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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地址 湖州市创业大道 888 号 

联系人 曹建忠 

联 系 方 式

（ 电 话 、

email） 

13506720558 

企业是否是委托方？ 是否，如否，请填写以下内容。 

委托方名称                      地    址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电话、email）                   

重点排放单位所属行业领域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行业 

重点排放单位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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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 1.0，2022 年 4 月 25 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版本 2.0，2022 年 5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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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2e） 12557 /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tCO2e） 12557 /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排放量差异的

原因 
/ / 

核查结论： 

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经文件评审、现场审核与验证，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最终版本）的核算方法和报告符合《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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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源类别 
排放量 

（单位：吨） 

温室气体排放量 

(单位：吨 CO2e) 

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 42.50 42.50 

工业生产过程 CO2 排放 / / 

工业废水处理 CH4 排放量 5.2240 1097.04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量 4288.45 4288.45 

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 排放量 7128.56 7128.56 

企业温室气体碳排放总量 

不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

力隐含的 CO2 排放 
1139.54 

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力

隐含的 CO2 排放 
12557 

2.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 

企业属于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行业，行业代码为 1529，均不涉及配额分配相关补

充数据的核查。 

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的排放量 12557 较 2020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13243  CO2 下降 5.18%，产生波动的主要原因是产品产量的波动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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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企业数据管理基本规范、完整、可信；企业排放边界及排放源界定正确；

核查过程中没有发现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核查组长 陈莉婷 签名 
 

日期 2022 年 5 月 15 日 

核查组成员 倪柯臻 

技术复核人 李兵斌 签名 
 

日期 2022 年 5 月 16 日 

批准人 谢月红 签名 
 
日期 2022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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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为有效实施碳配额发放和交易提供可靠的数据质量保证，杭州超腾能

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作受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对香飘飘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2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

核查目的包括： 

核查企业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的职责、权限是否落实到位； 

1) 核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格式和内容是否符合要求； 

2) 核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数据的来源、排放量计算的方法是否完

整和准确； 

3) 核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程序是否符合

要求； 

4) 核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质量管理是否到位。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如下：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湖州市创业大道 888 号。作为独立法人

核算单位，核查范围包括企业在湖州市行政辖区范围内 2021 年度产生的温

室气体排放，包括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工业废水

厌氧处理 CH4 排放、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1.3 核查准则 

杭州超腾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依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

核查参考指南》的相关要求，开展本次核查工作，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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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独立于委托方和受核查方，避免偏见及利益冲突，在整个核查活

动中保持客观。 

（2）诚信守信 

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确保核查工作的完整性和保密性。 

（3）公平公正 

真实、准确地反映核查活动中的发现和结论，如实报告核查活动中所

遇到的重大障碍，以及未解决的分歧意见。 

（4）专业严谨 

具备核查必须的专业技能，能够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委托方的具体要

求，利用其职业素养进行严谨判断。 

本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1)《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试行）》（以下简称《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核算指南》） 

2)《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 

3)《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17167-2006） 

4)《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5)《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二十八号） 

6)《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 

7)《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

（以下简称《排放报告（初版）》） 

8)《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

（以下简称《排放报告（终版）》） 

9) 其他与碳核查工作相关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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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核查组人员共 3 人，其中陈莉婷为组长，倪柯臻为组员，李兵斌为技

术复核员。核查组成员的职责和分工如下表：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责 工作分工 

1 陈莉婷 组长 

负责与企业联络，主持现场首末次会议；企

业基本信息、排放源涉及的各类数据的符合

性核实、排放量计算方法的核实；计量设备

相关证据的核实、生产能耗报表及能源利用

状况报告、生产统计报表的核实，及撰写核

查报告。 

2 倪柯臻 组员 

现场巡视、数据收集和整理；核实企业业务

和流程、查看设施边界及排放源，主要排放

设施设备及计量器具。协助核实生产能耗报

表和生产统计报表等文件。 

3 李兵斌 技术复核员 

技术评审；对初始核查报告中的信息、排放

源的排放、排放量计算方法、以及数据的合

理性等内容进行评审并且给出修改意见。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进行文件评审工作。企业提供的支持性材

