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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其他经济

组织）名称 

浙江金迪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瓜沥镇山北村 

联系人 程艳茹 联系方式（电话） 13967174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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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域 木质家具制造（行业代码：C2110）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纳入碳交易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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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月 8 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2022 年 5 月 11 日 

排放量 
按核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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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6.69t /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1502.54t /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排放量差异的原因 不应计入光伏发电用电量 / 

核查结论：  

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本机构确认： 

浙江金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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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与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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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类别 
排放量 

（单位：吨） 

温室气体排放量 

（单位：吨 CO2e）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量 1502.54 1502.54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吨 CO2e） 

不包含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 0 

包含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 1502.54 

2.2 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非碳交易企业，不涉及该部分。 

3.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无法进行对比分析。 

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公司 2021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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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核查目的 

为贯彻执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改委第 17 号令）、《关于

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

〔2022〕111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2022 年 1 月始浙江金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受核查方或公司）在核查机构杭州协政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指导下

实施开展了本轮温室气体排放核查工作。本轮核查的目的：一是确认受核查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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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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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轮核查范围包括： 受核查方 2021 年度法人边界内所有生产设施产生的温

室气体排放，具体包括直接生产系统：年产家具 15 万套生产线（包括 4 个生产

车间）；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其中辅助生产系统包括空压房、配电房

和污水处理站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办公楼和食堂。 

1.3 核查准则  

1.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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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PAS 2050：2011） 

4. 《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5. 《工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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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63 号） 

7. 《浙江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实施方案》（浙政办发〔2016〕70 号） 

8.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浙江省温室气体清单管理办法》的

通知（浙发改资环〔2017〕637 号） 

http://www.tanpaif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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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温室气体排放产品碳足迹关于量化和通报的要求与指南》（ ISO 

14067-2018） 

10. 《组织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ISO 

14064-1：2018） 

11. 《浙江省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2019 年修改版)》 

12.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改委第 17 号令） 

13. 《关于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环

办气候函〔2022〕1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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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本机构内部核查组人员的技术能力及根据程序文件要求，本轮核查组成

员见表 2-1。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专业 职位 职责分工 

1 阙维艳 环境工程 核查组组长 现场访问、文件评审、报告主编 

2 杨 旭 
轻工技术 

与工程 
核查组组员 文件评审、参与报告编写 

3 李 田 环境工程 核查组组员 文件评审、参与报告编写 

4 卢剑华 
工业与民 

用建筑 
核查组组员 现场访问、报告校核 

5 鲍国庆 
供热与空 

调工程 

技术复核 

批准人 
技术评审/批准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2 年 3 月 8 日收到受核查方提供的 202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初版）（以下简称“排放报告初版”），并于 2022 年 3 月 8 日对报告的初稿进行

了文件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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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 受核查方的核算边界、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等； 

(2) 受核查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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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核查方生产数据的获取、记录、传递和汇总的信息流管理； 

(4) 核算方法和排放数据计算过程； 

(5) 计量器具和监测设备的校准和维护情况； 

(6)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受核查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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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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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核

查。在现场访问过程中，核查组按照核查计划走访并现场观察了相关设施并采访

了相关人员。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内容见表 2-2。 

表 2-2 现场访问内容 

对象 部门 职务 访谈内容 

程艳茹 董事办 董事长秘书 

-受核查方基本情况，包括主要生产

工艺和产品情况等； 

-受核查方组织管理结构，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及管理职责设置； 

-受核查方的地理范围及核算边界； 

-企业生产情况及生产计划； 

-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和文档的管理； 

-核算方法、排放因子及碳排放计算

的核查。 

-计量设备相关情况。 

赵海军 行政部 经理 

陈建 人力资源 经理 

赵燕燕 财务部 经理 

权建峰 技术研发 经理 

胡菊英 生产部 经理 

肖晓君 装备部 经理 

李超 工艺装备部 经理 

缪卓平 动力科 主管 

詹红雅 生产部 主任 
-观察生产作业过程； 

-主要生产设备设施抽样查看； 

-对计量器具、仪表进行抽样查看。 

俞利兴 生产部 主任 

杨建昆 生产部 主任 

现场核查组现场验证现场收集的证据的真实性，并确保其能够满足核查的需

要，并于 2022 年 4 月 16 日填写完成《现场核查清单》并提交给技术工作组。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经现场访问后，核查组于 2022 年 5 月 5 日向受核查方开具了 1 个不符合项。

