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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基本情况表

重点排放单位名称

山东德瑞高分

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地址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经济开

发区新源路 9号

联系人 李高胜
联系方式

（电话、email）
0539-5250999

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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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德瑞高分

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地址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经济开

发区新源路 9号

联系人 李高胜
联系方式

（电话、email）
0539-5250999

重点排放单位所属行业领域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行业代码：2614）
重点排放单位是否为独立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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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2022年 01月 27 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2022年 02月 26 日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tCO2e）
2021年度

6373.43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tCO2e）
2021年度

637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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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评审，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机构确认：

1、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符合性

- 排放单位 2021年排放报告的核算方法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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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量声明

- 经核查的排放量与最终排放报告中一致。

年份 2021

过程排放量（tCO2e） 0

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tCO2e） 3330.42



净购入热力对应的排放（tCO2e） 3043.01

总排放量（tCO2e） 6373.43

3、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无

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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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求的内容已

在本次核查中全面覆盖，本次核查过程中不存在未覆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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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开展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工作的通知》（发改气候〔2014〕63号）、《关于落实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发改气候〔2015〕1024

号）、《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

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号）等文件要求及山东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总体安排，第三方核查机构在山东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的指导下，独立公正地开展核查工作，确保数据完整准确。

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核查的具体目的包

含如下内容：

（1）为准确核算排放单位自身温室气体排放，更好地制定温室

气体排放控制计划、碳排放权交易策略提供支撑，并为全国碳交易制

度下的配额分配和企业履约提供支撑；

（2）督促排放单位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制度，建立温室

气体核算和报告的质量保证体系，挖掘碳减排潜力，促进企业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

（3）为主管部门准确掌握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制定相

关政策提供支撑；

（4）核查排放企业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他支持文件是

否完整可靠，并且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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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和《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

评审，判断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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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核查范围

此次核查范围包括排放单位核算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碳

排放权交易补充数据。范围包括：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过程二氧化碳排放、企业净购入使用电力、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废水厌氧处理过程产生二氧化碳排放当量。

1.3 核查准则

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为了确保真实

公正地获取排放单位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此次核查工作在开展工作

时，第三方核查机构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第三方核查机构独立于被核查企业，避免利益冲突，在核查活动

中保持客观、独立。

2）公平公正

第三方核查机构在核查过程中的发现、结论、报告应以核查过程

中获得的客观证据为基础，不在核查过程中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3）诚信保密

第三方核查机构的核查人员在核查工作中诚信、正直，遵守职业

道德，履行保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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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号）

-《关于落实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

（发改气候〔2015〕10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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