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附件“支持性文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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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边界及排放源的完整性； 

2) 现场查阅企业的支持性文件，交叉核对判断初始排放报告中的活动

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3) 核实数据产生、传递、汇总和报告的信息流，判断获得的相关数据

是否以透明方式获得、记录、分析； 

4) 核实企业排放量的核算方法是否正确、可再现并符合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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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查看企业的实际排放设施和计量设备是否和排放报告中的一致； 

6) 检查计量设备的精度、校验以及测量频次是否符合要求； 

7) 核实企业是否制定且执行了完整的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制度。 

2.3 现场核查 

本次现场核查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1 日。核查组到达现场后，首先

召开首次会议，向企业代表介绍现场核查的目的、内容和方法。然后，核

查组查阅相关文件、资料、数据，并进行信息核对和计算再现；随后，核

查组查看相关的排放设备和计量设备，了解企业生产和监测的情况。同时

核查组与企业负责能源统计、财务等相关人员进行访谈。核查组在内部讨

论之后，召开末次会议，并给出了初步核查发现以及核查结论。 

现场访问的对象及主要内容见下表： 

表 2-2 现场访问记录表 

访问对象 部门 访谈内容 

曹建忠 办公室 企业能源利用状况及对碳排放的认识；

介绍核查的目的、范围、准则、方法以

及程序等；了解企业的基本信息、主要

业务和产品、产能、产量；企业能源结

构、能源管理现状。了解企业的生产工

序、废水处理系统情况、能源和商品的

计量设备情况（包括检定和维护）。 

高剑 保全部 

陆国民 生产管理部 

王志敏 财务部 

了解企业的财务结算台账、票据的存档

管理；企业能源财务结算流程；活动水

平等原始数据的交叉验证情况。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核查组依据《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核算指南》，结合

文件审查和现场访问的综合评价结果编写核查报告。在核查过程中，核查

组未开具不符合清单，于 2022 年 5 月 15 日完成核查报告。 

核查组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将核查报告交由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人员

进行技术复核。技术复核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完成。技术复核无误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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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公司技术部批准。 

 

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通过查看企业的营业执照、企业简介等文件资料，同时现场与企业相

关代表进行了交流，确定以下信息： 

（1）基本信息 

⚫ 企业名称：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 成立时间：2005 年 08 月 12 日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0778299605T 

⚫ 企业所在地：湖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 888 号 

⚫ 法定代表人：蒋建琪 

⚫ 排放报告联系人：曹建忠 

⚫ 行业代码：1529（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 

⚫ 经营范围：饮料（固体饮料类、液体饮料、乳制品）生产、自产产品销

售，食品经营。 

通过查看《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表》等材料，确定企业 2021

年生产经营情况如下： 

表 3-1 生产经营情况 

项目 数值 

产品产量（吨） 72845.77 

工业总产值（万元） 156755 

综合能耗（吨标煤）（上报统计部门） 32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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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机构 

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如下图所示，其中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算由办公

室负责。 

 

图 3.1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3）生产工艺流程 

公司主要生产工艺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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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豆工序： 

 

2）青豆包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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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Q 麦包工序:  

 

4）椰果包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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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芒果布丁工序： 

 

6）蓝莓冻工序： 

配料3（全脂奶
粉），白砂糖

化奶

配料4（CMC 
FL100/白砂糖）

化CMC

调酸，调色

配料1（高酰基结冷胶/低酰基
结冷胶/柠檬酸钠/白砂糖）,水

化胶

配料2（柠檬
酸），热水

溶解

调配

过滤

配料6（山梨
酸钾），热水

配料5（乳酸
钙），热水

溶解溶解

浓缩紫胡
萝卜汁

灌装

杀菌（ccp）

冷却

装筐

入库

过滤

白砂糖，
乳酸野生蓝莓

果酱配料1
（柠檬酸）

水 白砂糖

化糖

过滤

蜜渍

果酱配料2
（山梨酸钾）

定容

溶解

过滤

溶解

检验 隔离、评估不合格

盖膜

片材

干燥

合格

 

