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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时代，以变暖为特征的气候变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

极大挑战。近年来，人类面临着严峻的全球危机：新冠疫情席卷全球，

洪水、蝗虫泛滥，粮食减产，山火肆虐。当代，天气灾害、瘟疫与气

候变化相关是科学界的普遍共识，如若继续放任气候变化，灾难将变

得更加频繁，人类社会将无法承受由气候变化带来的重大挑战。 

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的

大量排放，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统计、核算、预测是减缓气候变

化的重要手段。因为大气层的无国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世

界各国人民在追求和平发展之后的又一个共同夙愿。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郑

重向国际社会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

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核算碳排放、推动碳减排、实现碳中和是中国绿色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历史的大势所趋。为顺应政

策形势，共同努力改变人类自身的命运，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决定基于 ISO 14064-1:2018 国际标准组织开展企业温室气体盘

查，并依据 BS PAS 2060:2014 标准实现企业 2020 年办公活动的碳中

和。今后，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努力通过碳减排、碳抵

消手段维持碳中和状态，为国家绿色发展和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一

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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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1.1. 企业简介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秉承科技兴业，实业报国的理念，

以绿色低碳环保为方向。通过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以用户需求

为核心，用户体验为基础，开创了在一个物联网平台监控管理各种设

备、智能运维的先河，为广大用户提供设备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安捷研发人员占全员 20%以上，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制定国家

标准一项，参与多项国家标准的制定。是院士专家工作站和博士后工

作站。发起并成立了“中国通用设备安全节能创新战略联盟”，并于

2019 年升级转型为“中国物联网技术与可持续发展产业联盟”；安捷

将物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边缘计算、人工智能、BIM 和数字

孪生技术、MR 技术，广泛应用于实践。 

安捷在全国已拥有六个全资公司和多个省市的事业合伙人；运用

安捷的技术，在项目建设的电力、暖通专业上可节省投资 20%以上，

降低能耗 20%以上，节约各种设备的运维成本 50%以上。用户数量超

过 1000 个，每年通过安捷的服务减少碳排放达百万吨，安捷技术＋

保险业务的创新模式为用户提供更安全的设备运维服务。安捷目前已

和华为、思科、研华、江森、GE、中国航天五院等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每年派出技术人员到世界各地参加专业展会，和世界多个大学有技术

交流，是国际雾计算联盟成员之一。 

安捷牢牢把握科技进步和时代发展脉搏，多次获得天津市科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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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一、二等奖。公司注重人才培养，企业文化和优秀价值观的建设，

党和国家地方的领导多次来公司参观指导，同时多次受到政府、用户、

行业协会的表彰。安捷正在努力用科技创新的力量，为我国早日实现

智能建筑、智慧工厂，智能园区和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城市的目标贡献

方案和力量！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基本信息如表 1-1 和图 

1-1 所示。 

表 1-1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官网 http://www.anjieservice.com/  

企业地址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华科五路 1 号

-1 

联系电话 022-58221086 

传真 022-58960362 

 

 

图 1-1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所在地 

 

http://www.anjieserv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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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碳管理策略与目标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自身的业务优势出发，为保护

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从制度建

设、管理能力提升、项目实践三方面开展探索，形成了一套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碳管理策略 

1.2.1. 公司政策与碳管理目标 

目前，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没有在环境保护和节能低

碳方面编制体系化的政策文件，但是于 2021 年 4 月成立了统筹相关

业务工作的“碳资产管理部”，并且正在筹备公司内部的员工节能减

排行为管理制度。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碳管理目标如下： 

1) 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排放台账，全面掌握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数

据及变动趋势； 

2) 以智慧物联持续推动建筑节能减排； 

3) 实现公司办公活动碳中和，维持碳中和状态，带动公司服务的

客户认可绿色低碳、参与节能减排实践，让更多企业实现碳中

和。 

1.2.2. 体系建设与认证 

在与绿色低碳有关的管理体系建设方面，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早在 2015 年之前就已经开展了环境管理体系建设，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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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首次取得第三方认证。 

1.2.3. 智慧低碳解决方案 

尽管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碳管理制度缺失，管理体

系建设工作相对滞后，但公司一直以来注重将自身的智慧物联技术应

用到节能减排的实践之中。公司 2019 年入驻的安捷物联大厦，在设

计和建造过程中就深度融合了节能减排思路，在落成后的日常运维过

程中，充分利用了智慧化、精细化的管控手段，既大幅降低了公司的

运营成本，又产生了显著的节能减排效果。 

2. 碳中和计划说明 

2.1. 碳中和管理策略与目标 

以 2020 年为基准年，依据 ISO 14064:2018 国际标准盘查天津安

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估现有主要节能减排措

施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使用中国政府部门依法签发的中国核证自愿减

排量（CCER）抵消公司 2020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温室气体排放

量、减排量，实现碳中和的相关工作以及碳中和宣告都需经过英国标

准协会（BSI）的第三方查证。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碳中

和目标是实现公司 2020 年度的碳中和，并通过持续性的减量和抵消

保持碳中和状态。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碳中和计划的实施步骤如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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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碳中和

