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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基本情况表

重点排放单

位名称

山东星宇手套有限

公司
地址

高密市开发区姚前路

2158号

联系人 徐晓栋
联系方式（电

话、email）
13721976381

排放单位是否是委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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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单位所属行业领域 纺织行业

排放单位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工业其他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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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 5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2021年 1月 16日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tCO2e） 239296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tCO2e） 239296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排放量差异

的原因
无

核查结论：

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核查组通过对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司开展的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在核查发

现得到关闭或澄清之后，核查组认为：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司报告的 2022年度

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和数据是可核查的，且满足核查准则的要求。

2. 排放量声明：

经核查，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司 2022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源类别 2022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163970.92

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 /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甲烷排放 /

甲烷回收与销毁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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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回收利用量 /

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排放 75324.67

法人边界排放量总计 239296

3.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

核查组组长 李子琦 签字 日期 2023年 1月 10日

核查组成员 童德政

技术复核人 李莲 签名 日期 2023年 1月 13日

批准人 林武 签名 日期 2023年 1月 16日



3

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深圳华测国际认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华测”）受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的委托，对其2022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

核查目的包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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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

求；

（2）根据《工业其他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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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核查方作为独立法人核算单位，在山东省行政辖区范围内（厂址位于高密

市开发区姚前路2158号）2022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期间产生的温室气体排

放：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

1.3 核查准则

（1）《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2）《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简

称《工业其他核算指南》）

（3）《温室气体 第三部分 温室气体声明审定与核查的规范及指南》

（ISO14064-3）

（4）《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5）《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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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6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8）《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

（9）《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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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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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华测国际认证有限公司组织了核查组和技术评审组，核查组成员和技术评审

人员详见下表。

表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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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琦 组长

主持首次会议，确定企业法人状况、企业物理边界，

排放边界，排放源、排放设施等进行沟通交流;
主持末次会议，对核查过程中涉及到的相关活动数

据的监测、记录进行指导。

2 童德政 组员
对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电力间接排放涉及到的燃料

及电力数据进行审阅，核对，汇总。

3 李莲 技术复核 技术复核，报告审核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3年 1月 8日对受核查方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版）》

（以下简称“《排放报告（初版）》”），及相关资料进行了文件评审。文件评审

对象和内容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企业基本信息文件、排放设施清单、活动

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信息文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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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sres.com/detail/814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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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附件 2“支持性文件清

单”。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3年 1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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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现场核查访谈记录表

时间
核查组

人员
受访人员/职务 核查/访谈内容

2023/
1/9

李子琦/
童德政

耿方坤/副总

召开首次会议

核查组介绍核查组组成、介绍现场核查工作内容、重

点核查区域、公正性、保密性声明等

企业介绍工艺流程、核算边界及变化信息、生产情况

等相关信息

陈大斌/生产部部

长

现场走访、了解生产工艺、主要耗能设施设备（如造

气炉、辅助设施、附属设施情况

燃料监测、统计情况、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能源

计量网络图、校准情况

厂区平面布置、主要耗能设备、计量器具拍照

卢英霞/财务部部

长

石寿龙/安环部副

部长

验证企业燃料排放源年消耗量、汇总统计过程

验证企业生产过程排放及相关统计和检测报告

交叉验证企业生产月报、年报数据、使用年采购量结

合库存计算的年消耗量、财务 ERP/金蝶系统导出的

入库出库量（如有）

验证各排放源排放因子选择或计算的正确性

对比核查排放量与企业初始填报的差异及原因分析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报告核查组针对文件评审及现场核查中的发现开具 0项不符合项，核查组在

现场核查后，完成数据整理及分析，于 2023年 1月 10日完成了山东星宇手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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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碳核查报告，于 2023年 1月 16日由技术评审委员会成员按照公司的内部

质量控制流程完成了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司碳核查报告的技术评审。

3 核查发现

3.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

核查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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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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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
山东星宇手套有限

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 9137078577418160X7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业 纺织行业

法人代表姓名 周星余 联系电话（区号） /

注册日期 2005年 04月 14日 注册资本 28800万元

所在市 潍坊市 所在区/县 高密市

详细地址
山东省高密市开发

区姚前路 2158号
邮编 261502

负责部门 行政部 负责人 禚振友

联系人 徐晓栋 核算指南行业分类 工业其他行业

联系电话（区号） 13721976381 电子邮箱 /

企业简介

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手套织造和浸胶手套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劳保手套生产商

