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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

织）名称

宏葵生物（中国）

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山东济南市莱芜区医药产业

园15号楼

联系人 何修强 联系方式（电话、email） 13306346997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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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域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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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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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2021年3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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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 2021 /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235.28 /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235.28 /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

查后排放量差异的原因
无差异 /

核查结论

宏葵生物（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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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9年度碳排放报告

与核查及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报送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943号）

的要求，对本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了核查。经文件

评审和现场核查，形成如下核查结论：

1. 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符合性：

宏葵生物（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的2021年度碳排放报告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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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边界与排放源识别完整，活动水平数据

与排放因子选取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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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六种温室气体

的排放量和温室气体总排放量）

年份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量

（tCO2）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排放量（tCO2） 总排放量（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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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13.93 22.11 36.04

3.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描述：

经核查确认，宏葵生物（中国）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的核查过程中，食堂能源消耗

未统计，且排放量占比小于1%，因此本次核查未核算该部分消耗引起的排放。

核查组长 杨建华 职务 副总 日期 2020.3.10

核查组成员 方洪帅、高铭凯

技术复核人 李常云 职务 技术主管 日期 2020.3.10

批准人 王保全 职务 董事长 日期 202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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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核查目的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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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9年度

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报送相关工作的通

知》（环办气候函〔2019〕943号）的要求，为有效实施碳配额发放

和实施碳交易提供可靠的数据质量保证，宏葵生物（中国）股份有限

公司对本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进行核查。

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 确认公司提供的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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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核算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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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核查范围为：

-公司法人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涉及直接生产系统、辅

助生产系统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1.3 核查准则

根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为了确保

真实公正获取公司的碳排放信息，此次核查工作在开展工作时，本公

司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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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独立于委托方和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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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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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9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

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报送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

〔2019〕943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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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碳排放帮助平台百问百答

-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

-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

-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448-2016）

- 《电子式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JJG59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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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相关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核查人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以及公司的规模和经营场

所数量等实际情况，宏葵生物（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指定了此次核查

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

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见表 2-1和表 2-2。

表 2-1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1 杨建华
核查组组长，主要负责项目分工及质量控制、撰写

核查报告并参加现场访问

2 方洪帅 核查组成员，主要负责文件评审并参加现场访问

3 高明凯 查组成员，主要负责文件评审并参加现场访问

表 2-2技术复核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1 李常云 技术评审

2 赵婷 质量复核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2年 3月 5日对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文件评

审。文件评审对象和内容包括：202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企业

基本信息、排放设施清单、排放源清单、监测设备清单、活动水平和

排放因子的相关信息等。通过文件评审，核查组识别出如下现场评审

的重点：

（1）公司的核算边界、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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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法人边界排放量相关的活动水平数据和参数的获取、

记录、传递和汇总的信息流管理；

（3）核算方法和排放数据计算过程；

（4）计量器具和监测设备的校准和维护情况；

（5）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公司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后“支持性文件

清单”。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2年 3月 5日对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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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内容

如下表所示。

表 2-3 现场访问内容

时间 姓名 职位 访谈内容

2022年
3月 5日

陈娟 副总

1）了解企业基本情况、管理架构、生

产工艺、生产运行情况，识别排放源

和排放设施，确定企业层级的核算边

界；

2）了解企业排放报告管理制度的建立

情况。

周晴晴 车间主任

了解企业层级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

相关参数和生产数据的监测、记录和

统计等数据流管理过程，获取相关监

测记录。

2.4 报告编写及技术评审

现场访问后，核查组于 2022年 3月 10日完成核查报告。根据内

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核查委托方前须经过公司独立于核

查组的技术复核人员进行内部的技术评审，技术评审由技术复核人员

根据公司内审报告工作程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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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重点公司基本情况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简介和组织架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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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简介

宏葵生物（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坐落于莱芜医

药产业园，是一家集体外诊断试剂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为一体的

高新生物技术企业。产品主要服务于全国各级医院、疾控中心、各地

临床检验中心、科研院所的生物检测实验室等。公司先后荣获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山东省瞪羚企业、山东专精特新

