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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核查组通过对浙江田中精机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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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田

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报告的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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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排放量为：

排放源类别 排放量（tCO2）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347.9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147.93

企业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tCO2） 199.99

经核查，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二氧化碳总排量

为347.92 tCO2，其中化石燃料物燃烧排放量为147.93 tCO2，外购电

力的排放量为199.99 tCO2。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按要求进行核查，浙江田

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排放量为：

排放源类别 排放量（tCO2）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328.14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168.44

企业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tCO2） 159.70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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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2020年19号）、

《浙江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实施方案》（浙政办发〔2016〕70号）、

《浙江省“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施方案》（浙政办发〔2017〕31号）、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环办气候函【2021】130

号）的要求，浙江国发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国发”）受

企业的委托，对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核查方）2020年

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此次核查的目的包括：

确认被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信，是否

符合《浙江省建设项目碳排放评价编制指南（试行）》的要求；

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碳排放评价编制指南（试行）》的要求，对记

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被核查方2020年度在企业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即浙江省嘉兴市嘉

善县姚庄镇新景路398号厂区内所有生产设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即原材

料在产品生产过程中除燃烧之外的物理或化学变化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燃料燃烧排放以及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生产设施范围包括直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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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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修、库房、运输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

生产指挥系统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

1.3 核查准则

1、《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2、《ISO 14064-1温室气体第一部分：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

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

3、《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2005年中国温室气体

清单研究》

4、《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5、《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

6、《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GB/T 213）

7、《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GB/T 384）

8、《天然气能量的测定》（GB/T 22723）

9、《GB/T 476煤中碳和氢的测量方法》

10、《SH/T 0656石油产品及润滑剂中碳、氢、氮测定法（元素分析仪

法）》

11、《GB/T 13610天然气的组成分析（气相色谱法）》

12、《GB/T 8984气体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的测定（气

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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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浙江省省核查指南》要求以及浙江国发内部质量管理相关制度，

本次核查的核查组人员组成及分工如表2-1所示。

表2-1 核查组成员及分工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责分工

1 姚立人 核查组组长 核查工作统筹、文件评审、现场核查

2
陈伟周

林杰
核查组组员

文件评审、现场核查、报告编制、资料审阅、现

场查看、数据抽样、核查计划制定、数据整理

3 邱波峡 技术复核人 技术评审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2021年6月12日收到被核查方提供的《2020年度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初版）》（以下简称《排放报告（初版）》），并于2021年6月25

日对该报告进行了文件评审。核查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

——企业基本情况：《排放报告（初版）》中未描述企业的法人核算

边界和补充数据表核算边界；

——活动水平数据：经查阅《排放报告（初版）》，发现《排放报告

（初版）》中外购石油液化气、电力的监测方法以及监测频次未描述，无

法确认数据来源的合理性、规范性。

——其它情况：提供的支持性文件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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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于2021年6月26日对被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现

场核查。现场核查按召开见面会、现场主要排放设施及计量器具踏勘、走

访企业相关部门核实验证数据信息、召开总结会四个步骤进行。现场主要

访谈对象、访谈内容如表2-2所示。

表2-2 现场访谈一览表

时间 对象 部门/职务 访谈内容

2021.6.26

张玉龙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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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层级核算边界；了解企业排放报告管理制度

的建立情况。
王松静 管代

贺晶 项目主管
营业执照、平面布局图、生产报表、检定证书等资

料的提供。

唐宏梅 生产部长

产品产量的监测方法、监测频次的介绍。

厂区内主要用能设备和计量器具的介绍

介绍电力的监测方法、监测频次等，并提供能源计

量器具清单、主要用能设备清单、生产抄表量等

高彬宾 CNC主任

提供汽油、电力的购进发票以及公司产值、员工人

数等资料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核查组于2021年6月26日向被核查方开具了1项不符合（详见附件1），

并与被核查方沟通一致。并与被核查方沟通一致，被核查方正式确认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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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清单（盖章版本）尚未收到。

根据浙江国发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在提交核查委托方之前进行

了内部技术评审。负责本次技术评审的人员独立于本次核查组。技术评审

意见及修正情况见表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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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对企业汽油消耗量按月度进行分别统计 已合理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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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基本信息

核查组对《企业2020年度碳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信息进行了核查，

通过查阅被核查方的《营业执照》、《组织结构图》等相关信息，并与被

核查方代表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玉龙，营业执照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30000751199313Q，成立于 2003 年 7月 9日。田中精机股份

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以及售后服务为一体的自动化系统

集成方案专业提供商。公司在广东深圳、马来西亚、日本、印度设有分公

司。于 2015年 5月上在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 2019年产值超 2.9亿，2020

年产值超 3.4亿。

主要产品有绕线自动化设备（生产线）、装配自动化设备（生产线）、

检测自动化设备（生产线）等。公司产品获多项浙江省新产品认定、参与

浙江省新产品试制计划，获浙江省装备制造业重点领域“首台套”产品，

多项产品被评定为浙江省名牌产品。

公司重视信息化建设，建设了多套信息化系统，覆盖研发、生产、供应

链、销售、资源、财务、人事等管理，并进行了研发管理云平台建设和企

业数字化平台建设。通过了两化融合贯标。

公司已通过 ISO9001：2015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2015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b985fcbb491fb6a9484ca4439fea78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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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HSAS18001:2007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GB/T29490-2013 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认证。

公司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公司研发中心被认定为“浙江省企业研究

院”、“浙江省企业技术中心”及“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并设“博士后工作站”。企业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入围

企业。

公司人才力量雄厚，专业技术人员超 50%，有国千人才 1人，省千人

才 1人，客座教授 9人。工程师 95人，其中中高级工程师 62人。

公司已申报自主知识产权 355项，其中已授权发明专利 38项，实用新

型专利 240项，软件著作权 6项，外观设计专利 1项。尚有发明专利 56项，

实用新型专利 14项正在审理中。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企业综合能5606.8吨标煤，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见下图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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