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碳核查报告 

 

 

 

 

 

 

 

 

 

 

 

 

 

 

 
 

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 

 

二〇一八年七月



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碳核查报告                        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 

 
 

 

 

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碳核查报告 

 

 

企业名称：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汉沽现代产业区华山路 29 号 

联系人：尹国静      电话：13752696857 

传真：022-59916233   E-mail: Silence_Yin@cargill.com 

 

核查机构：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公章） 

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61 号泰达 MSD-H2 座 3 层 

联系人：邓培浪          电话：18322054063 

传真： 022-66371919   E-mail: Peilang.deng@ecoteda.org 

 

主要核查人员情况 

姓名 职称 主要职责 签字 

薄文 工程师 报告负责人  

邓培浪 工程师 报告编制  

许杨 工程师 技术复核  

朱安琪 工程师 报告核准  



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碳核查报告                        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 

 
 

目录 

1 概述......................................................................................................................... 1 

1.1 核查目的 ...................................................................................................... 1 

1.2 核查依据 ...................................................................................................... 1 

1.3 核查过程 ...................................................................................................... 2 

2 企业概况................................................................................................................. 4 

2.1 基本情况........................................................................................................... 4 

2.2 综合能源消费量............................................................................................... 7 

2.3 工业总产值及工业增加值............................................................................... 8 

3 核算边界确定......................................................................................................... 8 

3.1 核算边界........................................................................................................... 8 

3.2 企业排放源列表............................................................................................... 8 

3.3 新增设施........................................................................................................... 8 

4 排放量核算............................................................................................................. 9 

4.1 核算方法符合性.............................................................................................. 9 

4.2 活动水平数据符合性...................................................................................... 9 

4.3 排放因子符合性............................................................................................ 12 

4.4 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 12 

5 核查结论............................................................................................................... 15



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碳核查报告                        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 

1 
 

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为落实《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印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碳盘

查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关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天津开发

区）开展区内企业碳盘查工作的有关要求，为主管部门审定被核查企业 2017 年

度碳排放量，以全面系统准确的核查纳入企业碳排放信息，保证核查结果的科学

性、实用性和有效性，有效完成碳盘查工作提供可靠的数据质量保证服务，本核

查机构在天津开发区发展改革局的指导下，独立公正地开展核查工作，确保数据

完整准确。 

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以下简称泰达低碳中心）碳核查人员按照《天

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印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碳盘查工作实施细

则（试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碳排放核算报告指南》（试行）等文件要

求，在查阅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场踏勘并与企业负责人访谈的基础上，审

查企业排放报告技术符合性，核实排放边界及排放源，通过生产记录、统计报表

以及财务凭证等原始资料的交叉核对，核证该企业 2017 年度能源消耗量，并核

算出每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编制完成 2017 年度碳排放核查报告。 

1.2 核查依据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印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碳盘查工作实

施细则（施行）》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制造业企业碳排放核算报告指南》（试行）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运输企业碳排放核算报告指南》（试行）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其他行业企业碳排放核算报告指南》（试行） 

《能源报表制度》（天津市统计局印）；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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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核查过程 

1.3.1. 核查准备与安排 

泰达低碳中心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接受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的委托为

其进行 2017 年度碳排放核查。根据核查员的技术能力、企业的规模和经营场所

数量等实际情况，组成了核查组。 

核查组由 4 名核查员组成，并指定薄文为核查组长；就企业实际情况进行了

现场访问。 

核查组查阅了企业 2017 年度碳排放报告，收集被核查企业相关资料，确定

现场核查重点。并在初始核查工作的基础上，形成企业核查资料清单，并以邮件

的形式发送给企业。经过与被核查企业沟通后制定核查计划，包括核查工作内容、

时间进度安排、核查组成员任务分工等。 

1.3.2. 文件评审 

根据《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制造业企业碳排放核算报告指南》，核查组对如

下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 

1) 企业提交的《2017 年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碳盘查报告》； 

2) 企业提供的支持性文件，部分支持性文件详见附件。 

核查组根据以上文件提供的内容，了解被核查企业核算边界、生产工艺流程、

碳排放源构成、适用核算方法、活动水平数据等信息，评审被核查企业 2017 年

度碳排放报告中载明数据和信息的完整性，判断是否完全覆盖了相关指南所界定。

识别现场访问的重点为：现场查看企业的实际排放情况与其提交的《2017 年嘉

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碳盘查报告》的一致性，现场查阅企业的支持性文件，

通过交叉核对判断排放报告中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1.3.3. 现场核查 

2018 年 7 月 10 日，核查组进入企业现场进行核查。该公司尹国静等接待核

查组一行。 

1.3.3.1对企业基本情况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与相关负责人进行座谈，了解企业 2017 年企业生产基本状况、