企业、莱芜市科技创新优秀企业等荣誉称号。

宏葵生物主要产业为体外诊断试剂、诊断仪器以及独立第三方医

学检验服务。公司一直专注于体外诊断试剂全线产品的研发，形成了

化学发光系列、生化系列、免疫比浊系列、诊断仪器系列等。现有生

化体外诊断试剂产品注册证 100多项，拥有化学法、酶法、普通免疫

比浊法、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等四大生化研发技术平台，是国内生化

体外诊断试剂产品品种比较齐全的生产企业之一；不断延伸体外诊断

试剂技术领域，重点推出和储备了化学发光免疫产品 30多项，检测

领域涵盖肿瘤、传染病、内分泌、激素等，成为国内少数具备化学与

发光免疫诊断试剂生产能力的企业之一；取得 4项诊断仪器产品注册

证书，形成了“试剂+仪器”联动销售模式，也是行业内同时能够提

供诊断试剂和诊断仪器的少数供应商之一。同时，公司重点打造以提

供区域性医学检验服务为核心的独立第三方医学检验中心，依托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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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产品及技术，深耕医学检验上下游产业链，建设体外诊断产品创

新平台。

公司严格按照 GMP标准组织生产，建有高标准的净化车间、技

术研发中心以及质量控制中心，通过了 ISO13485、ISO9001、ISO14001

等管理体系认证等，取得了卫生部全国常规化学检验室间质评证书，

并参与了朗道国际质量评估计划，推出和实施了诊断产品量值溯源技

术，使诊断产品稳定性、灵敏度、线性范围等质量性能具有独特优势。

取得了山东省及国家临床中心室间质评项目包括生化、血分析、尿液、

特定蛋白、激素、肿瘤标志物、心肌损伤标志物及乙肝、丙肝、艾滋

病、梅毒、乳头瘤病毒、心冠核酸测等合格证书。公司拥有博士、硕

士研究生科技人员超过 40%，研发力量雄厚，并与国内外知名院校及

科研机构紧密合作，建有 4家山东省省级技术研发平台以及 6家市级

研发平台，先后承担山东省重大创新工程项目、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

山东省技术创新项目等省级技术项目 10项，获省市科技进步奖 3项，

申请并授权专利 40多项。

宏葵生物致力于打造“以诊断产品为核心，诊断产品+诊断服务

一体化”的商业模式，全面满足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诊断需求，依靠

专业的技术服务团队和先进的技术服务体系，产品销售区域遍布全国

10多个省市地区，先后发展到 500多家代理商，1000多家医院。

（二）公司的组织机构

公司的组织机构图如图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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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公司组织机构图

其中，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综合办公室负责。

（三）公司主要的产品或服务

公司为化学药品制剂制造，产品为体外诊断试剂系列，公司主要

生产流程为工艺用水制备、内包材料清洁干燥、原辅料检验、设备清

洁与准备、产品配制、分装、冷冻干燥、产品检验等工序。

具体工艺流程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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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能源管理现状

使用能源的品种：2021年公司的重点耗能设备清单及消耗的能

源品种见表 3-1。

表 3-1 重点耗能设备清单及能源品种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技术参数 能源品种 数量

1 电导率仪 Five Easy Plus 3 电力 1

2 蠕动泵 WT600-2J 5 电力 1

3 紫外线消毒车 ZXC 7 电力 1

4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

GZX-GF101-3-BS-II/H 6 电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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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5 不锈钢单层过滤器 300mm 8 电力 2

6 洗衣机 XQG70-HBX12288 200 电力 1

7 台秤 TCS-200 2 电力 1

8 蠕动泵 BT100-1F 10 电力 1

9 蠕动泵 BT100-1F 10 电力 1

10 自动灌装机 PW-GXC 800 电力 1

11 制水机 PWRLC-500B 600 电力 1

12 磁力搅拌器 H01-2A 9 电力 1

13 96-2 磁力搅拌器 96-2 10 电力 1

14
90-1B 恒温磁力搅

拌器
90-1B 9 电力 1

15 空调系统 / 1500 电力 1

16 臭氧发生器 GB/T7676-98 500 电力 1

17 冷库 / 2000 电力 1

18 条码打印机 T-310 60 电力 1

19 引擎吊机 2T 200 电力 1

20 移液器 2-10ml 等 2 电力 5

21 冷冻干燥仪 R4048a/R508 950 电力 1

22 条码打印机 105SL plus 60 电力 1

23 血液混匀仪 TYMR-III 12 电力 1

24 磁力搅拌器 84-1A 20 电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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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自动折页机 JL-2203 15 电力 1