主题与边界

温室气体盘查

（ISO 14064-1:2018）

制定碳中和计划

持续开展碳减排

购买CCER抵消排放

碳中和宣告

（BS PAS 2060:2014）
 

图 1-1 碳中和实施步骤 

2.2. 碳中和工作组织架构 

为持续有效的开展温室气体管理，科学严谨的完成温室气体盘查

工作，不断推动企业碳管理绩效改善，实现 2020 年度碳中和并在其

后保持碳中和状态，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门成立了工作

小组，开展数据收集、资料保管、绩效指标选取、降碳目标制定、CCER

抵消等相关工作。工作小组的组织架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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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温室气体盘查工作推动小组架构图 

 

工作小组的具体职责包括：整体负责公司温室气体管理工作，收

集提供相关数据和信息，对接咨询公司开展温室气体排放盘查，建立

和维护公司温室气体资料档案体系，组织节能减排培训，推动碳减排

相关规章制度的建立、落实，对碳减排措施进行内部评审，购买 CCER

实现碳抵消，组织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碳中和报告的内部核查等。 

主管领导：协调各部门资源、推动整个温室气体盘查工作与碳中

和工作的有序进行，参与减排计划的制订并监督减排计划实施，对

CCER 的采购给与决策； 

统筹执行部门：汇总温室气体盘查数据、减排计划执行信息，建

立数据资料的维护体系，维护温室气体盘查及减排数据资料，根据项

目需求撰写相关文件，负责对公司的节能减排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绩效

评估，通过碳市场寻找适用于碳抵消的优质 CCER 项目； 

参与部门：负责活动数据的收集记录，参与减排计划制订，推动

主管领导 

总裁 

统筹执行部门 

碳资产管理部 

参与部门 

数据资产部 

参与部门 

董事会办

公室 

参与部门 

综合部 

参与部门 

财务中心 

参与部门 

人力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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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计划的落实。其中，财务部门支持 CCER 采购工作。 

2.3. 碳中和标的物 

2.3.1. 碳中和标的物的选定 

本项目碳中和标的物为：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天津

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华科五路 1 号-1 安捷物联大厦

内的研发、经营和办公活动。 

2.3.2. 安捷大厦简介 

大厦建设于 2017 年 4 月开工，同年 11 月封顶。2019 年 1 月，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入驻。安捷物联大厦房产证面积

17598.66 ㎡。作为为用户提供设备全生命周期服务的科技能源公司，

安捷物联公司自己担负了自用办公楼——安捷物联大厦的全面运维

工作。 

安捷物联大厦仅使用电力作为驱动能源，并未使用煤炭、燃气等

化石能源。在建筑屋顶设置了光伏发电装置，利用可再生能源为建筑

内供应电力。 

安捷物联大厦采用了温湿度独立控制空调系统，无形、无声、无

风，具有高舒适度、低能耗的特点，打造“四季如春”的室内环境。

温湿度独立控制空调系统避免了常规空调系统中温湿度联合处理所

带来的能量损失和不舒适感，这是该系统在国内办公建筑内的首次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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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能源部分由地源热泵系统、水蓄能系统和太阳能光热系统

组成。浅层地能和太阳能均为可再生能源，利用少量电能进行驱动，

即可获得大量的自然免费冷热量；水蓄能系统则利用峰谷电价差降低

运行费用。 

系统的室内部分由地面辐射末端和双冷源新风系统组成，并同时

结合自然通风节能降耗。地面辐射末端采用加密铺设方式，较通常末

端系统供冷供热效率更高，保证能源部分的高效运行。双冷源新风机

组则具备低耗预冷、深度除湿和免费再热功能，避免低温送风对人体

造成不适和对能源的浪费。 

系统设置了完备的自控措施。管路部分设置了分区和分室控制措

施，水力平衡措施和水质处理措施，在保证室内环境具有高舒适度的

前提下节能降费。 

2.3.3. 碳中和标的物的变更 

2020 年为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碳中和项目第一申请

期，不存在碳中和标的物发生变化的情况。以后的申请期间，若碳中

和标的物发生实质性变化（移动门槛变化超过 3%），则应重新启动碳

中和项目，重新界定主题、量化碳足迹、制定碳管理计划，减排并抵

消经盘查的温室气体排放。 

2.3.4. 碳中和时间设定 

本项目的第一执行期间（基线期间）设定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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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31 日，达成碳中和的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8 日。 

2.4. 碳中和标准与执行方式 

本碳中和项目选择 BS PAS 2060:2014 作为标准依据。 

第一执行期间的碳中和达成方式为：购买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

（CCER），完全抵消第一执行期间内各项节能减排措施实现碳减排之

后的剩余温室气体数量。 

碳中和模式如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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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本项目碳中和推动实现模式 

