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新武安钢铁集团烘熔钢铁有限公司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制

1. 总则和前言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制是由企业根据国家发布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要求，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根据企业岗位的性质、特点和具

体工作内容，明确相关层级、特定岗位从业人员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

通过加强培训教育、强化管理考核和严格奖惩等方式，建立起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管理的工作体系。

1.1.建立健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制

企业主要负责人负责建立健全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制。

企业要按照国家发布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要求及相关

标准，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明确从主要负责人到一线相关从业人员的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管理责任、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制应覆盖本企业相关组织和岗位，其责任内容、

范围、考核标准要简明扼要、清晰明确、便于操作、适时更新。

1.2.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制公示

公示的内容主要包括：相关层级、特定岗位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范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考核标准等。

1.3.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制教育培训。

企业主要责任人要指定专人组织指定并实施本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

教育和培训计划。

企业要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制教育培训工作纳入年度培训计划，通

过自行组织或委托相关领域专家实施。

要建立健全教育培训档案，如实记录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教育和培训情况。

1.4.加强落实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制的考核管理。

企业要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制管理考核制度，对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管理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考核管理。

要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奖励主动落实、全面落实责任，惩处不落实

责任、部分落实责任。



1.5.加强分类指导工作，努力实现“一企一标准，一岗一清单”。

2. 加强管理责任制的监督检查

2.1.责任制建立情况：

是否建立了涵盖相关层级、特定岗位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制；是否

明确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范围；是否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发布的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要求等。

2.1.1. 是否建立了涵盖相关层级（组织机构图）



2.1.2. 特定岗位的（各个生产厂）

2.1.3. 以下岗位，为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制管理岗位：

高层管理人员：董事长、总经理、总经理助理、行政副总、营销副总、环保副总

中层管理人员：

（烧结、炼铁东区、炼铁西区、炼钢、轧钢、动力）厂长、生产厂长（或分

管环保副厂长）；

生产部部长、环保部部长。

2.1.4. 以下岗位，为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制特定岗位：

烧结厂：看火班长岗位

炼铁厂：高炉工长岗位

炼钢厂：转炉炉长岗位

轧钢厂（含高线厂、宽带钢厂）：加热炉岗位

动力厂：锅炉专工岗位

2.1.5.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制

烘熔钢铁成立了，以董事长为最高领导，总经理负责日常事务，生产副总、

环保副总负责执行，相关生产厂、相关职能部室主要领导参加的，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管理责任制，领导和管理团队。

同时，从温室气体排放的各个相关关键岗位，都确定了特定岗位，对特定岗

位，都有明确了专门的管理人员，明确了职责范围。

2.1.6. 明确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范围

详见制度文件：《各岗位职责》。

2.1.7. 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发布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要求

由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报告编写负责部门（为外联部），负责贯彻国家相关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要求。

2.2.公示情况：

是否在适当位置进行了公示；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制内容是否

符合要求等。

2.2.1. 是否在适当位置进行了公示。（公示制度：单位、责任人）

（1）、在公司一个或多个核心位置（例如：公司办公楼、公司大门、公司



标志性场所等），对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报告进行公示，公示位置至少

有一个公示场所。

责任单位：环保部；责任人：环保部长。

（2）、在各个生产单位的一个或多个主要位置（单位办公楼、单位主要岗

位、宣传栏等场所）、对本单位、本岗位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报告进行公示，

要求每个涉及温室气体排放的岗位，都至少有一个位置有公示。

责任单位：各生产单位；责任人：各生产单位环保科长。

2.2.2. 相关的温气报告管责制内容是否符合要求。

按照《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2021-335﹞关于全面加强重点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制工作的通知》进行了制度建设，并且进行了前期培训。

符合《通知》要求。

2.3.教育培训情况：

详见制度文件：《培训制度》。

按照《培训制度》，制定了培训计划、方案。并对特定岗位从业人员进行了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制教育培训。而且如实记录相关教育培训情况。

2.4.考核情况：

详见制度文件：《奖惩制度》。

建立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责任制考核制度；并且将温气排放报告管

理责任制度考核贯彻落实到位。

3. 公示

3.1.公司公示内容

3.1.1企业概况

河北新武安钢铁集团烘熔钢铁有限公司是武安市元宝山工业集团的支柱企

业，起步于1984年，1997年改为股份制，注册成立于2003年5月15日，注册资金

21000万元人民币，位于武安市冶陶镇固镇村东，这里曾是中华冶铁发祥地，汉

代始建武安城，历史悠久，工商繁荣。公司北靠309国道，南临青兰高速公路，

邯长铁路从工业园区内穿越，并建有与企业配套的铁路专运线，交通十分便捷。

现总资产达到60亿元，拥有职工2900余人，其中技术人员378名。

公司是国家工信部认定的钢铁行业第三批经营规范企业、中国钢铁工业协



会会员单位、全国优秀民营企业、全国先进民营企业集团、全国诚信守法企业、

国家首批最具影响力绿色企业品牌、河北省绿色工厂、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河北省军民融合型企业、河北省A级研发中心、绿盾征信“AAA”级企业，全国