26 冰箱 -40°C 100 电力 1

27 冰箱 2°C-8°C 100 电力 1

28
手动单道可调移液

器

5-50μl 等
2 电力 2

29 电子天平 JE3002 1 电力 1

30 抽滤器 PS-10 15 电力 1

31
手动单道可调移液

器
2-10mL 等 2 电力 4

32 超声波细胞粉碎机 JY92-IIN 80 电力 1

33 日立离心机 CPTONE 200 电力 1

34 海尔超低温保存箱 DW-86W100J 100 电力 1

35 生化 480 分析仪 HK-480 300 电力 1

36
99-1A 数显恒温大
功率磁力搅拌器 99-1A 15 电力 1

37 84-1A 磁力搅拌器 84-1A 10 电力 1

38
MYP13-2S 磁力搅

拌器
MYP13-2S 10 电力 1

39 超声波清洗机 SB-5200DJ 500 电力 1

40 恒温摇床 MAXQ4000 550 电力 1

41 BT100-1F 蠕动泵 BT100-1F 80 电力 1

42
HH-6 数显恒温搅

拌水浴锅
HH-6 100 电力 1

43 TG16A 高速离心机 TG16A 150 电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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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HZ（培英）恒温振

荡器
THZ-D 型 600 电力 1

45
FM300 高剪切分散

乳化机
FM300 300 电力 1

46
KJMR-IVA 旋转混

匀仪
KJMR-IVA 电力 1

47
奥克斯便携式家用

制冰机
DBJ-10A 电力 1

48 涡旋混匀器 GL-88B 电力 1

49 单道可调移液器
10~100mL 1 支、

20~200mL 1 支等
2 电力 4

50
精密电子天平(万

分之一）
LS220A 2 电力 1

51 电冰箱 BCD-160TMPQ 120 电力 1

5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120FR 600 电力 1

53 电子万用炉 ZD-1010B 60 电力 1

54
立式压力蒸汽灭菌

器
BXM-30R 40 电力 1

55
激光尘埃粒子计数

器
CLJ-E3016 4 电力 1

56 雷磁电导率仪 DDSJ-308F 1.5 电力 1

57 电热恒温培养箱 HH.B11-BS-II 550 电力 1

58 生化培养箱 SPX-100B-Z 电力 1

59 风量罩 ACH-1 50 电力 1

60 海尔电冰柜 BD-105DEW 120 电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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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药品冷藏柜 YY-180 100 电力 1

62 薄膜过滤器 GG-17 30 电力 1

63 紫外线消毒灯 / 10 电力 4

64 可调移液器 1～10mL500～5000ul 1.2 电力 6

6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日立 7180 型 600 电力 1

66
全自动化学发光测

定仪
Lumiray1200 800 电力 1

67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5800 800 电力 1

68 冷藏车 锐力 / 汽油 1

69 厢货车 五菱 / 汽油 3

70 轿车 红旗、比亚迪等 / 汽油 3

能源计量统计情况：公司每月核对电力消耗量，并在生产日报上

记录以上生产相关数据。

表 3-2 计量设备清单

序

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台）
安装位置 校核频次

1 三相四线有功电

度表
DTS606 1.5（6）A 1 厂内 60个月

2 三相四线有功电

度表
DT862 1.5（6）A 1 厂内 60个月

3 三相四线有功电

度表
DT862-4 3（6）A 1 厂内 60个月

4 三相四线有功电

度表
DTSD341 1.5（6）A 1 厂内 60个月

（五）公司排放设施变化情况简述

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现场实地观察和访问相关人员确认，公司，

2021年排放设施未发生变化。

（六）产品产量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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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公司产品产量等相关信息表