盘查选定标的物当期实

现减排之后的碳足迹 执行计划，进行减量，

并计算出减少的碳足迹 

实行更新的计划，进行减

量并计算出减少的碳足迹 

承诺减量并发展碳

足迹管理计划 

承诺减量并更新/修

订碳足迹管理计划 

基准日 宣告日 01 宣告日 02 宣告日 03 

第一执行期间 

（基线期间） 

第二执行期间 第三执行期间 

结算并抵消剩余碳足迹 结算并抵消剩余碳足迹 购买 CCER 

抵消剩余碳足迹 

持续中 

第四执行

期或更多 

承诺第二期碳中和宣告

依计划之减量与抵换 

承诺第三期碳中和宣告

依计划之减量与抵换 

第二期达成碳中和宣告，

使用实际减量与抵换 

第三期达成碳中和宣告，

使用实际减量与抵换 

使用本期达成的减排量

以及 CCER 抵消第一执

行期间的碳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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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碳排放量化 

3.1. 盘查标准与方法 

本碳中和项目碳中和标的物的温室气体盘查工作依据 ISO 

14064-1:2018 标准，相关工作遵循 ISO 14064-1:2018 标准对于完整性、

一致性、准确性、相关性及透明等原则的要求。 

3.2. 温室气体排放盘查与核查 

3.2.1. 盘查边界 

1. 组织边界 

本次温室气体盘查采用运营控制权法划分组织边界，组织边界描

述为：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捷物联大厦（地址：天津滨

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华科五路 1 号-1），含地上建筑、

地下建筑及地址范围内的室外空间，大厦占地面积 7209.8 ㎡。天津安

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天津汇丰综合能源规划设

计有限公司在组织边界内开展办公经营。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捷物联大厦地理位置及卫星

图片分别见图 3-1 和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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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地理位置 

 

 

图 3-2 组织边界（基于卫星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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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公司首次开展温室气体盘查，组织界未发生变动。 

2. 报告边界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温室气体盘查涉及的运营

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直接排放（范畴 1）和间接排放（范

畴 2），按照 ISO 14064-1:2018 标准的规定，报告纳入计量的温室气

体包含 CO2、CH4、N2O、HFCs 、PFCs、SF6和 NF3。各类排放源的

鉴别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温室气体盘查报告边界与排放源鉴别 

范畴 分类 排放源 

直接排放 

（范畴 1） 

移动源化石燃料燃烧 ⚫ 自有车辆汽油消耗 

逸散排放 

⚫ 制冷剂逸散 

⚫ 七氟丙烷灭火器逸散 

⚫ 化粪池逸散 

间接排放 

（范畴 2） 

能源间接排放 ⚫ 外购电力 

运输 

⚫ 外包班车 

⚫ 员工通勤 

⚫ 商务差旅 

⚫ 办公用品采购运输 

⚫ 废弃物转运 

组织使用的产品和服

务 

⚫ 消耗的外购办公用品 

⚫ 自来水 

⚫ 废弃物处置 

⚫ 市政污水处理 

 

2020 年是公司首次开展温室气体盘查，报告界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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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温室气体排放量报告 

1.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盘查涉及的直接温室气

体排放源包括以下部分： 

1) 移动源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源：自有车辆汽油消耗； 

2) 逸散排放源：HCFCs 制冷剂逸散（具体包括：R407c、R410a、

R22、R134a），七氟丙烷灭火器逸散，化粪池逸散（CH4）。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为

量为 282.27 t CO2e ，占年度总排放量的 16.26%。 

2.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

为 1453.65 t CO2e，约占 2020 年总排放量的 83.74%。 

ISO 14064-1:2018 标准将间接排放划分为五大类：能源间接排放、

运输、组织使用的产品和服务、与使用本组织产品相关的排放、其它。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温室气体排放盘查涉及其中

的“能源间接排放、运输、组织使用的产品和服务”三类： 

1) 能源间接排放来自外购电力； 

2) 运输排放： 

⚫ 外包班车：燃油大客车； 

⚫ 员工通勤：燃油小汽车、新能源小汽车、公交、电动自行车； 

⚫ 商务差旅：高铁、普通火车、飞机； 

⚫ 办公用品采购运输：轻型货车运输、电动车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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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弃物转运：卡车/货车转运。 

3) 组织使用的产品和服务： 

⚫ 公司消耗的外购办公用品； 

⚫ 公司消耗的自来水； 

⚫ 公司生产办公活动产生废弃物的处置； 

⚫ 公司生产办公活动产污水的市政处理。 

3.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1735.93 t CO2e ，盘查清单见表 3-2 和图 3-3。 

表 3-2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温室气体盘查结果 

范畴 分类 排放量（tCO2e） 排放量占比（%） 

直接排放（范畴 1） 

移动源化石燃

料燃烧 
144.35 8.32% 

逸散排放 137.93 7.95% 

合计 282.27 16.26% 

间接排放（范畴 2） 

能源间接排放 968.90 55.81% 

运输 428.05 24.66% 

组织使用的产

品和服务 
56.7 3.27% 

合计 1453.65 83.74% 

总排放量 1735.9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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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温室气体盘查结果 

 