2022 年 5 月 11 日收到受核查方《202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版）》（以下简

称“《排放报告（初版）》”及《排放报告（终版）》），并确认《排放报告（终版）》

填报无误后，核查组完成核查报告。根据本机构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在提

交给核查委托方前须经过本机构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人员进行内部的技术

复核。技术复核由 1 名技术复核人员根据本机构工作程序执行。 

内控审核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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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查组内部进行了交叉审核，对核算方法使用的合理性、排放源界定的

完整性与准确性、计算方法的正确与否、活动水平与计算系数交叉核验过程的严

谨性以及报告行文的规范性进行初步审查。 

2. 在核查组内部交叉审核的基础上，核查报告由技术负责人重点对排放源

界定的完整性与准确性、计算方法的正确与否、活动水平与计算系数交叉核验过

程的严谨性三大控制环节进行再次审核。 

3. 技术负责人通过后，核查报告交由批准人进行终审，批准人重点对报告

的规范性进行最终审查。最终核查报告获得批准。 

具体技术评审意见及修正情况见表 2-3： 

表 2-3 技术评审意见及修正情况汇总表 

序号 技术评审意见 修改情况 

1 文本中增加受核查方工艺流程的详细说明 已修改 

2 数据交叉核对部分描述请细化 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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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查发现 

3.1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基本信息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初版》中的公司基本信息进行了核查，通过查阅法人证

书（营业执照）、机构简介、组织结构图、工艺流程说明、受核查方相关报表文

件等，并结合现场核查中对相关人员的访谈，确认了如下信息： 

公司位于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山北村，成立于 2006 年 4 月，占地面积 16.5

万平方米，是一家专业从事浴室家具生产的企业。 

公司现有员工 260 人，单班制生产，年工作日为 300 天。 

公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名称：浙江金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成立时间：2006 年 4 月 18 日 

企业性质：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业领域：木质家具制造（行业代码：C211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85344849B 

组织机构代码：78534484-9 

法定代表人：王永虎  

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山北村 

核查报告联系人信息：程艳茹；13967174492 

受核查方组织架构见图 3-1： 

总经理助理

财
务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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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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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部

人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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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部

工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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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部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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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图 3-1 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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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主要产品或服务及工艺流程 

受核查方主要产品为浴室家具，公司现有生产工艺流程描述及工艺流程图如

下所示。 

一、浴室柜加工工艺流程 

 

图 3-2 浴室柜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说明： 

1. 开料：外购回的中密度纤维板，通过输送车被送到加工车间，由于所需

加工的产品种类较多，需要用不同的开料设备根据订单所要求的外形尺寸将各种

板材加工成各种尺寸的毛料，主要的开料设备有推台锯。该工序主要消耗电能，

该加工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木尘，目前采用中央集尘设备进行吸收处理。 

2. 封边：中纤板在浴室柜加工过程中均要进步性装饰面和侧面的加工，主

要为防水、防热要求和光滑便面要求的地方进行封边。因此封边是一道非常重要

的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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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雕刻：企业门板雕刻采用电脑雕刻机，该设备是数控技术和雕刻工艺相

结合的产物，是一种专用的数控机床。该雕刻工艺可以实现雕刻加工自动化、高

效率、高精度的有效手段，也是当今雕刻技术的发展主流。 

4. PVC 热压：该工艺通过电加热，再经过热传导使 PVC 上的胶受热固化，

并与板材完全贴合。 

5. 养生：对木线条采用自然养生的方式，使其自然消除硬力。 

3.1.3 主要生产运营系统及用能情况 

核算范围内设施包括主要生产系统“家具 15 万套生产线”上各工艺装置，

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其中主要生产系统主要包括：4 个生产车间；辅

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其中辅助生产系统包括空压房、配电房和污水处理

站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办公楼和食堂。核算年度生产活动涉及能源消耗主要为

电力。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清单见表 3-1： 

表 3-1 主要用能设备清单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配用电机型号 
额定功率

（kW） 

数量 

（台） 

节能措

施 

电子开料锯 KS-832P  28 2 变频 

直线封边机 F586c Aeev1h132s4 35 3 变频 

直线封边机 NKL-210 FDU1305/2153068 30 1 变频 

直线封边机 NKR780F2C MDEMAXX100C12 14.5 1 变频 

直线封边机 KDT-396JS PL50-3700 20.57 1 变频 

直线封边机 KE-368JL PL50-3700 18.05 1 变频 

全自动高速窄

板封边机 
ECO-253F SP132S4 27.5 1 变频 

数控钻孔中心 KD-612M  20.65 1 变频 

数控钻孔中心 PTP100  12 2 变频 

双工位数控钻

孔中心 
T-E9F  25 1 变频 

数控八排钻 BST-500  32 1 变频 

推台锯 MJ6130B  5.25 1  

推台锯 
ROBLAND 

Z250 
 6.25 1  

多排钻 KDT-6022T  8.15 1 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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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机 STRATOS/ECO  17 2 变频 