配料3（全脂奶粉/脱
脂奶粉），白砂糖

化奶

配料4（CMC 
FL100/白砂糖）

化CMC

配料5（日落
黄/柠檬黄）

调酸，调色

配料1（高酰基结冷胶/低酰基
结冷胶/柠檬酸钠/白砂糖）,水

化胶

配料2（DL-苹果酸/
三氯蔗糖），沸水

溶解

调配

过滤

配料7（山梨
酸钾），热水

配料6（乳酸
钙），热水

溶解溶解

芒果原浆，脱色脱酸
苹果汁，芒果香精

灌装

杀菌(ccp)

冷却

装筐

入库

过滤

溶解

白砂糖，乳
酸

检验 隔离、评估不合格

片材

盖膜

干燥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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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组装工序： 

 
图 3.2 生产工艺流程图 

 

（4）废水处理工艺 

 

图 3.3  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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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饮品废水、奶茶生产废水经格栅捞除水中的大的颗粒物后进入调

节池，为免使悬浮物在调节池内沉淀，在调节池内设置穿孔曝气管。废水

由废水提升泵 1#将废水提升到混凝沉淀池(在反应池内分别投加混凝剂

PAC、PAM)将大部份悬浮物去除，同时去除部份 COD，沉淀池上清液进入

中间池，由废水提升泵 1#将废水提升到厌氧池进行厌氧反应，厌氧池出水

经缺氧池-接触氧化池进行好氧生物反应去除水中的有机物，最经过水解酸

化池-MBBR 池进行二级 A-O 处理，出水经过二沉池(原池改造)沉淀后，出

水达标排放。 

二沉池排出污泥由污泥回流泵回流到缺氧池及水解酸化池，以保持系

统中的污泥浓度，剩余污泥进入污泥浓缩池。混凝沉淀池及厌氧反应器排

出的污泥进入污泥池(新建)，由污泥泵提升到污泥浓缩池，进入原有污泥处

理系统进行脱水处理。 

（4）主要耗能设备 

受核查方主要耗能设备如下表所示： 

表 3-2 主要耗能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规格 设备生产厂家 数量 

1 包装机 DXD400-V 
北京迈威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 
18 

2 电干燥箱 DHG-9640AS 
嘉兴市中新医疗仪

器有限公司 
1 

3 杀菌釜 TR14-125 
江苏天宇机械机械

有限公司 
1 

4 双链条电动葫芦 2t  （6 米） 
台州利安机电有限

公司 
14 

5 糖浆脱色设备 2400*1500*1000 
杭州天华机械有限

公司 
1 

6 抽糖水水泵 Y100L1-4 太仓市电机厂 1 

7 夹层锅 
500L 立式

（1100*4/1200*5） 

浙江苍南县立瓯石

化设备有限公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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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规格 设备生产厂家 数量 

8 
小袋全自动液体包装

机（酱包机） 
MW-239CP 

武汉迈威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 
1 

9 搅拌锅 
500L 立式

（1100*4/1200*5） 

浙江苍南县立瓯石

化设备有限公司 
2 

10 双门蒸饭箱（含餐盘） 24 盘 乐创机械有限公司 1 

11 槽型烧煮锅 4M*1M*1.1M 
江苏天宇伟业科技

有限公司 
6 

12 换热器 2814*408*1457 
上海本尤机械有限

公司 
1 

13 冷水机 1 NWS-20WC 东莞市纳金机械 1 

14 
高温圆形逆流式冷却

塔 
GAB-70 

湖州众心板焊有限

公司 
1 

注：选取部分用能设备。 

（5）能源计量器具 

受核查方主要能源为天然气、电力和热力。受核查方的主要能源计量

器具如下： 

表 3-3 主要计量器具清单 

序

号 

计量器

具名称 

型号 

规格 
准确度等级 测量范围 

安装使

用地点 

检定 

周期 
状态 

1 电能表 DTS634 
20000imp/kwh,

2000imp/kvarh 
8000/5 

全厂总

电表 
1 年/次 合格 

2 

热式气

体质量

流量计 

DN80 1.0 级 0.5t/h-8t/h 
全厂总

蒸汽表 
1 年/次 合格 

3 

超声流

量计计

量 

- - - - - 合格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初版）》中排放单位的基本信息，确认其

