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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核算了 2019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填写了相关数据

表格。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信息

洛阳万基铝加工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7月,注册资金8.4亿元人

民币(2018年增资至15亿元)，属于国有企业，注册地址为新安县产

业聚集区长江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36767421271，法

定代表人：郭峰。主要从事铝及铝合金板、带、箔的生产与销售。

企业主要能源消耗为电力、热力以及消耗柴油的移动源。2019年共

计生产板带15.7959万吨和铝箔2.9712万吨，2019年度营业收入

27.97亿元。

1、组织架构

万基铝加工组织架构如下图所示。在能源/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方

面，具体工作由板带厂生产技术处负责。

洛阳万基铝加工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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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生产过程及工艺

万基铝加工主要从事铝及铝合金板、带、箔的生产与销售。主

要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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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源/温室气体管理现状

1）消耗的能源品种

万基铝加工的主要用能设施为消耗电力及热力的生产及办公活

动用电、用蒸汽设施等。因此主要消耗的能源品种相对简单明确：

电力、热力。厂区柴油叉车使用柴油。使用的能源全部外购，主要

是电力、热力、柴油。电力取自社会电网、热力取自市政热力，能

够保证能源供应及时，柴油购自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企业加油站

品质有保障，无外采天然气。间接排放源主要是铝合金板带、铝箔

生产线。主要直接排放源为柴油叉车。

2）能源计量与管理

能源管理和统计工作由板带厂生产技术处负责。参照《用能单

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2006，按照要求配置和

管理能源计量器具。制定并执行《监视和测量设备控制程序》，一

级计量器具管理有能源提供相关方负责，配备齐全二级计量器具，

板带厂生产技术处负责能源计量器具的管理。现有一级电表3块，覆

盖全厂所有用电设备，使用状况完好；一级水表2块，覆盖全厂用水

范围，使用状况完好。蒸汽一级表1块，使用状况完好。电力每月由

供电公司抄表，财务根据缴费通知单汇总成各月用电量，蒸汽一级

表1块，采用流量计计量、月底划账购买方式，新水由集团能源部抄

表，代收水费，每月上报财务部，由财务部汇总，形成台账。计量

记录便于数据的汇总。柴油在中石油、中石化购入，报财务部门统

计。灭火设施加二氧化碳由安全环保处负责、制冷剂的消耗由综合

管理处负责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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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基铝加工计量器具一览表

序号
能源

计量

类别

用能单位 次级用能单位 主要用能设备

应装

台数

(台)

实装

台数

(台)

配备

率(%)

完好

率(%)

应装台

数(台)

实装台

数(台)

配备率

(%)

完好率

(%)

应装

台数

(台)

实装

台数

(台)

配备

率

(%)

完好

率

(%)

1 电力 3 3 100 100 16 16 100 100 77 77 100 100%

2 新水 2 2 100 100

3 热力 1 1 100 100

4 柴油 批量购入

合计 5 5 100 100 16 16 100 100 77 77 100 100

对比《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对配置率的要求，能源计量器具配置情况为：

电力：电力一级计量器具配置率为100%，满足《通则》中要

求，电力二级计量器具配备率为100%，符合《通则》中规定，主要

用能设备计量器具配置率100%。

水：水一级计量器具配置率为100%，满足《通则》中要求，耗

水主要是生活用水，故未安装二级计量器具。

热力：一级计量器具配置率为 100%，满足《通则》中要求,二

级计量器具配备率为100%，符合《通则》中规定。主要用能设备计

量器具配备率100%，满足《通则》中要求。

能源的结算：电力每月由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计，根据万

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开具的《电量月报表》进行电费结算，由集团

给电网缴费。热力每月由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计，根据万基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开具的《供气月报表》进行热力费用结算，水每月

由集团能源部抄表统计，根据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开具的《供水

月报表》进行水费结算。

能源使用内部考核：热力、电力和水使用量每月由集团能计处

负责抄表，上述记录每月上报财务部，由财务部汇总考核，形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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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数据录入电子表格统一管理。计量记录便于数据的汇总。月底

各统计数据汇总到财务形成报统计局报表。CO2灭火器的使用由安全

处负责统计。

4、废弃物处理现状

公司生产的一般固体废物为废边角料，危险废物有废硅藻土、

废轧制油。制定有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废边角料分类存放集中外卖

处理，厂区建有危废仓库，存放废硅藻土，废轧制油存油库的废油

储罐中，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建立危废处置台帐。废

硅藻土由郑州森源废物处理有限公司处置，废轧制油由洛阳德正废

弃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处置。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进行无