各细分排放源从大到小排列及其占比见表 3-3 和图 3-4。 

表 3-3 细分排放源占比 

排放源 占比 

外购电力 55.81% 

员工通勤 20.20% 

自有车辆燃烧汽油 8.32% 

灭火器逸散 3.80% 

商务差旅 3.58% 

冷媒逸散 3.21% 

废弃物处置 2.01% 

化粪池逸散 0.94% 

办公用品消耗 0.91% 

外包班车 0.78% 

污水处理 0.21% 

自来水消耗 0.14% 

废弃物转运 0.09% 

办公用品采购 0.01%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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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细分排放源占比 

在所有排放源中，间接排放中的外购电力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

最大，达 55.81%，其次是间接排放交通类别中的员工通勤，占比

20.20%，自有车辆汽油消耗排第三，占比 8.32%；通过个排放源占比，

本报告认为能源消耗是今后推动减排工作的重点。2020 年天津安捷

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碳排放分摊到安捷物联大厦单位建筑面积的

碳排放强度为 0.0986tCO2e/㎡。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外购电力

员工通勤

自有车辆燃烧汽油

灭火器逸散

商务差旅

冷媒逸散

废弃物处置

化粪池逸散

办公用品消耗

外包班车

污水处理

自来水消耗

废弃物转运

排放源细分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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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温室气体排放盘查排除事项 

根据本报告第 2.5 章节的排除门槛设置，结合各排放源的实际情

况，本报告排除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及排除说明如表 3-4 所示。 

表 3-4 温室气体盘查排除项 

温室气体源 对应活动 排放温室气体 免除量化理由 

员工通勤 步行 / 不产生 GHG 排放 

员工通勤 自行车 / 不产生 GHG 排放 

废弃物 
建筑垃圾处

理 
/ 

再生利用过程 GHG 排放不计入 

废弃物 
废弃物回收

再利用 
/ 

再生利用过程 GHG 排放不计入 

办公用品消

耗 

打印头 CO2e 
全年购买 4 支，单支含包装毛重

50g，远低于排除门槛，因此排除 

木、PCB、

屏幕、石

墨、磁铁等

材料 

CO2e 含量很小，远低于排除门槛 

3.2.4. 量化方法 

本报告中各种排放源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采用“排放因子法”，

因为该方法符合 ISO 14064-1:2018 标准的要求；同时，原始数据和排

放系数便于收集查找，计算过程不复杂，有利于降低计算结果的不确

定性，产生准确、一致、可再现的结果。计算公式如下： 

活动数据×排放系数×GWP（全球暖化潜势系数）=CO2e（二氧

化碳当量）。 

1) 依据温室气体排放来源不同，将单位统一转换为“公吨”质量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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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的温室气体排放源，按 IPCC 温室气体盘查清单指南、

Ecoinvent 数据库、我国政府公开数据所提供的排放系数进行

计算。  

3) 选择好排放系数后，计算出的数值再依据 IPCC 2013 的 GWP

将所有类型温室气体的计算结果统一转换成 CO2e（二氧化碳

当量值），单位为 t/a。 

本报告计算主要采用的方法见表 3-5： 

表 3-5 本报告采用的计算方法 

排放类型 计算方法 

直接排放 

移动燃烧 
温室气体排放 CO2e ＝燃料消耗量×排放系数×GWP

值 

制冷剂逸

散排放 

温室气体排放 CO2e ＝初始填充量×年度泄漏率×

GWP 值 

灭火器逸

散 

温室气体排放 CO2e ＝初始填充量×年度泄漏率×

GWP 值 

化粪池逸

散排放 

温室气体排放 CO2e ＝活动数据×排放系数×GWP值 

活动数据=BOD×I×T×10-6    

排放系数=MCFj×B0 

注：T 的单位为：人·天 

间接排放 

能源间接

排放（外

购电力） 

温室气体排放 CO2e ＝耗电量×区域电网平均排放因

子 

运输、组

织使用的

产品和服

务 

温室气体排放 CO2e ＝活动数据×Ecoinvent 数据库排

放系数 

减排量计

算 
光伏发电 

温室气体减排量 CO2e ＝光伏发电量×区域电网平均排

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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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类型 计算方法 