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符合《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核算指

南》的要求。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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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地理边界 

核查组现场核对了受核查方 2021 年度《排放报告（初版）》，对企业

地理边界内所有固定设施进行了现场观察、资料对比，并与负责人交谈后，

核查组确认了以下信息： 

受核查方位于湖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 888 号，为独立法人企

业，受核查方的厂区平面图如下： 

 

图 3.4  厂区平面图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的核算边界符合《食品、烟草及酒、

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核算指南》的要求。 

 

3.2.2 排放源界定 

核查组查阅了受核查方 2021 年度《排放报告（初版）》等资料，和受

核查方相关负责人进行交流，同时现场查看了生产设备，确定企业的温室

气体排放源如下： 

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因此受核查方边界为受核查方控制的所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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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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直接生产系统工艺装置为受核查

方所有的生产线，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厂区内的动力、供电、供水、机修、

仪表、仓库、运输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办公楼、生产指挥管理系统、职

工食堂等。 

综上所述，2021 年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源识别如下： 

⚫ 食堂用天然气燃烧的 CO2 排放； 

⚫ 夹层锅、换热器加热用蒸汽的 CO2 排放； 

⚫ 厌氧池处理废水产生的 CH4 排放； 

⚫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核算边界符合《食品、烟草及

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核算指南》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排放报告（初版）》，

确认其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方法： 

废水热和电过程燃烧 EEEEE +++=                              （1） 

式中： 

E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 CO2 当量； 

E 燃烧为企业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 

E 过程为企业的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 

E 电和热为企业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费的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 

E 废水为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 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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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

=
n

1i

ii燃烧 )EF(ADE
                                     （2）                                  

式中： 

ADi为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 中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 GJ； 

EFi为第 i 中化石燃料的 CO2 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GJ； 

i 为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iii FCNCVAD =                                         （3） 

式中： 

NCVi是核查和报告年度内第 i 种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值，单位为 GJ/t； 

FCi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 种燃料的净消耗量，单位为 t 或万 Nm3 

12

44
OFCCEF iii =                                      （4） 

式中： 

CCi为第 i 中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 tC/GJ； 

OFi为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二）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企业在核查年度不涉及该部分排放。 

 

（三）废水厌氧处理 CH4 排放 

𝐸𝐺𝐻𝐺_废水 = 𝐸𝐶𝐻4_废水 × 𝐺𝑊𝑃𝐶𝐻4 × 10−3                       （5） 

式中： 

EGHG_废水为废水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当量，单位为吨二氧

化碳当量（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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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PCH4 为甲烷的全球变暖潜势（GWP）值，根据《省级温室气体清单

编制指南（试行）》，GWPCH4 取 21。 

𝐸𝐶𝐻4_废水 = (𝑇𝑂𝑊 − 𝑆) × 𝐸𝐹 − 𝑅                            （6） 

MCFBoEF =                                            （7） 

式中： 

ECH4_废水为废水厌氧处理过程甲烷排放量（千克） 

TOW 为废水厌氧处理去除的有机物总量（千克 COD） 

S 为以污泥方式清除掉的有机物总量（千克 COD） 

EF 为甲烷排放因子（千克甲烷/千克 COD） 

R 为甲烷回收量（千克甲烷） 

Bo 为厌氧处理废水系统的甲烷最大生产能力（kgCH4/kgCOD） 

MCF 为甲烷修正因子，无量纲。 

由于企业没有直接的厌氧处理系统去除 COD 的统计，TOW 采用以下

公式计算： 

( )outin CODCODWTOW −=                                  （8） 

W 为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废水量（m3） 

CODin 为厌氧处理系统进口废水中化学需要量浓度（kgCOD/m3） 

CODout为厌氧处理系统出口废水中化学需要量浓度（kgCOD/m3） 

 