产品及产能变化情况、碳排放及能源管理现状、核查年度所采取的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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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措施等，并通过拍照等形式记录核查过程。 

核查组通过查阅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基本情况介绍、工艺流程

图、2017 年度碳排放报告，以及能源统计报表等相关支持性文件并同时访谈企

业，了解企业基本情况、主要生产工艺和产品情况发现，嘉吉食品（天津）有限

公司主要能源品种为电力、热力（蒸汽）以及天然气，该企业有完善的结算票据

管理系统，数据完整无缺失。 

1.3.3.2核算边界及排放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现场核查发现：企业的核算边界及排放源情况与企业《2017 年

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碳盘查报告》所述内容一致。 

1.3.3.3 对核算方法、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以及排放量计算的核查 

核查组对该企业《2017 年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碳盘查报告》中所采

用的核算方法进行核查，发现：企业所选用的核算方法符合《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制造业企业碳排放核算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具体内容详见本报告 4.1。 

核查组对该企业《2017 年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碳盘查报告》中的各

项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进行核查，并给出了核查结论，具体内容详见本报告 4.2。 

核查组对该企业《2017 年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碳盘查报告》中的各

项排放因子选取的科学性及合理性进行核查，并给出核查了结论，具体内容详见

本报告 4.3。 

核查组对该企业《2017 年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碳盘查报告》中碳排

放计算结果进行复核验算，并给出了核查结论，具体内容详见本报告 4.4。 

1.3.3.4对工业总产值及产量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该企业上报国家统计局的《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B205-1

表）与《主要工业产品销售、库存、订货》（B204-2 表），核实了企业工业总产

值、产量等数据，发现：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与上报国家统计局的《主要

工业产品销售、库存、订货》中的总产量一致，因此工业总产值与产量数据可信。 

1.3.4 报告编制 

核查组根据现场核查发现及交叉核对结果，按照《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制造

业企业碳排放核算报告指南》（试行）等相关要求，编制了《嘉吉食品（天津）

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碳核查报告》。报告正文内容包括：概述、企业概况、核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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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确定、碳排放量核算、核查结论共五个部分。 

本温室气体核查报告编写完成后，已通过独立于核查组成员的“技术委员会”

技术审核，并最终由技术负责人审定签发。 

此外，核查组以安全和保密的方式，保管核查过程中的工作记录、企业相关

核查资料以及核查报告等全部书面和电子文件，保存期为 5 年。 

2 企业概况 

2.1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6 

法人性质 独立法人 □视同独立法人 法人代表 刘军 

所属行业 
淀粉及淀粉

制品制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792530711C 

地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汉沽现代产业

区华山路 29 号 
注册地 天津 

企业基本情况概述 

1、企业概况 

嘉吉公司成立于 1865 年，是一家集食品、农业、金融和工业产品及服务为一体的多元

化跨国企业集团。在 65 个国家拥有十四万两千名员工。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是嘉吉

的独资投资公司，业务发展起源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总部设在上海。如今嘉吉的足迹遍布

全国，在中国大陆拥有 52 家业务运营点，创造就业岗位 7000 多个。 

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Cargill Food (Tianjin) Co., Ltd.）（以下简称“嘉吉食品公

司”）是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投资 5210 万美元，全套引进美国嘉吉公司生产技术，

于 2006 年 9 月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汉沽现代产业区成立，美国嘉吉公司独资企业，2008

年 10 月正式投产。2009 年在厂址紧邻西北侧新征地块建设“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年

产 10000t 液体磷脂加工扩建项目”，2013 年在现有厂区内建设“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

司果葡糖浆技术改造项目”，2013 年在现有磷脂生产区东侧空地建设 6000t/a 液体磷脂生产

装置。 

目前年生产能力为 13.5 万 t 的 55%高果葡糖浆（行业代码 C1391 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

和 1.4 万 t 液体磷脂（行业代码：C1494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是目前华北地区产量最

大的专业玉米果葡糖浆制造商之一，主要为中国北方及东南亚地区提供优质的玉米果葡糖浆

产品及服务。果葡糖浆可以以任意比例代替蔗糖应用于各类饮料和食品中，市场前景非常广

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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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吉食品公司引进了全套美国嘉吉公司生产技术及 GMP 和 HACCP 质量管理体系，产

