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明书编号 CNNKG-1 237899652CFP 

产品碳足迹核查声明书 

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被核查产品 

铝合金绞线 

以上产’品生产由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河口镇中天路 1号 

核查依据 

Iso 14067:2018 I PAS 2050 

每件吨铝合金绞线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25,918.50 kg CO2 eq. 

被核查产品的生命周期阶段为 

从摇篮到大门 

授权人 

如 

总监 

认证及企业优化部 

日期：2019 年 3 月 20 日 

SGS-CSTC Standards Technicai Services Co., Ltd 
16/F. Century 丫u Hui Mansion, No. 73 Fucheng Road. Beijing. 100142, PRC 

t  +86(0) 10 6845-6699 f  +86(0)  10 6845-8121 w.  wsg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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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atement is not valid without the full verification scope. o切ect ives, criteria and 
findings available on pages 2 to 4 of this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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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书编号 CNNKG-1 237899652CF只续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SGS)，经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以下简称“江苏中

天”，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河口镇中天路，号）达成双边协议，依据 ISO 14067:2018／户AS 2050 的

要求执行产品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查，确认符合以下标准要求 

ISO 14067:20 18 I PAS 2050:2008 

角色和职责 

江苏中天负责产品温室气体信息系统的管理，确保开发和维护的记录、报告流程符合该系统，包括产 

品生命周期内温室气体排放信息评价和报告确认。 

SGS 负责出具本次核查产品“铝合众绞线”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查意见。 

SGS 于 2019 年 3 月，8-20 日依据 ISO 14067:2018／尸AS 2050、 ISO 14040:2006 和 ISO 14044: 

2006、 ISO 14064-3:2006 相关准则对责任方提供的产品温室气体报告进行了第三方核查。核查是基

于江苏中天与 SGS 商定的核查范围、目标和准则。 

保证等级 

商定的保证等级为合理保证。 

适用范围 

江苏中天委托SGS 进行一次独立核查，以确保责任方所报告的“铝合金绞线”的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 

放评价与 ISO 14067:2018 相关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提出保证声明的涵盖内容如下 

这一协议攫盖组织边界内产品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的核查，且协议基于ISO14067:2018 I PAS 

2050:2008 

标题或活动描述：“铝合金纹线”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核查 

产品类别规则：无 

功能单位：”吨铝合金绞线 

系统边界：“从摇篮到大门的系统边界，涵盖了从自然资源开采开始到废弃处置为止的生命周 

期阶段。系统边界按照！SO 14067:2018/PAS 2050、 ISO 14040:2006 和 ISO 14044:2006 

规范明确界定。 

This Statement is not valid witho
findings available on pages 2 to士，、edi片 S露，4 



声明书编号 CNNKG-1 237899652CF只续 

数据资源：初级活动数据来源于制造和现场生产阶段的数据收集：次级活动数据来自来自 

CLCD-ChinaO.8 和欧盟 ELCD 数据库和瑞士的 Ecoinvent 数据库。 

生命周期评价工具和方法： { ‘ , 

使用亿科环境开发的 LCA 分析软件 eFootpnnt 网络版本软件进行产品碳足迹的计算 

评价方法学应用 IPCC 2013 GWP 值 

取舍准则：基于产品投入的比例，舍去质量／能量投入小于 1％的材料／能量投入，含稀贵或高 

纯成分的物料质量<0.1％产品质量，但总的材料／能量舍去比例不超过 5% 

． 分配原则： 

多重输出：基于资源消耗及污染排放的变化，依照研究系统的产品输出、功能、或经济关 

系等来分配 

多重输入：基于实际关系的分配。例如，制造过程中的排放，可能会受到废物流输入变化 

影响 ｝ 

制造地点：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河口镇中天路”号 

产品生命周期内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数据展示在江苏中天提供的电子清单 

评价所包括的温室气体类型有：CO2.. CH.. N20 以及蒙特利尔议定书中控制的其他温室气体， 

如 HFCs.. PFCs.. 氟化醚、全氟聚醚，以及其他碳氢化合物 

核查的产品生产阶段为：熔铝、连铸、连轧、拉丝、绕线、包装 

核查声明的预期使用者：产品公司内部的研发部门、采购部门及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部门， 

公司的高层决策者，以及外部相关人员（如第三方机构碳足迹核查人员） 

目标 

本次核查目的是通过客观证据审查： 

产品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是否如组织的温室气体报告所述 

所报告的数据是准确的、完整的、一致的、透明的和没有实质错误或遗漏 

准则 

核查依据的准则为 ISO 14067:2018 I PAS 2050. 

实质性 

基于产品温室气体声明的预期使用者的需要，本次核查的实质性定为 5% a 

结论 

江苏中天依据 ISO 14067:2018 I PAS 2050 要求提出产品温室气体核查声明。SGS 以客观公正的立

场，评价在（ 2019 年 3 月 18日至 2019 年 3 月 20 日）期间产品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每件

吨铝合金绞线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25,918.50 kg CO2eq.，经SGS 核查达到合理保证等级，与商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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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吨铝合金绞线各生命周期阶段温室气体排放描述如下： 

全动周筋黔厨 虑室有命郁成老 琪世 

原产扩界毕渺脚 23,687.87 kg CO2 eq 

白必材拜渺彦 86.71 人gCO20q. 

产声a蒯猎 2,083.37 介gCO2 eq. 

厦＃拜运扮扮超 60.56 kg CO2 eq. 

逆月附澳 人gCO2 eq. 

必岁阶度 kg CO2 eq. 

冷动 25,9了 8,50 kg CO2日今 

SGS 采用风险评估方法为基础，理解所报告的温室气体信息相关的风险并加以控制，从而减轻风险。 

我们的检查包括评估与组织产品的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量证据和报告披露。 

SGS 计划并执行相关工作来获取必要的信息、解释和证据，以提供合理保证等级，确保能公正地陈述

责任方的铝合金绞线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SGS 所提供的关于江苏中天的产品温室气体查证，包括对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系统进行评价、监控和

报告计划或协议。这次评价包括收集用以支持所报告数据的证据，以及检查所参考的协议条款是否被

一致和适当地应用。 

SGS 认为责任方报告的产品温室气体报告 

是实质性准确的，且为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和信息的真实展现，及 

是依据！SO 14067:2018／尸AS 2050 的要求对产品温室气体进行量化、监控和报告 

本核查声明书有效期为两年，此声明必须与江苏中天的产品温室气体报告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解释说明。 

备注：本核查声明遵照SGS 碳足迹查证服务条款要求 Jttp://www.sgs.corWterms a川 conditjons.ftm, 声明书内容由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依据碳足迹核查结果进行编制．并经客户同意后发行。此声明的内容基于核查结果编制．可向贵任方，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河口镇中天路 1 号）查询获得此核查声明及资任方碳足进报告的剐本．本核查声明不可解除客户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以

及任何被发布国际指引的责任；客户与 sGs 彼此为独立之个体．客户非受 SOS 约束，在此 s'3s 除客户之外毋须代表其面对其他组织团

体。此核查声明不对 s0s 造成约束．sGs 没有责任面对除其客户以外的任何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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