（四）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 CO2 排放 

2coE AD EF
−

= 净电 电力 电力                                        （4） 

2coE AD EF
−

= 净热 热力 热力                                        （5）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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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电_2CO
E

为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净热_2CO
E

为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AD 电力为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单位为 MWh； 

EF 电力为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消费，单位为 GJ（百万千焦）； 

AD 热力为电力供应的 CO2 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MWh； 

EF 热力为热力供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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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报告（初版）》中采用的

核算方法与《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核算指南》一致。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企业提供的支持性文件和现场访谈，对受核查方提交

的 202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初始报告中每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

源、测量方法、测量频次、记录频次、缺失处理等内容进行了核查，并对

数据进行了交叉检查，核证结果如下表： 

3.4.1.1 活动水平数据 1 

表 3-4  天然气消耗的核查 

数据名称 天然气消耗量 

单位 万 Nm3 

数据 1.9657 

数据来源 《2021 年度能源耗用表》 

测量方法 超声流量计计量 

测量频次 实时测量 

数据缺失处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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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检查（如有） 无 

交叉核对 

采用天然气的发票进行交叉核对，汇总天然气发票数据为

1.9657 万 Nm3，与《2021 年度能源耗用表》中天然气的耗用量

一致。《2021 年度能源耗用表》中天然气的消耗量为生产抄表

记录数据，核查组认为《2021 年度能源耗用表》的数据是合理

且符合标准要求的。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终版）》中的天然气消耗量与核查组核证数据一

致，核查组认为该数据真实、可信且符合指南要求。 

 

表 3-5 核查确认的天然气的消耗量（万 Nm3） 

月份 核证值：2021年度能源耗用表 交叉核对值：天然气购买发票 

1月 0.2178 0.2178 

2月 0.1570 0.1570 

3月 0.1101 0.1101 

4月 0.0675 0.0675 

5 月 0.0203 0.0203 

6 月 0 0 

7 月 0.1157 0.1157 

8 月 0.1868 0.1868 

9 月 0.2468 0.2468 

10 月 0.3451 0.3451 

11 月 0.2273 0.2273 

12 月 0.2713 0.2713 

合计 1.9657 1.9657 

 

3.4.1.2 活动水平数据 2 

表 3-6  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废水量的核查 

数据名称 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废水量 W 

单位 m3 

数据 186940 

数据来源 废水处理统计表 

测量方法 水表测量 

测量频次 实时测量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完整无缺失 

抽样检查（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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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核对 受核查方未能提供交叉核对数据。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终版）》中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废水量与核查组

核证数据一致，核查组认为该数据真实、可信且符合指南要求。 

 

表 3-7 核查确认的厌氧处理废水量 

月份 污水处理系统月报表（m3） 

1月 29868 

2月 16052 

3月 8797 

4月 8476 

5 月 7378 

6 月 7761 

7 月 10728 

8 月 16173 

9 月 18576 

10 月 20253 

11 月 22338 

12 月 20540 

合计 186940 

 

3.4.1.3 活动水平数据 3 

表 3-8  厌氧处理系统进口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浓度 CODin 

数据名称 厌氧处理系统进口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浓度 CODin 

单位 kgCOD/m3 

数据 2.2673 

数据来源 废水处理统计表 

测量方法 每班次取样测量，每天每月统计汇总 

测量频次 每班次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完整无缺失 

抽样检查（如有） 无 

交叉核对 

该数据为企业内部统计数据，无其他交叉核对数据源。核查组

查看了原始记录台账，确认数据记录详实清晰，且汇总成电子

档案存档，汇总没有错误。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终版）》中厌氧处理系统进口废水中的化学需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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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浓度与核查组核证数据一致，核查组认为该数据真实且符合

指南要求。 

 