光热 
温室气体减排量 CO2e ＝太阳能供热量×供热排放因子

-太阳能光热系统电耗×电网排放因子 

地源热泵

供热 

温室气体减排量 CO2e ＝地源热泵供热量×外购热排放

因子-地源热泵供热耗电量×电网排放因子 

地源热泵

及地埋管

制冷 

温室气体减排量 CO2e ＝地源热泵及地埋管供冷量×外

购冷排放因子-地源热泵及地埋管供冷耗电量×电网排

放因子-地源热泵制冷剂当年逸散排放量 

3.2.5. 排放因子 

本报告所使用的排放因子来源如表 3-6 所示： 

表 3-6 排放因子来源 

序

号 
类型 

温室

气体 
来源及说明 

1 电 CO2 
选取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华北区域电网排放因子。 

2 汽油 

CO2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第二卷第 3

章：移动源燃烧 Page 3.16 表 3.2.1 表 3.2.2 动力汽

油 缺省排放系数；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8 附录 4 “各种能源折标准

煤参考系数”汽油平均低位发热量； 

汽油密度依据 GB 17930-2016《车用汽油》标准中规

定（89#，92#，95#汽油）密度取均值。热值乘以燃

烧排放系数再乘以密度得最终排放系数。 

CH4 

N2O 

3 
化粪池甲

烷逸散 

BOD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第五卷第 6

章：废水处理和排放 Page 6.14 表 6.4 

I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第五卷第 6

章：废水处理和排放 Page 6.13 公式 6.3 

MCFj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第五卷第 6

章：废水处理和排放 Page 6.13 表 6.3 

B0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第五卷第 6

章：废水处理和排放 Page 6.12 表 6.2 

4 
制冷剂逸

散率 
HFCs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第三卷第 7

章：臭氧损耗物质氟化替代物排放  Page 7.51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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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型 

温室

气体 
来源及说明 

7.9 

5 
灭火器逸

散率 
HFCs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第三卷第 7

章：臭氧损耗物质氟化替代物排放   Page 7.61 

7.6.2.2 章节 

6 外包班车 CO2e 
Ecoinvent 数据库 Transport, regular bus {RoW}| 

processing | APOS, S 

7 
燃油小汽

车 
CO2e 

Ecoinvent 数据库 Transport, passenger car, small size, 

petrol, EURO 5 {RoW}| transport, passenger car, small 

size, petrol, EURO 5 | APOS, S 

8 公交 CO2e 
Ecoinvent 数据库 Transport, regular bus {RoW}| 

processing | APOS, S 

9 
电动自行

车 
CO2e 

Ecoinvent 数据库 Transport, passenger, electric bicycle 

{RoW}| processing | APOS, S 

10 飞机 CO2e 

Ecoinvent 数 据 库 Transport, passenger, aircraft, 

unspecified {GLO}| transport, passenger, aircraft, all 

distances to generic market for transport, passenger, 

unspecified | APOS, S 

11 普通火车 CO2e 
Ecoinvent 数据库 Transport, passenger train {RoW}| 

processing | APOS, S 

12 高铁 CO2e 
Ecoinvent 数据库 Transport, passenger train {RoW}| 

high-speed | APOS, S 

13 
运输-面包

车 
CO2e 

Ecoinvent 数据库 Transport, freight, light commercial 

vehicle {RoW}| processing | APOS, S 

14 运输-货车 CO2e 

Ecoinvent数据库Transport, freight, lorry 7.5-16 metric 

ton, EURO5 {RoW}| transport, freight, lorry 7.5-16 

metric ton, EURO5 | APOS, S 

15 普通纸 CO2e 

Ecoinvent 数据库 Paper, woodfree, coated {RoW}| 

paper production, woodfree, coated, at integrated mill | 

APOS, S 

16 牛皮纸 CO2e 
Ecoinvent 数据库 Kraft paper, unbleached {RoW}| 

production | APOS, S 

17 塑料 CO2e 

Ecoinvent 数据库 Polyvinylidenchloride, granulate 

{RoW}| market for polyvinylidenchloride, granulate | 

APOS, S 

18 黑白墨盒 CO2e 
Ecoinvent 数 据 库 Toner module, laser printer, 

black/white {GLO}| production | APO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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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型 

温室

气体 
来源及说明 

19 彩色墨盒 CO2e 
Ecoinvent 数据库 Toner module, laser printer, colour 

{GLO}| production | APOS, S 

20 铁 CO2e 
Ecoinvent数据库Steel, low-alloyed, hot rolled {RoW}| 

production | APOS, S 

21 电池 CO2e 
Ecoinvent 数据库 

Battery cell, Li-ion {RoW}| production | APOS, S 

22 铜 CO2e 
Ecoinvent 数据库 

Copper {RoW}| production, primary | APOS, S 

23 

有机化合

物（代替

油墨） 

CO2e 
Ecoinvent 数据库 

Chemical, organic {GLO}| production | APOS, S 

24 橡胶 CO2e 
Ecoinvent 数据库 

Latex {RoW}| production | APOS, S 

25 铝 CO2e 

Ecoinvent 数据库 Aluminium alloy, metal matrix 

composite {RoW}| aluminium alloy production, 

Metallic Matrix Composite | APOS, S 

26 PU CO2e 
Ecoinvent 数据库 Polyurethane, flexible foam {RoW}| 

production | APOS, S 

27 自来水 CO2e 
Ecoinvent 数 据 库 Tap water {RoW}| tap water 

productio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 APOS, S 

28 固废焚烧 CO2e 
Ecoinvent 数 据 库 Municipal solid waste {KR}| 

treatment of, incineration | APOS, S 

29 污水处理 CO2e 
Ecoinvent 数 据 库 Wastewater, average {RoW}| 

treatment of, capacity 1E9l/year | APOS, S 

30 外购热 CO2e 

Ecoinvent 数据库 Heat, central or small-scale, natural 

gas {RoW}| heat production, natural gas, at boiler fan 

burner low-NOx non-modulating <100kW | APOS, S 

31 外购冷 CO2e 

Ecoinvent 数据库 Cooling energy {RoW}| from natural 

gas, at cogen unit with absorption chiller 100kW | 

APOS, S 

 