害化处置。不涉及与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相关的废弃物处理。

5、废水处理现状

1）生产废水

废乳液处理装置，包括：破乳分离槽、电解槽、气浮槽、多介

质过滤器、活性炭过滤器、曝气生物碳过滤装置、提升泵、加药装

置、控制柜等。

含油废水处理装置，组合式气浮装置（2级气浮装置），包括：

PH 调节水箱、组合气浮装置、中间水箱、多介质过滤器、活性炭过

滤器、提升泵、加药装置、控制柜。

生产废水处理装置，（1级气浮装置），包括：组合气浮装置、

中间水箱、多介质过滤器、活性炭过滤器、提升泵、加药装置、控

制柜等。

外排废水主要指制备去离子水产生的浓盐水，由管道汇聚后排

入产业聚集区的污水处理厂。

生产废水不涉及工业废水厌氧处理排放，不涉及与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与报告相关的废弃物处理。

2）生活废水，主要是办公楼、车间生活间排放的盥洗、淋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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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便污水，由管道汇集后一部分排至生活污水处理站经处理达到

“城镇杂用水水质控制指标”后用于冲厕和厂区绿化；一部分排至

生产废水处理站，用于含油废水的生化处理。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

规模为10m3/h。生活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如下：

生活污水经废水处理设施不涉及与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相

关的废弃物处理。

（二）公司的设施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1、万基铝加工场所边界

按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要求》的行业分

类，万基铝加工属于“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行业领

域。根据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制度遵循的“谁排放谁报告”原则及ISO

14064系列标准要素，2019年度万基铝加工的温室气体排放核查范围

确定如下：

万基铝加工为独立法人主体，在所辖的地理边界和物理边界范

围内，2019年度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以下内容：

直接排放：化石燃料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间接排放：电力和热力消费所隐含的电力生产时化石燃料的二

氧化碳排放

其他间接排放：消防器材、制冷剂消耗的二氧化碳排放

位于新安县产业聚集区长江大道的洛阳万基铝加工有限公司，

无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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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基铝加工厂区平面图

万基铝加工环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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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基铝加工场所边界及排放源

2、设施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万基铝加工场所边界内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情况如下表。

序号 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排放类型

1 热力 拉弯矫直机组 3 组 间接排放

2 电力 生产设备、空调、照明、办公用电设施等 间接排放

3 柴油 移动源 --

说明：

外购热力厂区供暖；公司不对外供电；

灭火系统和制冷剂消耗、污水处理过程按实际发生情况。

二、温室气体排放

万基铝加工属于“铝压延加工”行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GB/T4754-2018），行业代码为3252（小类）。按照《核算方

法和报告指南》的分类，属于“铝压延加工”领域。符合《核算方

法和报告指南》的要求，采用排放因子法来核算二氧化碳排放量。

万基铝加工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包括计算直接排放（车

辆柴油使用）、间接排放（电力消耗、热力消耗）、逸散排放（灭

火系统二氧化碳逸散、空调制冷剂逸散）。计算直接排放的柴油消

耗量和间接排放所用的电力、热力消耗量，活动水平数据均为直接

测量；逸散排放中二氧化碳灭火系统以使用量计算、空调制冷剂以

补充量计算。

序号 场所 位置 功能及排放

1
洛阳万基铝加

工有限公司

新安县产业聚集区长

江大道

负责铝及铝合金板带箔材的生产、经营活动。使用

能源包括：电力、热力、柴油。

使用制冷剂和二氧化碳灭火系统。

无工业废水厌氧处理排放。

无固体废弃物处理产生的排放。无生产过程化学反

应产生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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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温室气体排放量

E = E燃烧 + E过程 + E电 + E热 ┈┈┈┈┈┈┈┈┈┈┈┈┈┈┈┈┈（1）

=19.9270+ 28.48 +65198.9857+1450.1104=66697.5031

式中：

E --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燃烧 --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过程 -- 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电 -- 电力消费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热-- 热力消费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2、燃料燃烧排放

E燃烧 = AD柴油 × EF柴油 ┈┈┈┈┈┈┈┈┈┈┈┈┈┈┈┈┈┈┈┈┈┈（2）

= 23.12873 × 42.652 × 20.2×10-3 = 19.9270

式中：

E燃烧 -- 报告年度内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柴油 -- 报告年度内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单位为百万千焦（GJ）