3.4.1.4 活动水平数据 4 

表 3-9  厌氧处理系统出口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浓度 CODout 

数据名称 厌氧处理系统出口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浓度 CODout 

单位 kgCOD/m3 

数据 0.03171 

数据来源 废水处理统计表 

测量方法 每班次取样测量，每天每月统计汇总 

测量频次 每班次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完整无缺失 

抽样检查（如有） 无 

交叉核对 

该数据为企业内部统计数据，无其他交叉核对数据源。核查组

查看了原始记录台账，确认数据记录详实清晰，且汇总成电子

档案存档，汇总没有错误。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终版）》中厌氧处理系统出口废水中的化学需氧

量浓度与核查组核证数据一致，核查组认为该数据真实且符合

指南要求。 

 

核查组与企业沟通后确认，企业不存在污泥方式清除工序，不存在甲烷回收装置，

即以污泥方式清除掉的有机物总量和甲烷回收量均为0。 

3.4.1.5 活动水平数据 5 

表 3-10  净购入电力的核查 

数据名称 净购入电力 AD 电 

单位 MWh 

数据 6095.872 

数据来源 《2021 年度能源耗用表》 

测量方法 电能表测量 

测量频次 实时测量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完整无缺失 

抽样检查（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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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核对 

通过电力发票进行交叉核对，汇总电力发票的数据为

6095.872MWh，与《2021 年度能源耗用表》中电力数据一致。

《2021 年度能源耗用表》为生产抄表记录，因此核查组认为可

采用《2021 年度能源耗用表》作为数据源，数据真实、可信且

符合指南要求。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终版）》中的净外购电量与核查组核证数据一致，

核查组认为该数据真实、可信且符合指南要求。 

 

表 3-11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MWh） 

月份 核证值：2021年度能源耗用表 交叉核对值：电力发票 

1月 602.760 602.760 

2月 137.800 137.800 

3月 150.840 150.840 

4月 84.760 84.760 

5 月 132.360 132.360 

6 月 220.840 220.840 

7 月 444.000 444.000 

8 月 756.480 756.480 

9 月 1005.271 1005.271 

10 月 910.629 910.629 

11 月 918.344 918.344 

12 月 731.788 731.788 

合计 6095.872 6095.872 

 

3.4.1.6 活动水平数据 6 

表 3-12  净购入热力的核查 

数据名称 净购入热力 AD 热力 

单位 GJ 

数据 64805.10 

数据来源 《2021 年度能源耗用表》 

测量方法 

蒸汽流量计测量，经核查组现场核查，与受核查方负责人沟通

得知，蒸汽进厂压力为 1MPa，温度在 260°C 左右，依据《工业

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附录，判断企业

消耗蒸汽属于过热蒸汽。根据蒸汽压力和温度条件，采用内插

法计算得到蒸汽焓值为 2965.23 KJ/kg，依据《工业其他行业企

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中蒸汽质量与热力换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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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蒸汽 = 𝑀𝑎𝑠𝑡 × (𝐸𝑛𝑠𝑡 − 83.74) × 10−3，企业消耗蒸汽热力为： 

22490.134×（2965.23 -83.74）/1000= 64805.10GJ。 

测量频次 实时测量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完整无缺失 

抽样检查（如有） 无 

交叉核对 

通过蒸汽发票进行交叉核对，汇总蒸汽发票的数据为

22490.134t，与《2021 年度能源耗用表》中蒸汽量数据一致。《2021

年度能源耗用表》为生产抄表记录，因此核查组认为可采用

《2021 年度能源耗用表》作为数据源，数据真实、可信且符合

指南要求。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终版）》中的净外购热力与核查组核证数据一致，

核查组认为该数据真实、可信且符合指南要求。 

 