品质量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符合 ISBT(国际饮料协会)国际标准。完成了 ISO14001 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GB/T23331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生态标识认证、清洁生产审核、能源审计、碳盘

查工作，积极参与滨海新区的“节能之星”评选活动，并获得节能之星“三星”荣誉称号。 

2017 年末，公司员工总人数为 120 人：技术人员 12 人，占总职工人数的 10%；管理人

员 32 人，占总职工人数的 26.7%。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共 96 人，占总人数的 80%。 

2、生产工艺 

2.1 磷脂工艺流程图如下： 

 

 

2.2 果糖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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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织机构 

 

4、主要设备 

序

号 
设备设施名称 规格型号 

数

量 

安装使用

场所 
生产日期 

完好

状态 

1 调浆设备 

 淀粉调浆罐 20M3 2 淀粉库 

 

2007.5 完好 

2 液化设备 

  蒸汽加热器（液化喷枪） K-512-AS 

 

1 工艺车间 2013.6 

 

完好 

 二级反应器 

 

98M3 

 

1 工艺车间 2007.5 

 

完好 

3 糖化设备 

  糖化罐 172M3 

 

8 糖化罐区 2007.5 

 

完好 

4 净化设备 

  碳柱 

 

70M3 

 

2 工艺车间 2007.5 

 

完好 

 离子交换柱 26M3 

 

12 工艺车间 2007.4 

 

完好 

5 异构设备 

  异构柱 

 

7M3 

 

8 工艺车间  完好 

6 色谱分离柱 

 

SSMB14 

 

12 工艺车间  完好 

7 混床 14M3 

 

3 工艺车间 2007.5 完好 

8 脱水设施 

  降膜式蒸发器 

 

SNJM3-16000 

 

4 工艺车间 2006.12 

 

完好 

9 存储设备 

  成品储罐 

 

590M3 

 

1 成品罐区 2007.5 

 

完好 

 成品储罐 

 

2000M3 

 

1 成品罐区 2011.9 

 

完好 

 成品储罐 

 

2000M3 

 

1 成品罐区 2013.4 

 

完好 

10 灌装设备 

 
 流量计 

83F1H-AD1SAAA

ABHJB 
1 装车间 2007.5 完好 

 

2.2 综合能源消费量 

2017 年能源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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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消费量 

加工转

换投入

合计 

能源加

工转换

产出 

回收 

利用 

折标系

数 

天然气 万立方米 20.8248    12.143 

电力 万千瓦时 1165.155    1.229 

热力 百万千焦 145533.86    0.0341 

综合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 6647.56 

2.3 工业总产值及工业增加值 

工业总产值（万元） 32981.5 数据来源 财务报表 

工业增加值（万元） 2265.61 数据来源 财务报表 

2.4 碳排放数据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总排放 

企业碳排放报告数据（吨） 411.64 24274.72 24686.36 

经第三方核查后的碳排放数据（吨） 411.64 24274.72 24686.36 

 

3 核算边界确定 

3.1 核算边界 

核算边界为地址位于天津汉沽现代产业区华山路 29 号的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相

关活动碳排放设备，如碳炉等所产生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 

通过查看相关资料和与企业负责人交谈，确认企业在 2017 年度未设立分公司，也未发

生兼并、重组等活动，核算边界仍是企业厂界范围内的生产设施造成的排放。 

本次核查时间范围从 2017 年 1 月 1 日始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 

3.2 企业排放源列表 

公司名称 碳排放分类 排放源/设施 备注 

嘉吉食品

（天津）有

限公司 

直接 

排放 

化石燃

料燃烧 
天然气  

工业生

产过程 
无  

间接排放 外购电力外购热力 — 

3.3 新增设施 

设施名称

及型号 
投产时间 主要产品 设计产能 

产量、工业总产值、

工业增加值 
生产工艺 

无 - - - - - 

 



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碳核查报告                        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 

9 
 

4 排放量核算 

4.1 核算方法符合性 

核查组通过评审《2017 年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碳盘查报告》，确认企

业采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制造业企业碳排放核算报告指南（试行）》中规定

的方法进行核算，符合要求。 

4.2 活动水平数据符合性 

核查组通过查阅证据文件及对企业进行访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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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1 对天然气消耗量的核查 