和外贸供应商，上榜山东省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据中国纺织工业

联合会统计，在浸渍手套领域，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销售额等指

标居全球第二位、亚洲第一位，连续 12年居中国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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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1 组织架构图

图 3.1.1-2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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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3 厂区平面图

3.1.2 能源管理现状及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核查组现场查阅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司的生产月报、原燃材料消耗、库存、

生产、销售、能耗情况统计汇总表、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全年电耗统计表、

能源计量设备台账等文件，确认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司已建立能源管理制度，对

节能管理进行了细化，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企业已基本配备一级

计量器具，从统计结果看，一级计量器具配置率达到 100%，所有计量器具均进

行了定期检定和校准。能源消耗种类为：电力和烟煤。

3.1.3 受核查方生产工艺流程

（一）织造车间

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司所生产主要产品为浸胶手套。

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司共有 17 个车间：2个织造车间和 15 个浸胶车间。各

车间生产工艺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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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织造车间

织造车间：共有员工 387 人，设六名班长。主要任务是制备手套胚，分为织

布、裁剪、锁边、拉绒、检验、包装等工序。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3.1.3-1。

图 3.1.3-1 织造车间生产工艺流程图

织造车间生产工艺流程简述如下：纱线经织布机织布后，再经过裁剪剪成小

块布料，然后锁边防止布料脱线，再经过抓绒工序使布料上起绒，使手感更加柔

软，最后经检验包装后入库。

（二）浸胶车间

浸胶车间：共有 15 个浸胶车间，共有员工 3963 人，设十五名车间主任。主

要任务是使套胚手掌部分用胶料覆盖，提高手套的耐磨、抗割、防滑性能。

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3.1.3-2。

图 3.1.3-2 浸胶车间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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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艺流程简述如下：

将树脂、乳胶、滑石粉等原料按一定比例进行配比之后，加热水进行调胶，

进入浸胶生产线；手套胚经人工套在模具上，经修整烘干之后到达水槽浸水，再

将多余的水分控出后，进入浸胶工序，使手掌部分浸上胶，再将多余的胶料振去

后进入烘箱烘干，最后包装入库。

3.1.4 受核查方生产经营情况

表 3.1.4-1 2022年生产经营情况汇总表

工业总产值（万元） 188101.00

产品产量 浸胶手套（双） 493484423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初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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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组查阅了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环评报告等技术设

计文件、采访了企业技术负责人，同时现场查看了生产设备，确定企业的技术流

程和温室气体排放源如下：

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司自无下属分、子公司以及分厂，其排放边界包括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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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辅助生产

系统包括动力、供电、供水、化验、机修、库房、运输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

产指挥系统（厂部）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初版）》，确认其完整识别了核算边界，符合《核

算指南》的要求。核查组确定 2022年度期间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主要排放源

信息

排放种类 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燃料燃烧排放 烟煤 锅炉

净购入电力消费产生的排放 外购电力 生产系统耗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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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对核算方法进行了核查，确认核算方法的选择符合《核算指南》的要

求，不存在任何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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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所涉及的化石燃料燃烧的能源品种为柴油和天然气。核查组对受核

查方提交的排放报告中以上能源品种的活动水平数据进行了核查并确认如下信

息：

（1）烟煤消耗量

核查报告值 79155.29

数据项 烟煤的消耗量

单位 t

数据来源 生产统计表

监测方法 皮带秤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

交叉核对
核查组查看了《购买发票》，确认烟煤购进数据与生产消耗数

据符合逻辑关系。因此核查组确认采购发票中数据合理可信。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烟煤的消耗量真实、准确且符合要求。

表 3.4.1-1 核查组确认烟煤的消耗量（吨）

月份 核查确认的消耗量

1月 5362.13

2月 5036.00

3月 5846.49

4月 61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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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5785.64