表 3-13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热力 

月份 
核证值：2021年度能源耗用表 交叉核对值：电力发票 

蒸汽量（t） 热力 蒸汽量（t） 

1月 3204.517 9233.78 3204.517 

2月 451.222 1300.19 451.222 

3月 966.161 2783.98 966.161 

4月 396.553 1142.66 396.553 

5 月 530.103 1527.49 530.103 

6 月 950.798 2739.71 950.798 

7 月 1046.964 3016.82 1046.964 

8 月 1055.118 3040.31 1055.118 

9 月 2865.17 8255.96 2865.17 

10 月 3953.82 11392.89 3953.82 

11 月 3542.446 10207.52 3542.446 

12 月 3527.262 10163.77 3527.262 

合计 22490.134 64805.10 22490.134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企业提供的支持性文件和现场访谈，对受核查方提交

的 202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初始报告中每一个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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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核证。核查组对它们的来源、测量方法、测量频次、记录频次、缺失处

理等内容进行了核查，核证结果如下表： 

3.4.2.1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 1 

 

表 3-14  天然气的低位发热值的核查 

数据名称 天然气的低位发热值 NCV 天然气 

单位 GJ/万 m3 

数据 389.31 

数据来源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核算指南》缺省值 

企业未检测天然气的低位发热值，因此选用《食品、烟草及酒、

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核算指南》缺省值。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终版）》中天然气的低位发热值与《食品、烟草及

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核算指南》缺省值一致，核查组确认该数

据使用正确。 

 

表 3-15  天然气的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数据名称 天然气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CC 天然气 

单位 tC/GJ 

数据 0.0153 

来源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核算指南》缺省值 

企业未检测天然气的含碳量，因此选用《食品、烟草及酒、饮料

和精制茶企业核算指南》缺省值。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终版）》中的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与《食品、烟

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核算指南》缺省值一致，核查组确认

该数据使用正确。 

 

表 3-16  天然气的碳氧化率的核查 

数据名称 天然气的碳氧化率 OF 天然气 

单位 - 

数据 99% 

来源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核算指南》缺省值 

企业未检测天然气的碳氧化率，因此选用《食品、烟草及酒、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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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精制茶企业核算指南》缺省值。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终版）》中的天然气的碳氧化率与《食品、烟草及

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核算指南》缺省值一致，核查组确认该数

据使用正确。 

 

3.4.2.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 2 

表 3-17  厌氧处理废水的甲烷最大生产能力的核查 

数据名称 厌氧处理废水的甲烷最大生产能力 Bo 

单位 kgCH4/kgCOD 

数据 0.25 

来源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核算指南》缺省值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终版）》中厌氧处理废水的甲烷最大生产能力与《食

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核算指南》缺省值一致，核查

组确认该数据使用正确。 

 

表 3-18  甲烷修正因子的核查 

数据名称 甲烷修正因子 MCF 

单位 - 

数据 0.5 

来源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核算指南》中酒、饮料和

精制茶制造业推荐值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终版）》中甲烷修正因子与《食品、烟草及酒、饮

料和精制茶企业核算指南》中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推荐值推

荐值一致，核查组确认该数据使用正确。 

 

3.4.2.3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 3 

表 3-19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名称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EF 电 

单位 tCO2/MWh 

数据 0.7035 

来源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

碳排放因子》中 2012 年华东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终版）》中的电力排放因子与《食品、烟草及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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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核算指南》缺省值一致，核查组确认该数据使

用正确。 

 

3.4.2.4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 4 

 

表 3-20  净购入热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名称 净购入热力排放因子 EF 热力 

单位 tCO2/GJ 

数值 0.11 

来源 缺省值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终版）》中的热力排放因子与《食品、烟草及酒、饮料

和精制茶企业核算指南》缺省值一致，核查组确认该数据使用正确。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依据《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核算指南》，核查组对企

业报送的排放报告计算过程及结果进行了核查。核证结果如下： 

（1）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表 3-21 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年度 
物质 

种类 

化石燃料消

耗量 A（t 或

万 m3） 

低位发热值 

B（GJ/t 或

GJ/万 m3） 

单位热值含碳

量 C（tC/GJ） 

碳氧化率 

D（%） 

CO2与碳

的转化系

数 E 

排放量 

G=A×B×C×D

/100×E 

（tCO2） 

2021 天然气 1.9657 389.31 0.0153 99 44/12 42.50 

合计 42.50 

 