本报告中所使用的GWP来自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IPCC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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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温室气体量化过程中的数据推估与分摊说明 

本项目温室气体量化过程中的数据推估与分摊均以不低估碳中

和标的物的碳足迹为前提。 

1. 推估数据及原因 

1) 公司自有车辆消耗的汽油升数使用了计算值。 

已知各车消耗汽油的标号和各月的加油金额，使用财务提供的各

车各月加油金额除以当月天津市 92#、95#汽油的均价得到各车的燃

油消耗量。天津市 2020 年各月汽油均价数据来自金投网。 

2) 所有公路运输活动距离数据使用百度地图查询获得。 

3) 所有航空旅行距离查询中国南方航空官网获得。 

4) 所有铁路旅行距离查询列车时刻网站获得。 

5) 市政处理污水量数据采用质量平衡法，与全年公司自来水消

耗量相等。 

6) 焚烧处理垃圾仅有体积统计数据，垃圾密度取自文献。 

2. 数据分摊计算说明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温室气体排放盘查不存

在活动数据分摊的情况。 

3.2.7. 不确定性分析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温室气体盘查的不确定

性分析采用采用IPCC2006建议的分析方法，针对直接排放和外购电

力间接排放进行温室气体盘查不确定性的评价，本次评估范围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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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温室气体排放量72.08%，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 不确定性计算公式： 

不确定性分析的乘法计算公式如下所示，我们可以将其用来计算

每个排放源 GHG 排放量的不确定性。 

( ) ( ) %%% dDcCbB =  

CBD =  

22 cbd +=  

累计相加的不确定性计算公式如下所示，我们可以用它来汇总计

算多个排放源 GHG 排放量的不确定性。 

( )





=

=



=
n

i
i

n

i
ii

D

dD

1

1

2

累加的不确定性
 

B：活动数据 

b：活动数据的不确定性（以标准化的 95%的置信区间表示） 

C：与活动数据相关的某种温室气体的排放系数 

c：温室气体排放系数的不确定性（以标准化的 95%的置信区间

表示） 

D：温室气体排放量 

d：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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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动数据的不确定性评估方式 

对于活动数据的不确定性，有计量器具的通过器材计量精度确

定，无计量器具的统一采用15%作为缺省值。 

3. 排放系数的不确定性评估方式 

排放系数的不确定性评估，采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指南中公告排放系数的上下限换算取得，因缺乏外购电力排放系数的

不确定性，但外购电力排放在排放总量中又占有较大比重，所以引用

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二卷2.4.1章中：CO2排放系数不

确定性7%进行计算；制冷剂逸散的排放系数也采用7%作为缺省值。 

 

4. 不确定性精度等级及评估结果 

常用不确定性精度等级如表 3-7 所示： 

表 3-7 不确定性评估结果的精度等级 

精度等级 抽样平均值的不确定性（95%置信区间） 

高 ±5 

好 ±15 

普通 ±30 

差 超过±30 

 

通过计算，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温室气体盘

查的总不确定性如表 3-8 所示，不确定性精度等级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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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温室气体不确定性量化评估结果 

进行不确定性评估的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比例 
95%置信区间的不确定性 

下限 上限 

72.08% +5.92% -5.86% 

 

5. 今后工作中降低不确定性的建议： 

1) 燃油消耗量直接记录加油量数据； 

2) 选用更为合理的排放系数，替代国家值、国际值。 

3.2.8. 基准年的变化与重新计算 

温室气体盘查工作从 2020 年展开，目前无需调整基准年；当今

后出现以下情况时，基准年应当重新计算： 

1) 报告边界发生变化； 

2) 排放源的所有权、控制权发生变化； 

因温室气体量化方法改变而引起温室气体排放量发生显著变化，

排放量变化的显著性门槛设定为 2.5%。 

3.2.9. 温室气体排放量核查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室气体盘查工作每年都应开

展一次内部核查，温室气体报告书需先通过内部核查并修订完成后，

才可正式发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外部核查由英国标准协会（BSI）实施，所

选择的保证等级为合理保证等级（实质性门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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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碳排放管理计划 

4.1. 盘查过程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盘查

过程如表 4-1 所示。 

表 4-1 盘查过程 

时间 工作项 

2021 年 4 月 
碳中和政策与业务培训 

碳盘查数据收集，凭证整理 

2021 年 5 月 

温室气体清单与排放报告编制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文审与现场内审 

制定碳中和计划，启动碳中和报告编制 

碳中和第三方审核——文审 

2021 年 6 月 

碳中和第三方审核——第一阶段现场审核 

实施碳抵消 

碳中和第三方审核——第二阶段现场审核 

 