6月 7156.66

7月 6158.51

8月 7491.75

9月 7598.43

10月 7032.37

11月 7945.35

12月 7609.08

合计 79155.29

3.4.1.2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

核查报告值 85180

数据项 净外购电力的消耗量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采购发票

监测方法 多功能电表

监测频次 连续测量

记录频次 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

交叉核对

核查组查看了受核查方《能耗统计表》，核查确认《能耗统计

表》中数据与购电发票中累计的数据一致。因此核查组确认采

购发票中数据合理可信。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净外购电量数据真实、准确且符合要

求。

表 3.4.1.2-1 核查组确认净外购电力的消耗量（万 kWh）

月份 核查确认的消耗量

1月 848.61

2月 74.71

3月 929.26

4月 560.42

5月 749.00

6月 826.00

7月 750.00

8月 8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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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782.10

10月 733.82

11月 764.58

12月 678.84

合计 8518.00

合计（MWh） 8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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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

司提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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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1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因子

数据名称 烟煤排放因子

低位发热值 23.204GJ/t

单位热值含碳量 26.18tC/TJ

氧化率 93%

数据来源

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氧化率来源于《工业其他行业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指南中柴油缺省

值。

交叉核对 指南默认值，无需交叉核对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烟煤的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氧

化率数据真实、准确且符合要求。

3.4.2.2净外购电力的排放因子

数据名称 电力排放因子

单位 tCO2/MWh
核查数据 0.8843

数据来源
《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 2012年华北

电网平均 CO2排放因子

交叉核对 国家公布数据，无需交叉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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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电力排放因子数据真实、准确且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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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重新验算了受核查方

2022年 1月 1日-2022年 12月 31日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如下：

（1）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表 3.4.3-1 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排放源

化石燃料消

耗量

（t）

低位发热值

（GJ/t）

单位热值含

碳量

（tC/TJ）
氧化率

排放量

（tCO2）

A B C D G=A×B×E×F×44/12

烟煤 79155.29 23.204 26.18 93% 163970.92

合计 163970.92

（2）净外购电力的排放量

表 3.4.3-2 净购入电力产生二氧化碳排放量

排放源

净外购量

（MWh）
排放因子

（tCO2/MWh）
核查确认的排放量

（tCO2）

A B C=A*B

净外购电力 85180 0.8843 75324.67

（3）各年度碳排放总量

表 3.4.3-3 受核查方碳排放总量

源类别 排放量（tCO2当量）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163970.92

过程排放量 0.00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0.00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75324.67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 0.00

排放量汇总 23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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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年度核算和报告的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制度，主要包括以

下方面的工作：，

1）指定体系管理部专门人员负责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和报告工作

2）建立健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

3）建立健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账记录

4）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数据和文件保存、归档管理制度

5）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

4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核查组通过对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司开展的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在核查发

现得到关闭或澄清之后，核查组认为：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司报告的 2022年度

期间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和数据是可核查的，且满足核查准则的要求。

4.2 排放量声明：

经核查，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司 2022年度期间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源类别 排放量（tCO2当量）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163970.92

过程排放量 0.00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0.00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75324.67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 0.00

排放量汇总 239296

4.3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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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描述
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原因

分析和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NC1 无

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1）对数据资料的管理：根据核查现场前文件清单的要求，定期（以月为

单位）对数据进行梳理和校核，进一步提高数据的规范性和可信性；根据核查现

场文件清单的要求，定期（以月为单位）对原始数据进行分类归纳整理，对关键

数据如发票、化验记录等尤其要做好保管、分类装订、电子统计等工作；所有核

查相关的资料，建议保存 10年以上。

（2）建立温室气体排放制度：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规章制

度，在指定负责机构和人员的前提下，明确工作流程和内容、工作周期和时间节

点等，定期完成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数据记录

管理体系，包括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时间以及相关责任人等信息的记录管理；建

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定期对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进行交叉校

验，对可能产生的数据误差风险进行识别，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3）对测量设备的管理：由专人与负责校准和检定机构进行沟通，确保测

量设备的管理符合标准或相关规定，保证测量活动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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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2] 组织机构图

[3] 厂区平面图

[4] 生产工艺流程图

[5] 排放源现场照片

[6]《能耗统计表》

[7] 柴油、天然气、电力发票

[8] 计量设备清单

[9] 主要设备清单


	核查基本情况表
	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1.2  核查范围
	1.3  核查准则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2.2  文件评审
	2.3  现场核查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3  核查发现
	3.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
	3.1.2  能源管理现状及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3.1.3  受核查方生产工艺流程
	3.1.4  受核查方生产经营情况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1.2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3  排放量的核查


	4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4.2 排放量声明：
	4.3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5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