（2）废水厌氧处理排放 

表 3-22 废水厌氧处理的甲烷排放量 

年度 

厌氧池

处理过

程产生

的废水

厌氧处理系

统进口废水

中的化学需

氧量浓度 B

厌氧处理系

统出口废水

中的化学需

氧量浓度 C

以污泥方

式清除掉

的有机物

总量 D

厌氧处理废

水系统的甲

烷最大生产

能力 E

甲

烷

修

正

甲

烷

回

收

甲烷排

放量 H=

（（A×

（B-C）

二氧化

碳排放

当量

（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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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A

（m3） 

（kgCOD/

m3） 

（kgCOD/

m3） 

（kgCOD

） 

（kgCH4/kg

COD） 

因

子
F 

量
G 

-D）
×E×F-G

）/1000 

（t） 

） 

I=H×21 

2021 186940 2.2673 0.0317 0 0.25 0.5 0 5.2240 1097.04 

（3）净购入电力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表 3-23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年度 
净购入电量 A 

（MWh） 

排放因子 B 

（tCO2/MWh） 

排放量 C=A×B 

（tCO2） 

2021 6095.872 0.7035 4288.45 

 

（4）净购入热力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表 3-24 净购入热力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年度 
净购入电量 A 

（MWh） 

排放因子 B 

（tCO2/MWh） 

排放量 C=A×B 

（tCO2） 

2021 64805.10 0.11 7128.56 

 

（5）2021 年度碳排放总量： 

表 3-25  2021 年度碳排放总量 

年度 
化石燃料燃烧

排放 E1（tCO2） 

工业生产过程

排放 E2

（tCO2） 

废水厌氧处理

排放 E3

（tCO2e） 

净购入电力和

热力排放 E4

（tCO2） 

碳排放总量

E5=E1+E2+E3 

+E4（tCO2e） 

2020 42.50 - 1097.04 11417.01 12557 

 

 

3.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属于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行业，行业代码为 1529，均不涉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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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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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通过查看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排放报告（初版）》，

同时现场访问了相关企业负责人，对企业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情况进行了

核查，具体结论如下： 

⚫ 企业指定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 企业针对汽柴油、天然气、净购入电力等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记录； 

⚫ 企业建立了计量器具管理体系，对企业内部计量器具定期校验。 

⚫ 企业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其他核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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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经文件评审、现场审核与验证，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温

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的核算方法和报告符合《食品、烟草及酒、

饮料和精制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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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如下： 

源类别 
排放量 

（单位：吨） 

温室气体排放量 

(单位：吨 CO2e) 

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 42.50 42.50 

工业生产过程 CO2 排放 / / 

工业废水处理 CH4 排放量 5.2240 1097.04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量 4288.45 4288.45 

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 排放量 7128.56 7128.56 

企业温室气体碳排放总量 

不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

力隐含的 CO2 排放 
1139.54 

包括净购入电力和热力

隐含的 CO2 排放 
12557 

 

4.2.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 

受核查方属于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行业，行业代码为 1529，均不涉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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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的排放量 12557 较 2020 年度温室

气体排放量为 13243 CO2下降 5.18%，产生波动的主要原因是产品产量的波

动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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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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企业数据管理基本规范、完整、可信；企业排放边界及排放

源界定正确；核查过程中没有发现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温室气体核查报告 

                                               

   30 

 

5. 附件 

附件1：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描述 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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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序号 建议 

1 建立碳排放专项部门，负责准备并保存所有碳排放相关资料，并对企业排放

报告进行内核，对填报的排放报告负责，定时进行碳排放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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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支持性文件 

1.  营业执照 

2.  组织机构图 

3.  厂区平面图 

4.  生产工艺流程图 

5.  香飘飘废水处理技术方案 

6.  主要耗能设备台账 

7.  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 

8.  2021 年度能源耗用表 

9.  废水处理统计表 

10.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11.  工业企业成本费用 

12.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表 

13.  天然气发票 

14.  电力发票 

15.  蒸汽发票 

16.  现场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