雕刻机 豪耕 2513  15 2 变频 

中央吸尘器 CLX2-300  75 2 变频 

中央吸尘器 CLX2-150  37 1 变频 

空气压缩机 OGLC-55A                                                                                                                                                                                                                                                                                                                                                                                                                                                                                                                                                                                                      55 1  

空气压缩机 OGLC-22A   22 2  

空气压缩机 OGLC-11A   11 2  

小型中央吸尘

器 
MF9011-2 AEEF-AC 7.5 2  

四排钻 MZ7421B  9.3 1  

曲面异形热压

机 
TM2680-F1  48.2 1 变频 

正负压覆膜机 TM2580F  48.2 1 变频 

水帘机   16.5 2  

激光切割机 F6020GE  20 1 
整流逆

变 

一体化螺杆压

缩机 
PE-20A  7.5 1 变频 

空气压缩机 OGLE-11A  11 1  

工频交流点焊

机 
DTN-63KVA  63 2 

可控硅

斩波 

手动激光焊机 FSC001  7 1 
整流逆

变 

真空喷边机 HL  32 1 变频 

边缘涂装砂光

机 
KM-BNG  48 1 变频 

边缘涂装砂光

机 
KTM-Z9T1Y1G  108 1 变频 

3.1.4 能源管理现状及检测设备管理现状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对受核查方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的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如下： 

1)能源管理部门 

经核查，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工作由行政部牵头负责。 

2)主要能源消耗品种和能源统计报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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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阅受核查方能源统计台账，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在 2021 年度的主要能

源消耗品种为电力。受核查方每月汇总能源消耗量，向当地统计局报送《企业能

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3)监测设备的配置和校验情况 

通过监测设备校验记录和现场勘查，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监测设备配置符

合相关规定，满足核算指南和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的要求 

3.1.5 主营产品及相关信息 

根据受核查方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工业总产值台账及相关统计报表，确

认 2021 年度受核查方主营产品产量等相关信息，见表 3-2： 

表 3-2 主营产品及相关信息表 

项目 数据 

综合能耗（吨标煤） 700.89 

工业总产值（万元） 15973 

工业增加值（万元） 3376 

主营产品名称 木质家具 

主营产品产量（件） 128276 

在岗职工总数（人，非核查项目） 260 人 

固定资产合计（万元，非核查项目） 10592 万元 

注：能源折标煤系数：电力：1.229tce/万 kWh。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终版）》，确认其中的基本情况信息真实准确，符

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地理边界确认  

法人边界的核算和报告范围描述：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

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因此法人边界为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山北村（自有工业用地），不存在厂房以及设施

设备的租用或租借的情况。相较于上年度，公司核算边界未发生变化。



浙江金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2021 年） 

核查机构：杭州协政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1 

公司厂区平面图见图 3-4。 

 

图 3-3 公司厂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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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现场核查及文件评审，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的核算边界符合

《核算指南》的要求。 

3.2.2 排放源确认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核查

组确认受核查方为木质家具制造企业，主要能源消耗为电力。同时核查组确认了

以下信息： 

是否以独立法人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边界进行核算： 

是。 

核算边界是否与相应行业的核算指南一致： 

是。 

纳入核算和报告边界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是否完整： 

是。 

排放源与上年度相比是否发生变化： 

否。 

1. 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受核查方生产过程中不存在化石燃料的使用，

故不存在燃料燃烧排放。 

2.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 排放：受核查方生产过程中不存在碳酸盐的使用，

故不存在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  

3.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 排放：受核查方废水经混凝沉淀、水解酸化、接

触氧化处理后排放，故不存在厌氧工艺处理工业废水产生的 CH4 排放； 

4. CH4 回收与销毁量：受核查方不存在甲烷的排放，故不存在 CH4 回收与销

毁量； 

5. CO2 回收利用量：受核查方不存在回收燃料燃烧或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

CO2 并作为产品外供给其它单位，故不存在 CO2 回收利用量； 

6.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受核查方工业生产过程中起重

机、车床等的相关设备主要消耗电力，办公楼用电设施也消耗部分电力，外购电

力从国网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供电有限公司购入；受核查方工艺生产过程中不消耗

蒸汽；故存在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核查确认的排放源信息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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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核查确认的排放源信息 

