电力EF  — 电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MWh； 

热力EF  — 热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GJ。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终

版）》中采用的核算方法与《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等指南的核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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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1.1 燃料燃烧排放 

本次核查所涉及的化石燃料燃烧能源品种为天然气、汽油、柴油

等。核查组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16-2018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能

源品种的活动水平数据进行了核查并确认如下信息： 

（1）天然气的活动水平数据：天然气消耗量 

年份 2016 2017 2018 

核查报告值 17.5598 15.5200 13.0276 

数据项 燃气锅炉天然气的消耗量 

单位 万 Nm3 

数据来源 天然气发票 

监测方法 流量计监测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批次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单一数据源 

核查结论 
企业温室气体核查报告数据选取正确，符合《电子设备制造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要求。 

（2）天然气的活动水平数据：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值 

年份 2016 2017 2018 

核查报告值 389.31 389.31 389.31 

数据项 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值 

单位 GJ/万 Nm3 

数据来源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附录二 附表 2.1 缺省值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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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 

交叉核对 单一数据源 

核查结论 
企业温室气体核查报告数据选取正确，符合《电子设备制造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要求。 

（3）汽油的活动水平数据：汽油的消耗量 

年份 2016 2017 2018 

核查报告值 7.9227 15.31 13.3 

数据项 运输车辆汽油的消耗量 

单位 t 

数据来源 办公室统计台账 

监测方法 加油站计量表统计 

监测频次 每加油批次 

记录频次 每批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抽查部分月份发票 

核查结论 
企业温室气体核查报告数据选取正确，符合《电子设备制造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要求。 

（4）汽油的活动水平数据：汽油平均低位发热值 

年份 2016 2017 2018 

核查报告值 43.070 43.070 43.070 

数据项 汽油平均低位发热值 

单位 GJ/t 

数据来源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附录二 附表 2.1 缺省值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 

交叉核对 单一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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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企业温室气体核查报告数据选取正确，符合《电子设备制造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要求。 

（5）柴油的活动水平数据：柴油的消耗量 

年份 2016 2017 2018 

核查报告值 4.5320 15.77 2.82 

数据项 运输车辆柴油的消耗量 

单位 t 

数据来源 办公室统计台账 

监测方法 加油站计量表统计 

监测频次 每加油批次 

记录频次 每批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单一数据源 

核查结论 
企业温室气体核查报告数据选取正确，符合《电子设备制造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要求。 

（6）柴油的活动水平数据：柴油平均低位发热值 

年份 2016 2017 2018 

核查报告值 42.652 42.652 42.652 

数据项 柴油平均低位发热值 

单位 GJ/t 

数据来源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附录二 附表 2.1 缺省值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 

交叉核对 单一数据源 

核查结论 
企业温室气体核查报告数据选取正确，符合《电子设备制造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要求。 

3.4.1.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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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F4 消耗量 

年份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核查报告

值 
6.8474 14.9381 21.9472 

数据项 CF4 消耗量 

单位 Kg 

数据来源 

根据采购量，消耗时间和产量推算 

具体估算过程如下： 

（1）咨询厂家每瓶气体充装量，经咨询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查询采购订单和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可知，每瓶气体充装量均为 30kg； 

（2）经咨询被审核单位，其 CF4 共购买过三批次，本次核算时将交

货时间点作为前一批次气体使用完的节点； 

（3）被审核单位提供了从投产到 2018 年的历年芯片的产量，以此为

基准，进行估算。 

估算过程及结果如下： 

购买批次 购买时间 芯片产量（kk） 四氟化碳消耗量（kg） 

1 投产时 2012 年     

2 2016.1.25 4532 30 

3 2018.5.23 37336 30 

估算的用量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芯片产量（kk） 7313 18591 27314 

四氟甲烷用量（kg） 6.8474 14.9381 21.9472 
 

监测方法 
购买量由厂家提供，消耗时间以购买时间为节点，产量为实际产量（具

体到月）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

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单一数据来源，具体估算过程 

核查结论 
企业温室气体核查报告数据选取正确，符合《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要求。 

（2）CHF3消耗量 

年份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核查报告

值 
3.8851 9.8767 14.5110 

数据项 CHF3 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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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Kg 