数值 20.8248 

单位 万立方米 

数据来源 
企业天然气消耗台账（企业每月统计汇总天然气消耗量，形成企业能源台

账） 

测量方法 流量计连续测量 

测量设备 流量补偿仪 

测量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天然气消耗量的数据核对见下表 4-2-2，结论如下： 

1） 核查组查阅了企业 2017 年度天然气台账数据，汇总得到 2017 年天然

气消费量为 20.8248 万立方米，与《排放报告》一致。 

2） 核查组交叉核对了该企业上报国家统计局的《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B205-1 表）与企业天然气消耗台账，得出两者 2017 年天然气消费

量数值基本一致，企业上报国家统计局的《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B205-1 表）数据为 20.82 万立方米。 

3） 企业解释原因为两者保留小位数不一致，核查组认为企业解释合理，

可以采信。 

核查结论 核查组采用 20.8248 万立方米作为 2017 年度天然气消费量。 

 

表 4-2-2 对天然气消耗量的数据核对（万立方米） 

2017 年 能源台账 205 表 排放报告 

1 月 1.0237 
2.66 20.8248 

2 月 1.6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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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4290 1.43 

4 月 1.6765 1.68 

5 月 1.7919 1.79 

6 月 1.5991 1.6 

7 月 2.2062 2.2 

8 月 2.5361 2.54 

9 月 1.7024 1.7 

10 月 2.7040 2.71 

11 月 1.3634 1.36 

12 月 1.1550 1.15 

合计 20.8248 20.82 20.8248 

最终核查值 20.8248 

 

表 4-2-3 对电力消费量的核查 

数值 1165.155 

单位 万 kWh 

数据来源 企业能源消耗台账----企业月度统计汇总电力消耗量，形成企业能源台

账。 

测量方法 电表测量并自动上传 

测量设备 - 

测量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电力消耗量的数据核对见下表 4-2-4。结论如下： 

1） 核查组查阅了企业 2017 年度天然气台账数据，汇总得到 2017 年电

力消费量为 1165.1550 万千瓦时，与《排放报告》一致。 

2） 核查组查阅了该企业上报国家统计局的《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B205-1 表），汇总得到 2017 年电力消费量为 1165.16 万千瓦时，

与《排放报告》基本一致。企业解释原因为两者保留小位数不一致。 

核查结论 核查组采用 1165.155 万千瓦时作为 2017 年度电力消费量。 

表 4-2-4 电力消耗的数据核对（单位：万千瓦时） 

2017 年 能源台账 205 表 排放报告 

1 月 84.3050 
181.23 

1165.1550 

2 月 96.9250 

3 月 107.8900 107.89 

4 月 97.7950 97.8 

5 月 116.4750 116.47 

6 月 108.6600 108.66 

7 月 111.7150 1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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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5.1650 105.16 

9 月 70.4250 70.43 

10 月 123.5450 123.54 

11 月 67.6600 67.66 

12 月 74.5950 74.6 

合计 1165.1550 1165.16 1165.1550 

最终核查值 1165.1550 

 

表 4-2-5 对热力消费量的核查 

数值 145533.86 

单位 百万千焦 

数据来源 企业能源消耗台账----企业月度统计汇总热力消耗量，形成企业能源台账。 

测量方法 蒸汽表测量并自动上传 

测量设备 - 

测量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

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热力消耗量的数据核对见下表 4-2-6。结论如下：  

1）核查组查阅了企业 2017 年度热力台账数据，汇总得到 2017 年热力消费

量为 145533.86 百万千焦，与《排放报告》一致。 

2）核查组查阅了该企业上报国家统计局的《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B205-1

表），汇总得到 2017 年热力消费量为 145533.86 百万千焦，与《排放报告》

一致。 

核查结论 热力消耗量数据来自于企业热力台账数据，数据经核对与企业能源消费记

录表一致，核查组确认热力台账数据真实可靠，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表 4-2-6 对热力消费量的数据核对 

2017 年 热力台账（吨） 205 表（百万千焦） 排放报告 

1 月 4034 
25635.38 

145533.86 

2 月 5194 

3 月 4833 13426.08 

4 月 3986 11073.11 

5 月 5079 14109.46 

6 月 4237 11770.38 

7 月 4665 12959.37 

8 月 4220 11723.16 

9 月 2581 7170.02 

10 月 4786 132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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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120 11445.36 