（省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河北省诚信企业、河北省科技企业，多年来位居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河北省百强企业。公司通过了国

际质量、能源、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测量、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六大认证，拥

有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光圆钢筋、普通热轧钢筋HRB400、HRB400E（盘卷、直条）

全系列、全规格生产许可证。“固宝”牌圆钢连续三届获得河北省名牌产品称

号，碳素结构钢热轧厚钢板荣获河北省中小企业名牌产品称号，中板产品成功

录入军队供应商入库名单。

建企30余年，在党的富民政策引导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不断地更新完善，经过滚动发展、不懈的努力，现具有173万吨铁，225

万吨钢，300万吨材的生产能力。 公司始终秉承“开拓进取，尊科务实”的企

业精神，实行“控制总量，精品图强”的战略目标，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

提升了装备水平，坚持“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依托公司先进的生

产及研发设备，创建并通过了河北省工信厅第二批A级研发中心，与河北科技大

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重点实验室联合建立“钢材品种联合开发中心”，为

进行工艺技术创新及品种研发提供了良好条件；在产品开发上，瞄准市场前沿

需求，强力拓展品种空间，研发出车轮钢380CL等新产品,加速推进“产销研一

体化”进程，实现市场掌控、品种研发、产品直销的紧密衔接，产品质量显著

提高，信用优良，广受客户好评。

致富不忘回报社会，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生态建设上,发展循环经济，

加大环保投入，绿化荒山，创建绿色工厂、转型服务旅游业; 在教育事业上，

改善教学环境，补助学生学费、鼓励大学生回乡就业;在民生福祉上，出资治理

河道、大修农田水利，为员工成本价建设居民新村，牺牲企业效益，提供煤气、

暖气入户，城镇医保集体补助，员工工资月月发放、分红年年兑现;在社会责任

上，汶川、玉树地震捐款捐物，“7.19”洪灾中自救同时，踊跃出资出力，先

后为周边10余村解决了就业问题，与周边村民和谐共存，关系融洽，走出了一

条企业与新农村建设共同繁荣的道路。



3.1.2核算边界

烘熔钢铁主要生产设备包括2台220m
2
烧结机，1座620m

3
高炉和1座1260m

3
高炉，

3座60t转炉，1条60万t中厚板生产线，1条120万t中厚板生产线，1条60万t棒材

生产线，1条60万t高速线材生产线以及2条年产20万吨白灰生产线。

3.2.烧结公示内容

3.2.1. 工艺流程

烘熔钢铁烧结工序现有 2台 220m2烧结机，均采用带式抽风烧结及环冷工艺。

烧结工序主要包括原料准备、配料转运、抽风烧结、烧结矿破碎冷却及筛分等生

产工段。其工艺流程如下：

烧结的主要原料是铁精粉、高炉返矿，燃料为焦粉，溶剂为生石灰或石灰石，

经过加工按一定比例配料，进行一次、二次混合，送到烧结机进行布料、烧结。

烧结用高炉煤气点火，烧结矿经过热破碎、筛分、冷却，在经过一次破碎、三次

筛分，将大于 5mm 的成品矿送往高炉料仓，其中 5~20mm 的一部分成品矿作

为烧结机的铺底料，将小于 5mm 的返矿返回混料。



3.2.2. 温室气体排放相关过程及主要设施

烧结分厂现有 2×220m2共计 2 台烧结机，设计生产能力 464万吨/年，担负

着为两座高炉（1260m3+620m3）提供优质烧结矿的任务。

烧结分厂主要碳排放源来自洗精煤、焦炭、煤气等化石能源燃烧产生的二氧

化碳排放及电力、蒸汽的二氧化碳排放。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台数 碳源类型
**