数据来源 

根据采购量，消耗时间和产量推算 

具体估算过程如下： 

（1）咨询厂家每瓶气体充装量，经咨询保定市北方特种气体有限公

司，查询采购订单和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可知，每瓶气体充装量均为

30kg； 

（2）经咨询被审核单位，其 CHF3 共购买过两批次，本次核算时将

交货时间点作为前一批次气体使用完的节点； 

（3）被审核单位提供了从投产到 2018 年的历年芯片的产量，以此为

基准，进行估算。 

估算过程及结果如下： 

 

购买批次 购买时间 芯片产量（kk） 四氟化碳消耗量 kg 

1 投产时 2012 年   

3 2018.12.13 56469 30 

估算的用量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芯片产量（kk） 7313 18591 27314 

四氟甲烷用量（kg） 3.8851 9.8767 14.5110 
 

监测方法 
购买量由厂家提供，消耗时间以购买时间为节点，产量为实际产量（具

体到月）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

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单一数据来源，具体估算过程 

核查结论 
企业温室气体核查报告数据选取正确，符合《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要求。 

3.4.1.3 净购入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16-2018年度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净

购入使用的电力进行了核查并确认如下信息： 

净购入使用电力： 

年份 2016 2017 2018 

核查报告值 9060.480 11328.720 12320.981 

数据项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 

单位 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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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2016-2018 年用电量统计表/发票结算数据 

监测方法 电能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单一数据来源，来源于结算发票 

核查结论 
企业温室气体核查报告数据选取正确，符合《电子设备制造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要求。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受核查方的排放因子数据包括：化石燃料的排放因子、工业生产

过程排放因子以及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具体信息列表如下： 

3.4.2.1 燃料燃烧的排放因子 

（1）天然气的排放因子：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年份 2016 2017 2018 

核查报告值 0.0153 0.0153 0.0153 

数据项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附录二 附表 2.1 缺省值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经核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数据选取正确，符合《独立焦

化核算指南》要求。 

（2）天然气的排放因子：天然气的碳氧化率 

年份 2016 2017 2018 

核查报告值 99 9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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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项 天然气的碳氧化率 

单位 % 

数据来源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附录二 附表 2.1 缺省值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经核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数据选取正确，符合《独立焦

化核算指南》要求。 

（3）汽油的排放因子：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年份 2016 2017 2018 

核查报告值 0.0189 0.0189 0.0189 

数据项 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附录二 附表 2.1 缺省值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经核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数据选取正确，符合《独立焦

化核算指南》要求。 

（4）汽油的排放因子：汽油的碳氧化率 

年份 2016 2017 2018 

核查报告值 98 98 98 

数据项 汽油的碳氧化率 

单位 % 

数据来源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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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附录二 附表 2.1 缺省值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经核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数据选取正确，符合《独立焦

化核算指南》要求。 

（5）柴油的排放因子：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年份 2016 2017 2018 

核查报告值 0.0202 0.0202 0.0202 

数据项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附录二 附表 2.1 缺省值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经核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数据选取正确，符合《独立焦

化核算指南》要求。 

（6）柴油的排放因子：柴油的碳氧化率 

年份 2016 2017 2018 

核查报告值 98 98 98 

数据项 柴油的碳氧化率 

单位 % 

数据来源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附录二 附表 2.1 缺省值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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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经核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数据选取正确，符合《独立焦

化核算指南》要求。 

3.4.2.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CF4和 CHF3使用导致的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因子 

核查报告值 

气体类型 原料气的

利用率 

废气处理

装置对原

料气/副产

品的收集

率 

废气处理

装置对原

料气/副产

品的去除

率 

原料气产 

生 CF4 的

转化因子 

CF4 0.1 0.9 0.9  

CHF3 0.6 0.9 0.9 0.07 
 

数据项 CF4 和 CHF3 使用导致的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因子 

单位 / 

数据来源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附录二 附表 2.1 缺省值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经核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数据选取正确，符合《独立焦

化核算指南》要求。 

3.4.2.3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隐含的排放 

年份 2016-2018 

企业排放报告值 0.8843 

核查报告值 0.8843 

数据项 电力排放因子 

单位 tCO2/MWh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档案编号：E C 02( B )201 92 20 

 27 

数据来源 
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2012

年华北电网）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经核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数据选取正确，符合《独立焦