12 月 4653 12926.03 

合计 52388 145533.86 145533.86 

折算系数 2．778GJ/t -- -- 

合计 145533.86 145533.86 145533.86 

单位 百万千焦 

最终核查值 145533.86 

注：折算系数采用企业自测和上报统计局数据作为计算，为了与历史报告保

持一致。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所有活动水平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

合《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制造业企业碳排放核算报告指南》（试行）要求。 

 

4.3 排放因子符合性 

核查组通过查阅证据文件及现场访问企业，对相关参数进行了核查。单位热

值含碳量、碳氧化率、碳酸盐反应率以及电力排放因子选取的是《核算指南》中

提供的默认值，核查组确认企业参数选取正确并符合《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指南》的要求。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所有排放因子真实、可靠、正确，且符

合《指南》要求。 

4.4 碳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 

4.4.1 直接排放 

4.4.1.1 燃料燃烧 

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量计算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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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2017 年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计算 

燃料品种 

燃料消费量 低位发热值 单位热值含碳量（tC/TJ） 碳氧化率（%） 

CO2 排放量 

（t） 

数据来源 单位 数值 数据来源 单位 数值 数据来源 数值 数据来源 数值 

天然气 

□仪表计量 

□库存记录 

□结算凭证 

其他：能源台账 

104m3 20.8248 
□监测值 

缺省值 
TJ/104m3 0.35544 

□监测值 

缺省值 
15.32 

□监测值 

缺省值 
99% 411.64 

合计 4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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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 工业生产过程 

本企业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4.4.2 间接排放 

4.4.2.1 外购电力 

外购电力 CO2 排放量计算见下表。 

表 4-4-2 外购电力 CO2排放量计算 

年份 
外购电力量（104kWh）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tCO2/104kWh） 

8.843 

CO2 排放量 

（t） 数据来源 数值 

2017 年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______ 

1165.155 10303.47 

4.4.2.2 外购热力 

年份 
外购热力量（GJ） 

外购热力排放因子 

（tCO2/GJ） 

0.096 

CO2 排放量 

（t） 数据来源 数值 

2017 年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______ 

145533.86 13971.25 

 

4.4.3 排放量汇总 

企业碳排放量汇总，如表 4-4-3 和 4-4-4 所示。 

表 4-4-3 企业碳排放量汇总表 

排放量分类 CO2排放量（t） 

直接 

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 411.64 

工业生产过程 0 

小计 411.64 

间接 

排放 

外购电力 10303.47 

外购热力 13971.25 

小计 24274.72 

合计 2468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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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核算结果分析 

表 4-4-4 碳排放强度水平分析结果 

项目 单位 数值 

单位工业总产值 CO2排放量 tCO2/万元 0.75 

单位工业增加值 CO2排放量 tCO2/万元 10.90 

5 核查结论 

 

经核查，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 2017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 24686.36 吨与

企业自查结果相符，本次核查数据均采用企业能源计量台账，数据可靠性由能源

购进消费表和能源购买结算单抽查进行交叉核证，结果与企业能源台账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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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企业碳排放信息表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 

地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汉沽现代产业区华山路 29

号 
邮编 300480 

联系人 尹国静 电话 13752696857 传真 022- 59916200 

法人性质 独立法人□视同法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792530

711C 

所属行业 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 注册地 天津 

二、核算边界 

核算边界为地址位于天津汉沽现代产业区华山路 29 号的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相关活

动碳排放设备，如碳炉等所产生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2017 年，企业边界无变化，企业

排放设施没有任何变化。 

企业无过程排放。 

三、产品方案 

产品名称 单位 实际产量 设计产能 

果糖 T 125484.88 13.5 

液体磷脂 T 6859.48 1.4 
 

四、工业总产值及工业增加值 

工业总产值（万元） 工业增加值（万元） 

32981.5 2265.61 

五、碳排放量汇总 

碳排放分类 二氧化碳排放量（t） 

直接 

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 411.64 

工业生产过程 0 

小计 411.64 

间接 

排放 

外购电力 10303.47 

外购热力 13971.25 

小计 24274.72 

合计 2468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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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资料附件 

附件参考文件 

 

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2 厂区平面图 

3 能源消费统计台账 

4 能源购入结算凭证 

5 能源计量器具照片（电表、蒸汽表、燃气表、水表） 

 

 

 

 

 

 

 

 

 

 

 

 

 

 

 

 

 

 

 

 

 

 

 

 

 

 

 

附件 1.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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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嘉吉食品（天津）有限公司厂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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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能源消费统计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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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能源购入结算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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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能源计量器具照片（电表、蒸汽表、燃气表、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