年度 体外诊断试剂（盒/套）

2021 189722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公司的基本信息真实、正确。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核算边界的确定

核查组通过审阅公司的组织机构图、现场座谈走访公司各部门相

关负责人，确认公司除位于莱芜区医药产业园 15号楼，无其它分公

司或分厂，因此公司地理边界为莱芜区医药产业园 15号楼的厂区，

涵盖了核算指南中界定的相关排放源。

3.2.2 排放源的种类

核查组查阅设备清单、工艺流程图并进行现场实地观察，确认该

企业的排放源包括：

燃料燃烧排放：食堂能源排放量占比小于 1%，故不在审查范围；

工业生产过程燃烧排放：公司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排放：公司不涉及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排

放。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该企业不涉及外购热力，

仅涉及全厂消耗外购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通过查阅企业设备清单、工艺流程图、厂区平面图，核查组确认

公司的场所边界、设施边界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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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报告中的排放设施的名

称、型号和物理位置与现场核查发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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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中的核算方法进行了核查，核查组确认公司

2021年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采用如下核算方法：

E=E 燃烧+E 过程+E 废水+E 电 (1)

其中：

E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tCO2）；

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E 废水 工业废水经厌氧处理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

（tCO2）；

E 电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公司化石燃烧产生的排放采用如下核算方法：

i
n

i i EFADE  1燃烧
(2)

式中：

燃烧E 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

为吨（t CO2）；

iAD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百万千

焦（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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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F 是第 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GJ；

i 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 ADi按公式（3）计算：

iii FCNCVAD  (3)

式中：

iNCV 是核算和报告期第 i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体或

液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吨（GJ/t）；对气体燃料，单位

为百万千焦/万立方米（GJ/万 Nm3）；

iFC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净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

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立方米（万 Nm3）。

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4）计算。

12
44

 iii OFCCEF (4)

式中：

iCC 是第 i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百万千焦

（tC/GJ）；

iOF 是第 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3.3.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公司不涉及工业过程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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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排放

公司不涉及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排放。

3.3.4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

E 电和热=AD 电×EF 电 (7)

式中：

E 电和热 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AD电 企业的净购入电量（兆瓦时）；

EF电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兆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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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个

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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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数据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 1：汽油消耗量

表3-2 对汽油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年份 车用油 合计

2021年 4.58 4.58

数据项 汽油消耗量

单位 t

数据来源 2021年度《汽油消耗统计台账》

监测方法 未监测。汽油消耗量根据费用除以单价计算得到

监测频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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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频次 每月统计金额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1) 2021年度《汽油消耗统计台账》全部核查；
2) 公司未提供其他数据源用于交叉校核。

交叉核对数据

年份
汽油消耗统计台账

（数据源）
核查结果

2021年 4.58 4.58
1） 排放报告中的 2021年度汽油消耗量来源于 2021年度《汽油

消耗统计台账》；
2） 公司未提供其他数据用于交叉校核。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2020年度汽油消耗量数据源

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表3-5 经核查的2021年度月度汽油消耗量（单位：吨）

月份 汽油消耗统计台账 核查结果

1 月 0.44 0.44
2 月 0.19 0.19
3 月 0.38 0.38
4 月 0.54 0.54
5 月 0.32 0.32
6 月 0.38 0.38
7 月 0.36 0.36
8 月 0.38 0.38
9 月 0.50 0.50
10月 0.40 0.40
11月 0.29 0.29
12月 0.40 0.40
合计 4.58 4.58

活动水平数据 2：汽油低位发热量

表3-6 对汽油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数据值 44.80

数据项 汽油低位发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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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GJ/t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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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2021年排放报告中的汽油低位发热量数据源选取合理，符合核算

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3.4.1.2净购入电力活动水平数据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 3：AD 电，净购入使用的电力

表 3-7 对净购入使用的电量的核查

数据值
年份 净购入电量

2021 250.31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2021年运行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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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公司 2021 年运行统计表与财务报表比较，2020 年电