化核算指南》要求。 

3.4.3  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上述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核查组计算了受核查

方 2016～2018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如下。 

（1）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表 3.4.3-1 化石燃料燃烧温室气体排放量 

年度 
物质 

种类 

化石燃料消耗量 

（万 Nm3 或 t） 

低位发热

值（t 或万

Nm3） 

单位热

值含碳

量（tC/

万 Nm3

或 tC/t） 

碳氧化率 

 (%) 

排放量 

（tCO2） 

A B C D D=A×B×C×D×44/12 

2016 

天然气 17.5598 389.31 0.0153 99 379.68  

汽油 7.9227 43.070 0.0189 98 23.17  

柴油 4.5320 42.652 0.0202 98 14.03  

合计 416.88  
 

2017 

天然气 15.5200 389.31 0.0153 99 335.57  

汽油 15.31 43.070 0.0189 98 44.78  

柴油 15.77 42.652 0.0202 98 48.82  

合计 429.18  
 

2018 

天然气 13.0276 389.31 0.0153 99 281.68  

汽油 13.3 43.070 0.0189 98 38.90  

柴油 2.82 42.652 0.0202 98 8.73  

合计 329.32  
 

（2）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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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4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泄漏排放） 

年

份 

种

类 

种类

分类 

使用量

（10-3t） 

残余

比例 

利用

率 

废气处理

装置回收

率 

废气处理

装置去除

率 

全球变

暖趋势 

排放量

(tCO2e） 

20

16 

PF

Cs 
CF4 6.8474 10% 0.1 0.9 0.9 6500 6.8498 

HF

Cs 
CHF3 3.8851 10% 0.6 0.9 0.9 11700 3.1092 

合

计 
       9.9590 

20

17 

PF

Cs 
CF4 14.9381 10% 0.1 0.9 0.9 6500 14.9433 

HF

Cs 
CHF3 21.9472 10% 0.6 0.9 0.9 11700 7.9041 

合

计 
       22.8475 

20

18 

PF

Cs 
CF4 9.8767 10% 0.1 0.9 0.9 6500 21.9549 

HF

Cs 
CHF3 14.5110 10% 0.6 0.9 0.9 11700 11.6129 

合

计 
       33.5677 

表 3.4.3-5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原料气产生副产品排放） 

年份 

原料

气种

类 

使用量（t） 
残余比

例 

原

料

产

生

副

产

品

转

化

因

子 

废气处

理装置

对副产

品收集

效率 

 

废气处

理装置

对副产

品去除

效率 

全球

变暖

趋势 

PFCs

排放

量（单

位：

吨） 

排放量

（tCO2e） 

2016 CHF3 0.0038851 10.00% 0.07 0.9 0.9 6500 0.0000 0.3023 

2017 CHF3 0.0098767 10.00% 0.07 0.9 0.9 6500 0.0001 0.7685 

2018 CHF3 0.014511 10.00% 0.07 0.9 0.9 6500 0.0002 1.1290 

（3）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 

表 3.4.3-5 净购入使用电力二氧化碳排放量 

年度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

（MWh） 

电力排放因子

（tCO2/MWh） 
碳排放量（tCO2） 

A B C=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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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9060.480 0.8843 8012.18  

