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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情况汇总表 

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名称 
山东新龙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寿光市王高新龙工业园 

联系人 胡秀荣 

联 系 方

式 （ 电

话 、

email） 

13646468028  
hxiurong@163.com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是委托方？   ■是   □否，如否，请填写下列委托

方信息。 
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所属行业

领域 

化工行业 
火力发电（自备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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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中国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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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2019 年 2 月 21 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

告（最终）版本/
日期 

V2，2019 年 2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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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773.6107 
烧碱：271806.9258 
双氧水：25832.78127 
自备电厂 881956.6866  

经核查后的排放

量（tCO2e） 634773.6107 
烧碱：271806.9258 
双氧水：25832.78127 
自备电厂 881956.6866  

核查结论： 
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山东新龙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中国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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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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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数据 2018 年度数值 

1、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量(tCO2) 882316.4255 

2、脱硫过程排放量(tCO2) 0 

3、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tCO2) 0 

4、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tCO2) -89064.13255 

5、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消费引起的排放量(tCO2) -158478.6823 

6、企业边界的 CO2 回收利用量(tCO2) 0 

7、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 634773.6107 

2.2 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烧碱补充数据 2018 年度数值 
纳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71806.9258 

1.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1.2 净购入使用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267042.4996 
1.3 净购入使用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4764.4262 
2 主营产品产量（t） 186464.7 
2.2 ≥30%烧碱出槽量（折百量）（t） 186464.7 

2.2.1 ≥30%烧碱出槽碱标号（%） 32 

双氧水补充数据 2018 年度数值 
纳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5832.78127  

1.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1.2 净购入使用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8801.74089 
1.3 净购入使用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7031.040383 

2 主营产品产量（t） 36239.56 

发电补充数据 2018 年度数值 
机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881956.6866 
供电量（MWh） 557630.0329 
供热量（GJ） 1478603.4000 

3.核查过程中不存在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核查组长 卢琳 签名 
 

日期：2019 年 3 月 23 日 

核查组成员 李晗、孙得政 

技术复核人 杨晓芳 签名  日期：2019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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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人 田延军 签名 
 

日期：2019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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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查结论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山东亚华低碳科技

有限公司确认：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山东新龙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中国化工生

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4.2 排放量的声明 

4.2.1 企业法人边界排放量的声明 

山东新龙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的排放量如下： 

年

度 

化石燃

料燃烧

产生的

CO2 排

放量

(tCO2) 

脱硫

过程

排放

量

(tCO
2) 

工业生

产过程

产生的

各种温

室气体

CO2 当

量排放

(tCO2) 

企业净购

入的电力

消费引起

的 CO2 排

放量(tCO2) 

企业净购

入的热力

消费引起

的 CO2 排

放量(tCO2) 

企业

边界

的

CO2

回收

利用

量

(tCO2

) 

企业 CO2

排放总量 

201
8 

882316.
4255 0  0  -89064.132

55 
-158478.68

23  0  634773.61
07 

4.2.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 

山东新龙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补充数据表的排放量及产品产量如下： 

烧碱补充数据 2018 年度数值 
纳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71806.9258 

1.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1.2 净购入使用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267042.4996 
1.3 净购入使用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4764.4262 
2 主营产品产量（t） 186464.7 
2.1 ≥30%烧碱出槽量（折百量）（t） 186464.7 

2.2 ≥30%烧碱出槽碱标号（%）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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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氧水补充数据 2018 年度数值 
纳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5832.78127  

1.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1.2 净购入使用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8801.74089 
1.3 净购入使用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7031.040383 

2 主营产品产量（t） 36239.56 

 

发电补充数据 2018 年度数值 
机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881956.6866 
供电量（MWh） 557630.0329 
供热量（GJ） 1478603.4000 

 

4.3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 


	核查情况汇总表
	4核查结论
	4.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4.2排放量的声明
	4.2.1企业法人边界排放量的声明
	4.2.2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

	4.3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