排放种类 能源/排放品种 排放设施 

净购入电力 电力 推台锯、单排钻、喷漆房等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终版）》，确认其完整识别了边界内排放源和排放

设施且与实际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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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其它行业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等于边界内所有生产系统的化石燃料

燃烧 CO2 排放、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 排放、废水厌氧处理 CH4 排放、CH4 回收

与销毁、CO2 回收利用量以及净购入/电力/热力隐含的排放量加总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方

法：  

         （1） 

式中： 

EGHG 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CO2e）； 

 为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单位为吨 CO2； 

3.3.1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 

受核查方净购入的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采用《核算指南》核算方法进行核

算，具体如下所示。 

                                   （2） 

式中： 

为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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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电力供应的 CO2 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MWh；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终版）》，确认其采用的核算方法正确，符合《核

算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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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1、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受核查方向国网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供电有限公司购买电力用于工业生产以

及电力转供。电力消耗量采用电表进行计量。 

表 3-4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核查 

采信数据来源： 生产报表：《2021 年浙江金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日报表》 

交叉核对数据来源： 财务记录：《电力结算发票电量汇总》+1-12 月电力结算发票 

监测方法： 三相四线制智能电表（安装位置为配电房） 

监测频次： 连续计量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汇总 

监测设备维护： 电表由供电公司进行定期更换和校验 

数据缺失处理： 参考财务结算凭证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对电力消耗量每月进行抄表汇总，抄表数据登记

于《2021 年浙江金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日报表》，加总

得到 2021 年全年电力抄表汇总量为 5703.21MkWh； 

2、核查组查看了受核查方《电力结算发票电量汇总》，2021

年全年国网购买电力 4643.3.MkWh，光伏发电合同能源管理

购买 1059.88MkWh，外销电力 2507.53M kWh，其中并抽查了

2 个月份电力结算发票，确认《电力结算发票电量汇总》电力

消耗量 ； 

3、核查组将《2021 年浙江金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日报表》

中电力消耗量数据与《电力结算发票电量汇总》电力采购量数

据交叉核对，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4、核查组最终采信《2021 年浙江金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生产

日报表》中电力消耗量数据为 2135.80MkWh 作为核算数据；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净外购电力消耗量数据填报真实、准确，符

合《核算指南》要求。 

 
表 3-5 核查确认的净外购电力数据 

月份 购入电力（MWh） 光伏发电（MWh） 外销电力（MWh） 净购入电力（MWh） 

1 月 462.72 76.597 290.76 - 

2 月 139.35 51.807 174.88 - 

3 月 344.18 80.478 4.8 - 

4 月 423.06 97.47 247.08 - 

5 月 381.54 106.923 194.32 - 

6 月 475.32 95.644 289.92 - 

7 月 419.58 117.083 24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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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451.26 114.035 263.568 - 

9 月 411.42 97.543 218.12 - 

10月 263.73 72.001 170.52 - 

11月 386.64 73.454 154.32 - 

12月 484.53 76.846 249.84 - 

合计 4643.33 1059.88 2507.53 2135.80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个排放因

子和计算系数的数据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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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6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数据值 0.7035 

数据项 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2012 年华

东区域表电网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中电力排放因子真实、准确，符合《核算指南》要

求。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

的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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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如下。  

1、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表 3-7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 

净购入量 (MWh/GJ) A=B-C 2135.8 

购入量 (MWh/GJ) B 4643.3 

外销量 (MWh/GJ) C 2507.5 

净购入 CO2排放因子 

(吨 CO2/MWh/吨 CO2/GJ) 
D 0.7035 

CO2(吨) E=A*D 1502.54 

2、排放量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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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核查确认的总排放量 

源类别 
排放量 

（单位：吨） 

温室气体排放量 

（单位：吨 CO2e）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量 1502.54 1502.54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吨 CO2e） 

不包含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 0 

包含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 1502.54 

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重新验算，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计算公式

正确、排放量累加正确、排放量计算可再现、排放量计算结果正确，符合《核算

指南》的要求。 

3.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非碳交易企业，不涉及该部分。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文件和记录以及访谈相关人员等方法对质量保证和文件存