2017 11328.720 0.8843 10017.99  

2018 12320.981 0.8843 10895.44  

（4）各年度碳排放总量： 

表 3.4.3-7  各年度碳排放总量 

年度 2016 2017 2018 

源类别 
温室气体本

身质量（t） 

CO2e

（tCO2e） 

温室气体本

身质量（t） 

CO2e

（tCO2e） 

温室气体

本身质量

（t） 

CO2e

（tCO2e） 

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

放 
416.88  416.8810  429.18  429.18  329.32  329.32  

工业生产过程 CO2 排

放 
0.00  10.2612  0.0000  23.6159  0.0000  34.6968  

工业生产过程 HFCs

排放 
0.0003  3.1092  0.0007  7.9041  0.0010  11.6129  

工业生产过程 PFCs

排放 
0.0011  7.1521  0.0024  15.7118  0.0036  23.0839  

净购入的电力产生的

CO2 排放 
8012.18  8012.18  10017.99  10017.99  10895.44  10895.44  

合计  8439.32  10470.78  11259.46 

3.4.4  单位产品/产值排放强度的核查 

根据上述确认的受核查方 2016-2018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

及受核查方生产经营状况，可计算得出： 

表 3.4.4-1 2016-2018 年度单位产品/产值碳排放强度 

年度 
年度碳排放总量

（tCO2e） 

年度产品产量 

（kk） 

单位产品碳排 

放强度 

(tCO2e/kk） 

2016 8439.32 7313 1.1540 

2017 10470.78 18591 0.5632 

2018 11259.46 27314 0.4122 

由表格可以看出，随着产量的大幅增加，受核查方产能利用率逐

年上升，随之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在 2016-2018 年呈现逐年下

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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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受核查方目前已着手开展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和认证工作，其能源

计量、管理等工作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受核查方已经初步建立起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质量管理体系，在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的测

量、收集和获取过程建立的规章制度有待完善，应加强能源消耗及温

室气体排放数据文档管理，做好有关温室气体核算相关的数据文档和

数据记录（包括纸质的和电子的）的保存和管理。 

3.6  其他核查发现 

3.6.1  测量设备运行维护及校准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现场查验测量设备、并且对测量设备管理人员进行现

场访谈，核查组对主要测量设备、实际勘察计量设备安装情况、型号、

精度、规定的校准频次、实际的校准频次、校准标准、覆盖报告期工

作日期和校准日期、有效期等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结果如下表： 

表 3.6.2-1 测量设备信息表 

编号 设备名称 数量 规格型号 精度 
安装位

置 

校核频

次 

1 压力表 184 / 

0-6MPA(2

块)      

0-2.5MPA

（178 块） 

0-4MPA（2

块）     

0-6MPA（2

块） 

气体供

应站和

各用气

点 

1 次/半

年 

2 电能表 1 

DSZY178-G

三相三线费控

智能电能表 

一级 配电室 
供电公

司控制 

3 天然气 2 

LWQZ-150Z

气体涡轮流量

计 

一级 调压室 

天然气

公司控

制 

经核查，受核查方一级计量设备较为完善，建议完善二级、三级

计量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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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年度即有设施退出的数量 

受核查方无既有设施退出。 

3.6.3  年度新增设施情况 

无。 

3.6.4  年度替代既有设施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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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4.1  温室气体核算方法学的符合性 

山西飞虹微纳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核算方法学符合《电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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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排放量及异常波动声明 

4.2.1  年度排放量的声明 

山西飞虹微纳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排放量数据见下表： 

表 4.2.1-1  2016-2018 年度排放量 

年度 2016 2017 2018 

源类别 
温室气体本

身质量（t） 

CO2e

（tCO2e） 

温室气体本

身质量（t） 

CO2e

（tCO2e） 

温室气体

本身质量

（t） 

CO2e

（tCO2e） 

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

放 
416.88  416.8810  429.18  429.18  329.32  329.32  

工业生产过程 CO2 排

放 
0.00  10.2612  0.0000  23.6159  0.0000  34.6968  

工业生产过程 HFCs

排放 
0.0003  3.1092  0.0007  7.9041  0.0010  11.6129  

工业生产过程 PFCs

排放 
0.0011  7.1521  0.0024  15.7118  0.0036  23.0839  

净购入的电力产生的

CO2 排放 
8012.18  8012.18  10017.99  10017.99  10895.44  10895.44  

合计  8439.32  10470.78  11259.46 

4.2.2  年度排放量的异常波动 

对照年度排放量和主产品产量情况，随着产量的上升，2016-2018

年排放量绝对值逐年上升，但单位产品排放强度明显下降，温室气体

排放的规律与生产实际情况较为一致，山西飞虹微纳米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 2016-2018 年度排放量不存在异常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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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企业应进一步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完善各生产车间能源计量，

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的测量、收集和获取过程的规章制度，并

加强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档管理。 

附件 2：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1 营业执照 

2 企业概况 

3 组织机构图 

4 厂区平面图 

5 工艺流程图 

6 2016-2018 年生产统计报表 

7 2016 年电费发票 

8 2017 年电费发票 

9 2018 年电费发票 

10 2016 年天然气发票 

11 2017 年天然气发票 

12 2018 年天然气发票 

13 四氟化碳和三氟甲烷采购单和化验材料 

14 环评竣工验收 

15 现场照片 

附件 3：其他希望说明的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