运行统计表与财务报表一致。月度数据及交叉核对数据见

表 3-10。

外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电量数据来自于公司的运行统计表，

经核对数据真实、准确，且符合《核算方法》要求。

表 3-8 净购入电力的核查（单位：kWh）

年份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

2021年 运行统计表 财务报表

1月 16346 16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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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7992 17992

3月 26641 26641

4月 22107 22107

5月 18087 18087

6月 19419 19419

7月 20775 20775

8月 20644 20644

9月 18819 18819

10月 21967 21967

11月 25403 25403

12月 22107 22107

合计 250307 250307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的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公司，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个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的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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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排放因子核查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1：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表3-9 对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数据值 0.01890

数据项 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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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2020年度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数据
源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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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2：汽油碳氧化率

表3-10 对汽油碳氧化率的核查

数据值 98

数据项 汽油碳氧化率

单位 %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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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2020年度汽油碳氧化率数据源选取

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3.4.2.2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核查

排放因子数据 1：EF 电力，电力的 CO2排放因子

取《2011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

2012年度华北区域电网平均CO2排放因子0.8843tCO2/MWh。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公司 2021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报告中选取

的排放因子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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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计算的核查

通过对公司提交的 2021年度排放报告中的附表 1：报告主体 2021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报告表进行现场核查，核查组对排放报告进行验算

后确认公司的排放量的计算公式正确，排放量的累加正确，排放量的

计算可再现。

碳排放量计算如下表所示。

表 3-15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量计算

消耗量
低位发

热量

单位热值

含碳量

碳氧

化率

折算

因子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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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燃料

种类
t GJ/t tC/GJ % -- tCO2

A B C D E F=A*B*C*D*E/100

2021年

汽油 4.58 44.80 0.01890 98% 44/12 13.93

合计 / / / / / 13.93

表 3-16 净购入电力排放量计算

年份
净购入量（MWh） 排放因子(tCO2/MWh) 碳排放量（tCO2）

A B F=A*B

2021 250.31 0.8843 221.35

表 3-17 核查确认的总排放量

年度 2021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量(tCO2) 13.93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221.35

总排放量(tCO2) 235.28

3.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公司为化学药品制剂制造业，不涉及补充数据表边界的核查。

表 3-18 经核查的数据汇总表和补充数据表生产工段基本信息

参数 数据值 核查证据

在岗职工总数（人） 66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统计提供

固定资产（万元） 固定资产统计表

工业总产值（万元） 12359.55 2021年产值台账

单位产品能耗（kgce（盒/套） 0.16 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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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通过文件审核以及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和报告工作由办公室负责，并指定了专门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和报告工作。核查组确认公司的能源管理工作基本良好，能源消耗

台帐完整规范。

3.6 其他核查发现

经核查确认，宏葵生物（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的核查

过程中，食堂能源消耗未统计，且排放量占比小于 1%，因此本次核

查未核算该部分消耗引起的排放。

4. 核查结论

4.1核算、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宏葵生物（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核

算、报告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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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

4.2 排放量声明

4.2.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宏葵生物（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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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表 4-1 2021年度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年份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

放量（tCO2）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

力排放量（tCO2）

总排放量

（tCO2）

2021 13.93 221.35 2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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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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确认，宏葵生物（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的核查

过程中，食堂能源消耗未统计，且排放量占比小于 1%，因此本次核

查未核算该部分消耗引起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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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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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设备照片及检定证书

7）2021年生产运行统计表

8）2021年财务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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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碳排放补充数据汇总表

基本信息 主营产品信息 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

名称

统一

社会

信用

代码

在岗

职工

总数

（人）

固定

资产

合计

（万

元）

工业

总产

值

（万

元）

行业

代码

产品一 产品二 产品三

单位产

品能耗

（kgce
（盒/
套）

按照指南核

算的企业法

人边界的温

室气体排放

总量（万吨

二氧化碳当

量）

按照补充

数据核算

报告模板

填报的二

氧化碳排

放总量（万

吨）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宏葵

生物

（中

国）股

份有

限公

司

9137
1200
4944
7751
0L5

66 21292
.88

1235
9.55 2720

体

外

诊

断

试

剂

盒
189
722 / / / / / / 0.16 235.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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