4.2. 减排措施与减排量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捷物联大厦在设计和建造过

程中综合采用了“光热、光伏发电、地源热泵、分时控温、分区措施、

水蓄能、水力平衡、照明智能监控”等至少十五节能减排措施（具体

节能减排措施见“附录七”），考虑到数据的可计量性，本报告选取

了光伏发电、光热和地源热泵三项节能措施进行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

选取的原因是这三项措施的减排效果都有精确的表计记录。 

2020 年，光伏发电、光热和地源热泵三项节能措施总的温室气体

减排量为 263.29 tCO2e，具体减排量见表 4-2 和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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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三项节能措施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 

序

号 
节能降碳项目 基准线情景 减排温室气体 

减排量

（tCO2e

） 

减排量

占比 

1 光伏发电 电网取电 CO2e 52.49 19.94 

2 太阳能供热 外购热 CO2e 1.60 0.61 

3 
地源热泵&地埋管 

外购热 CO2e 
209.19 79.45 

4 外购冷 CO2e 

合计 263.29 100% 

 

 

图 4-1 三项节能措施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占比 

5. 碳抵消 

5.1. 碳抵消说明 

在量化当年的碳减排之后，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的温室气体实际排放量将全部使用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

光伏发电
19.94%

太阳能供热
0.61%

地源热泵&地埋管
79.45%

节能措施温室气体减排效果占比

光伏发电 太阳能供热 地源热泵&地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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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消。 

CCER 是根据国家发改委颁布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

行办法》开发成功的核证自愿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CCER 单位

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国家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采取备案管理。参与自愿减排交易

的项目，在国家主管部门备案和登记，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在国家主管

部门备案和登记，并在经国家主管部门备案的交易机构内交易。交易

完成后,用于抵消碳排放的减排量在国家登记簿中予以注销。 

5.2. 碳抵消额度来源 

用于标的物碳中和的碳抵消额度来自“四川省大渡河泸定水电站

项目”。具体使用的是项目于 2011 年 10 月 1 日至 2012 年 7 月 5 日

产生的 1800 吨核证自愿减排量。 

四川省大渡河泸定水电站项目由四川华电泸定水电有限公司开

发。项目通过利用清洁的可再生能源进行发电，替代华中电网部分火

电，从而减少华中电网地区火力发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5.2.1. 碳抵消额度的采购量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8 日通过天津排

放权交易所向中碳信投（天津）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四川省大渡河泸定

水电站项目产生的 1800t CCER，用以全部抵消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经核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碳抵消额度的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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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和注销均在“国家自愿减排和排放权交易注册登记系统”完成，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该平台未建立账号，所以碳抵消操

作由中碳信投（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代为实施。 

5.2.2. 碳抵消额度的注销说明 

中碳信投（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8 日 15 时 27 分

在国家自愿减排和排放权交易注册登记系统注销 1800t CCER，用于

抵消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经核查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注销结果见图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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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抵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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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ER 注销信息如所示： 

表 5-1CCER 抵消详细信息 

项目 描述 

注销数量 1800 

注销操作序列号 20210608221 

注销日期 2021 年 6 月 8 日 

注销理由 

用于抵消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在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

海泰华科五路 1 号-1 安捷物联大厦内的研发、经营

和办公活动所产生的碳足迹，实施碳中和。 

CCER 项目名称 四川省大渡河泸定水电站项目 

CCER 项目编号 0065 

CCER 项目类型 
能源工业（可再生能源工业/不可再生能源工业）-

可再生能源联网发电：CM-001-V01 

所属国家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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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碳中和达成宣告 

6.1. 碳中和达成声明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据 PAS 2060:2018 规范于

2021 年 6 月 8 日通过购买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对公司 2020

年在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华科五路 1 号-1 安捷

物联大厦内的研发、经营和办公活动实施碳抵消，达成碳中和，将努

力推动通过英国标准协会（BSI）的查证。 

6.2. 更新说明 

2020 年度为达成碳中和，相关工作均已按计划落实执行，不存在

碳中和达成更新的情况。 

7. 第三方核查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英国标准协会（BSI）对碳

中和达成报告开展独立第三方核查。整体报告内容经 BSI 依据 PAS 

2060:2014 标准核查，于 2021 年 6 月 9 日通过两轮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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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报告书的发行与管理 

8.1. 碳中和报告书的编纂、管理与维护 

本报告书由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碳中和工作小组和

北京凯来美气候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合作编纂完成，报告书涉及的文件

和记录的保管程序由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碳资产管理部

在凯来美气候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的技术指导下负责建立和日常维护，

包括应保存和维护用于温室气体清单设计、编制和保持的文档，以便

核查。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将适时对合格性叙述表（QES）

进行及时升级，以确保碳中和宣告和承诺真实有效。 

本报告的保存期为 10 年。 

8.2. 碳中和报告书的发行 

本着透明的原则，此报告对外公开。如需获取本报告书，请与天

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单位：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华科五路 1

号-1 

联系电话：022-58221086 

联系网址：http://www.anjieservice.com/  

http://www.anjieserv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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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未来的展望 

9.1. 未来持续维持碳中和状态的方式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采用以下措施持续维持碳中