EF柴油 -- 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

（tCO2/GJ）

3、过程排放

E过程 = E消防 + E制冷剂 ┈┈┈┈┈┈┈┈┈┈┈┈┈┈┈┈┈┈┈┈┈┈┈（3）

= 28.48 + 0 = 28.48

式中：

E过程 -- 报告年度内过程逸散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消防 -- 报告年度内消防设施CO2充装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制冷剂 -- 报告年度内制冷剂逸散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注：公司配备空调所使用制冷剂为R22，设备制冷剂添加量作为制冷剂逸散

数量，2019年公司未进行制冷剂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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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力消耗排放

E电 = AD电 × EF电 ┈┈┈┈┈┈┈┈┈┈┈┈┈┈┈┈┈┈┈┈┈┈┈┈┈┈（4）

= 124023.18 × 0.5257 = 65198.9857

式中：

E电 -- 报告年度内电力消耗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电 -- 报告年度内电力消耗的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F电--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兆瓦时

（tCO2/MWh）

5、热力消耗排放

E热 = AD热 × EF热 ┈┈┈┈┈┈┈┈┈┈┈┈┈┈┈┈┈┈┈┈┈┈┈┈┈┈（5）

= 13182.8218 × 0.11 = 1450.1104

式中：

E热 -- 报告年度内热力消耗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热 -- 报告年度内热力消耗的数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

EF热--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

（tCO2/GJ）

三、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说明

万基铝加工2019年产品产量187671.1796吨（板带157959.1281

吨、铝箔29712.0515吨），温室气体排放量66697.5031tCO2，单位

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0.35539 tCO2/t。与上年度相比，单位产品温

室气体排放量下降 17.05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13709.19 tCO2

公司能源消耗数据来源：电力、热力根据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开具的《电量月报表》《供气月报表》进行热力费用结算，柴

油、消防CO2消耗量依据仓库报表结算。2019年公司能源消耗统计如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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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基铝加工 2019 年能源消耗统计表

月份 柴油(升) 电力（万KWh） 热力（吨） CO2（吨）

1 1134 826.7641 783 0

2 2185 954.4705 844 0

3 2845 990.9104 421 1.2

4 2591 1122.3833 31 0

5 2432 1154.9918 76 16.84

6 2600 1065.7391 46 0

7 2000 1070.7432 76 0.44

8 2203 1085.8024 23 0

9 2940 1142.3605 394 0.56

10 2340 958.6147 333 0

11 1642.2 1049.3473 671 9.44

12 2622 980.1907 1049 0

合计 27534.2 12402.318 4746 28.48

注：1、柴油密度取0.84 吨/1000 升，用量23.12873t；

2、热力热焓值为2777.67 kJ/kg（150 度+1.0MP 时),用量13182.8218GJ

四、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说明

万基铝加工能源（柴油、电力、热力）排放因子数据依据《其

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详见附表2、附表3、附表4、附表5

本报告真实、可靠，如报告中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本企业

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

2020 年 3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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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1 万基铝加工2019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表

序号 项 目 排放量（tCO2）

1 燃料燃烧 19.9270

2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65198.9857

3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1450.1104

4 净购入二氧化碳产生的排放 28.48

5 公司排放量总计 66697.5031

附表2 万基铝加工活动水平相关数据一览表

燃料品种
净消耗量

（t）

低位发热量

（GJ/t）

燃料燃烧 柴油 23.12873 42.652

参数名称 量值 单位

净购入电力、热力

消费

电力消费量 124023.18 MWh

热力消费量 13182.8218 GJ

净购入二氧化碳消费 二氧化碳消费量 28.48 t

附表3 万基铝加工排放因子相关数据一览表

燃料品种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碳氧化率（%）

燃料燃烧 柴油 20.2×10-3 98%

参数名称 量值 单位

净购入电力、热力

消费

电力消费的排放因子 0.5257 tCO2/MWh

热力消费的排放因子 0.11 tCO2/GJ

净购入二氧化碳消费 二氧化碳消费量 1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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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常用化石燃料相关参数的推荐值

燃料品种 计量单位
低位发热量

（GJ/t）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燃料碳

氧化率

柴油 t 42.652 20.2×10-3 98%

附表5 其他排放因子推荐值

参数名称 单位 CO2排放因子

电力消费的排放因子 tCO2/MWh 采用国家最新发布值

热力消费的排放因子 tCO2/GJ 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