档进行了核查，确认受核查方指定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

作；确认受核查方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帐记录，确认受核查方台帐

记录与实际情况一致；确认受核查方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

理制度，并遵照管理制度进行了执行；确认受核查方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

部评审制度，遵照评审制度进行了执行。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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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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构出具下述核查

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公司出具的 202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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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排放量声明 

4.2.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受核查方 2021 年度法人边界的排放量为： 

表 4-1 受核查方 2021 年度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量 

源类别 
排放量 

（单位：吨） 

温室气体排放量 

（单位：吨 CO2e）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量 1502.54 1502.54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吨 CO2e） 

不包含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 0 

包含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 1502.54 

4.2.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 

非碳交易企业，不涉及该部分。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上年度未纳入核查，无法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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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1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 

 

生产企业（其他化工产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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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件 

附件 1：文件评审表 

排放单位名称 浙江金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排放单位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山北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9785344849B 法定代表人 王永虎 

联系人 程艳茹 联系方式（座机、手机和电子邮箱） 13967174492 

核算和报告依据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核查技术工作组成员 组长：阙维艳  组员：李田 杨旭 卢剑华 鲍国庆 

文件评审日期 2022 年 3 月 8 日 

现场核查日期 2022 年 3 月 29 日 

核查内容 

文件评审记录 

（将评审过程中的核查发现、符合情况以及交叉核对等内容

详细记录） 

存在疑问的信息或

需要现场重点关注

的内容 

1. 排放单位基本

情况 

1.1 评审确认的基本情况 

技术工作组查阅了以下文件： 

(1)营业执照 

(2)企业简介 

(3)组织结构图 

(4)工艺流程图 

(5)排污许可证 

(6)能源统计报表 

技术工作组确认： 

(1)排放单位提交的排放报告中的排放单位名称、单位性

质、所属国民经济行业类别、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

人、地理位置、排放报告联系人等基本信息真实、准确，与

填报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一致； 

(2)排放单位提交的排放报告中的组织结构、主要产品、

生产工艺流程、使用的能源品种及年度能源统计报告等信息

真实、准确。 

1.2 评审识别的主要问题 

无。 

现场重点关注内

容： 

1)数据质量控制计

划填报准确性； 

2)排放单位能源消

费品种完整性； 

3)是否存在新改扩

建、关停复产、合

并分立、外包等特

殊生产运营情况。 

2. 核算边界 

2.1 评审确认的基本情况 

技术工作组查阅了以下文件： 

(1)厂区平面图 

(2)工艺流程图 

(3)主要用能设备清单 

(4)排污许可证. 

技术工作组确认： 

(1)排放报告中的核算边界与相应行业的核算指南一致； 

(2) 纳入核算和报告边界的排放设施准确、完整； 

(3)纳入核算和报告边界的排放源准确、完整。 

 

3. 核算方法 技术工作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核算方法符合《工业其他行 符合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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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核查结论  

一、排放单位基本信息 

排放单位名称 浙江金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排放单位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山北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9785344849B 法定代表人 王永虎 

二、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过程 

核查技术工作组承担单位 
杭州协政节能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核查技术工作组成员 

阙维艳 李田 杨旭 卢
剑华 鲍国庆 

文件评审日期 2022 年 3 月 8 日 

现场核查工作组承担单位 
杭州协政节能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现场核查工作组成员 阙维艳 李田 杨旭  

现场核查日期 2022 年 3 月 29 日 

是否不予实施现场核查？ 是 ☑否，如是，简要说明原因。 

三、核查发现 

核查内容 符合要求 
不符合项已整改且满足

要求 
不符合项整改 
但不满足要求 

不符合项未整改 

1.排放单位基本情况 √    

2.核算边界 √    

3.核算方法 √    

4.核算数据  √   

5.质量控制和文件存档 √    

6.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及执行 √    

7.其他内容 √    

四、核查确认 

（一）初次提交排放报告的数据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次提交）日期 2022 年 3 月 8 日 

初次提交报告中的排放量（tCO2e） 1856.69 

初次提交报告中与配额分配相关的生产数据 木质家具产量：128276 件 

（二）最终提交排放报告的数据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日期  2022 年 5 月 11 日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tCO2e） 1502.54 

经核查后与配额分配相关的生产数据 木质家具产量：128276 件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最终排放量的认定是否涉及核查技术工作组的测算？ 
☑是 否，如是，简要说明原因、过