和状态： 

1) 坚持对能源消耗开展动态监测； 

2) 提升工作小组专业技术水平，加对大温室气体排放的盘查监

测频率； 

3) 维持现有节能设施设备的良好运行状态，使其持续发挥节能

减排效益； 

4) 开展能源管理体系和碳排放管理体系建设，提升管理水平； 

5) 进一步挖掘节能改造潜力和管理提升潜力； 

6) 长期投资兼具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自愿减排项目，在碳抵

消的同时，履行扶贫助困等企业社会责任。 

9.2. 企业碳管理承诺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节能、

低碳、环保的法律法规，在开展碳中和工作的基础上努力降低能源消

耗。不懈努力，运用我公司具有优势的智慧物联技术持续推动建筑、

园区的节能降碳，深入参与绿色供应链，持续开展可持续经营，为中

国的绿色发展和 2060 碳中和贡献“安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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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 支持达成碳中和宣告的碳中和宣告合格性叙述声明

（QES）检查表 

序号 条款 符合性 对应章节 

1 指明计算温室气体排放减量所使用的标准和方法学 √ 3.1 

2 确认是依循规范使用所选的方法学，且符合指引的原则 √ 3.2.4 

3 

阐述选择量化碳足迹减量方法的理由，包括所作的假设及

计算，与不确定性评估（用于量化减量的方法学须与最初量

化碳足迹的方法相同。如果有替代方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

并产生更准确、一致及可复制的结果，那么可以采用，但须

以同样的方法学重新量化最初的碳足迹以资比较。重新计

算的碳足迹须采用最新可用的排放系数，以确保用于比较

时，系数改变等差异已纳入考虑) 。 

√ 3.2 

4 说明达成减量的途径及适用的假设与理由 √ 4.2 

5 

确保目标物的定义不变（实体须确保该目标物的定义经过

在应用方法学的每个阶段时保持不变。倘若目标物发生实

质性的变化，须以新定义的目标物为基础，重新执行整个过

程）。 

√ 2.3.1 

6 
温室气体的减量成果，可以是减少排放数量或是降低排放

强度。 
√ 4.2 

7 叙明基准日／达成日 √ 2.3.4 

8 
纪录执行期间的经济成长率百分比，作为认可排放强度减

量的门坎 
N/A 

第一执行

期不涉及 

9 
解释目标物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降低，但总排放量增加的

原因 
N/A 

第一执行

期不涉及 

10 选择并书面说明完成碳抵换所使用的标准与方法学 √ 5.1 

11 

确认： 

a) 购买的碳额度或是让渡的碳排放配额，应来自于其他处

且为真实并外加的温室气体排放减量 

√ 5.2 

b) 履行碳额度的项目应符合外加性、永久性、泄漏及重复

计算之准则要求 
√ 5.2 

c) 碳额度应由独立第三者的查证方进行查证。 √ 5.2 

d) 来自碳抵换计划的碳额度，应于碳抵换计划的排放减量

实际发生后才核发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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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来自碳抵换计划的碳额度应于达成的宣告日后 12 个月

内完成注销 
√ 5.2 

f) 对于事件注销期限为能合理达成须尽可能缩短且不超过

36 个月用于抵换的减量额度，必须提供抵换（减量）项目

的量化方法学、确证和查证的程序等相关信息，且揭露于公

开登录系统 

√ 5.2 

g) 来自碳抵换计划的碳额度应有公开文件左证，并登录于

提供抵换计划、量化方法学及确证与查证程序的相关信息

之登录平台。 

√ 5.2 

h) 来自碳抵换计划的碳额度应于独立且可靠的登录平台

进行储存与注销 
√ 5.2 

12 

书面说明所购买的温室气体抵换额度、类型及其性质，包括

使用的碳抵换额度和类型，及该额度产生的期间，包括： 

a) 哪些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已被抵换 

√ 5.2 

b) 碳抵换的实际数量 √ 5.2 

c) 抵换的类型及其减量项目 √ 5.2 

d) 使用的碳抵换额度数量和类型，及该额度产生的期间 √ 5.2 

e) 关于事件，考虑对于超过 12 个月注销额度之支持性理

论，包括对于任何所节存下来之残余减量的详细信息 
√ 5.2 

f) 关于碳抵换额度失效／注销的信息，以防止被其他实体

使用；其包括连结到使该额度失效的登录平台 
√ 5.2 

13 

具体说明查证类型： 

a) 独立的第三者验证 
√ 7 

b) 其他者的确证 N/A  

c) 自我确证 N/A  

14 
包括由第三者验证机构或其他者确证宣告达成碳中和的确

证报告书 
√ 7 

15 
注明本声明之日期，并经实体的高层代表签署例如公司执

行长、实体部门主管、地方行政机构首长或家庭户长等。 
√ 8.1 

16 
公开本检核表并提供取得处所，使能公开并可自由取得(如

经由网站） 
√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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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合格性叙述声明的开放性与清晰度 

编号 检查项目 符合度 

1 不得使人联想到不存在的减量，无论是直接地或暗示地 √ 

2 于未经验证前，不得暗示该声明已由独立第三者机构背书或验证 √ 

3 不可造成错误解读，其撰写也不可因省略相关事实而造成误导 √ 

4 可供各利害关系人取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