程、依据和认定结果： 
最终与配额分配相关的生产数据的认定是否涉及核查技术 工作组
的测算？ 

是 ☑否，如是，简要说明原因、过
程、依据和认定结果：  

核查技术工作负责人（签字、日期）： 

技术服务机构盖章（如购买技术服务机构的核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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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1 营业执照 

2 组织机构图 

3 主要用能设备清单 

4 厂区平面图 

5 生产工艺流程图 

6 公司生产报表（2021 年） 

7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2021 年） 

8 工厂能源消耗统计表（2021 年） 

9 采购发票（2021 年） 

10 核查机构负责人从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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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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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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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3 主要用能设备清单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配用电机型号 
额定功率

（kW） 

数量 

（台） 

节能措

施 

电子开料锯 KS-832P  28 2 变频 

直线封边机 F586c Aeev1h132s4 35 3 变频 

直线封边机 NKL-210 FDU1305/2153068 30 1 变频 

直线封边机 NKR780F2C MDEMAXX100C12 14.5 1 变频 

直线封边机 KDT-396JS PL50-3700 20.57 1 变频 

直线封边机 KE-368JL PL50-3700 18.05 1 变频 

全自动高速窄

板封边机 
ECO-253F SP132S4 27.5 1 变频 

数控钻孔中心 KD-612M  20.65 1 变频 

数控钻孔中心 PTP100  12 2 变频 

双工位数控钻

孔中心 
T-E9F  25 1 变频 

数控八排钻 BST-500  32 1 变频 

推台锯 MJ6130B  5.25 1  

推台锯 
ROBLAND 

Z250 
 6.25 1  

多排钻 KDT-6022T  8.15 1 变频 

雕刻机 STRATOS/ECO  17 2 变频 

雕刻机 豪耕 2513  15 2 变频 

中央吸尘器 CLX2-300  75 2 变频 

中央吸尘器 CLX2-150  37 1 变频 

空气压缩机 OGLC-55A                                                                                                                                                                                                                                                                                                                                                                                                                                                                                                                                                                                                      55 1  

空气压缩机 OGLC-22A   22 2  

空气压缩机 OGLC-11A   11 2  

小型中央吸尘

器 
MF9011-2 AEEF-AC 7.5 2  

四排钻 MZ7421B  9.3 1  

曲面异形热压

机 
TM2680-F1  48.2 1 变频 

正负压覆膜机 TM2580F  48.2 1 变频 

水帘机   16.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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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切割机 F6020GE  20 1 
整流逆

变 

一体化螺杆压

缩机 
PE-20A  7.5 1 变频 

空气压缩机 OGLE-11A  11 1  

工频交流点焊

机 
DTN-63KVA  63 2 

可控硅

斩波 

手动激光焊机 FSC001  7 1 
整流逆

变 

真空喷边机 HL  32 1 变频 

边缘涂装砂光

机 
KM-BNG  48 1 变频 

边缘涂装砂光

机 
KTM-Z9T1Y1G  108 1 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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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4 厂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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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5 生产工艺流程图 

一、浴室柜加工工艺流程 

 

浴室柜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说明： 

1. 开料：外购回的中密度纤维板，通过输送车被送到加工车间，由于所需

加工的产品种类较多，需要用不同的开料设备根据订单所要求的外形尺寸将各种

板材加工成各种尺寸的毛料，主要的开料设备有推台锯。该工序主要消耗电能，

该加工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木尘，目前采用中央集尘设备进行吸收处理。 

2. 封边：中纤板在浴室柜加工过程中均要进步性装饰面和侧面的加工，主

要为防水、防热要求和光滑便面要求的地方进行封边。因此封边是一道非常重要

的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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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雕刻：企业门板雕刻采用电脑雕刻机，该设备是数控技术和雕刻工艺相

结合的产物，是一种专用的数控机床。该雕刻工艺可以实现雕刻加工自动化、高

效率、高精度的有效手段，也是当今雕刻技术的发展主流。 

4. PVC 热压：该工艺通过电加热，再经过热传导使 PVC 上的胶受热固化，

并与板材完全贴合。 

5. 养生：对木线条采用自然养生的方式，使其自然消除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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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6 公司生产报表（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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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7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2021 年） 

 

项目 产量（件） 产值（万元） 

产品 木质家具 128276 159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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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8 工厂能源消耗统计表（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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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9 采购发票（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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