设备位置

烧结机 220 ㎡ 2 化石燃料、电力 烘熔厂内西侧

3.2.3. 化石燃料平均低位发热值

化石燃料平均低位发热值

种类 数值 单位 数据来源 检测方法 检测频次 记录频次

洗精煤 26.344 GJ/t 缺省值 / / /
焦炭（焦粉） 28.447 GJ/t 缺省值 / /

3.2.4. 排放因子及来源

1、化石燃料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说明

（排放因子 1：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

种类 数值 单位 数据来源 实测/实测计算 频次

洗精煤 0.0254 tC/GJ 缺省值 / /
焦炭（焦粉） 0.0295 tC/GJ 缺省值 / /
（排放因子 2：化石燃料碳氧化率）

种类 数值 单位 数据来源 实测/实测计算 频次

洗精煤 90 % 缺省值 / /
焦炭（焦粉） 93 % 缺省值 / /
2、净购入电力、热力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说明

（排放因子 4：电力、热力的排放因子）

种类 数值 单位 数据来源 实测/实测计算 频次

净购入电力 0.8843 tCO2/MWh 缺省值 / /

3.2.5. 一岗一清单（烧结看火岗）

（1）、排放因子清单

化石燃料消耗量

种类 数

值

单位 数据来源 监测设备 监测频

次

记录

频次

洗精煤 吨 生产记录/能源

表

皮带秤 每批次 每批

次



焦炭（焦粉） 吨 生产记录/能源

表

称重传感器和皮

带秤

每批次 每批

次

电力的购入量

种类 数

值

单位 数据来源 监测设备 监测频

次

记录

频次

净购入电力 MWh 生产记录 电能表 每月 每月

（2）、记录清单

3.3.1炼铁公示内容

3.3.1工艺流程

炼铁所需烧结矿、焦炭和球团矿经槽下称量斗计量后，经皮带机输至料坑

内料车，由料车运至高炉炉顶料斗内，再由炉顶装料设备装入高炉内。经热风炉加

热后的热风由高炉下部风口鼓入，同时煤粉也由风口喷入。随着风口前焦炭、煤粉的

燃烧，炽热的煤气流高速上升。炉内下降的原料受上升煤气的加热作用被缓慢加热，氧

化铁被炉内煤气还原成氧化亚铁，且在1000℃以上的高温区转变为半熔的粘稠状态，

在1200～1400℃的高温下进一步还原成金属铁。金属铁吸收焦炭中的碳，熔化成铁

水，原料中的脉石等也熔化成液态炉渣。铁水和炉渣穿过高温区焦炭之间的间隙滴下，

积存于炉缸，定时由出铁口和渣口排出炉外。铁水经撇渣器分离其中夹带炉渣，然后流

入铁水罐，送炼钢工序炼钢；炉渣采用炉前水淬处理，水淬渣沿渣沟被水力输至沉渣池

沉淀，水淬渣外售用于生产水泥，冲渣水经沉淀净化后循环使用。



3.3.2.温室气体排放相关过程及主要设施

炼铁分厂现有1260m
3
、620m

3
高炉2座，各配套建设TRT发电机组，铁水生产

能力265万吨/年。

炼铁分厂高炉担负着为炼钢工序提供优质铁水的任务。

炼铁分厂主要碳排放源来自无烟煤、烟煤、焦炭、高炉煤气等化石能源燃烧产

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及电力、蒸汽的二氧化碳排放。

序

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台数 碳源类型** 设备位

置

1
高炉

620m³ 1 化石燃料、电力

烘熔厂

内西南

部

2 1260m³ 1 化石燃料、电力
烘熔厂

内东部



3.3.3.化石燃料平均低位发热值

化石燃料平均低位发热值

种类 数值 单位 数据来源 检测方法 检测频次 记录频次

烟煤 19.57 GJ/t 缺省值 / / /
无烟煤 20.304 GJ/t 缺省值 / / /

焦炭（焦粉） 28.447 GJ/t 缺省值 / /

3.3.4.排放因子及来源

1、化石燃料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说明

（排放因子 1：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

种类 数值 单位 数据来源 实测/实测计算 频次

洗精煤 0.0254 tC/GJ 缺省值 / /
烟煤 0.02618 tC/GJ 缺省值 / /
无烟煤 0.02749 tC/GJ 缺省值 / /
焦炭 0.0295 tC/GJ 缺省值 / /
柴油 0.0202 tC/GJ 缺省值 / /
汽油 0.0189 tC/GJ 缺省值 / /
其他

*企业应自行添加未在表中列出但企业实际消耗的其他能源品种

（排放因子 2：化石燃料碳氧化率）

种类 数值 单位 数据来源 实测/实测计算 频次

洗精煤 90 % 缺省值 / /
烟煤 93 % 缺省值 / /
无烟煤 94 % 缺省值 / /
焦炭 93 % 缺省值 / /
柴油 98 % 缺省值 / /
汽油 98 % 缺省值 / /
其他

2、净购入电力、热力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说明

（排放因子 4：电力、热力的排放因子）

种类 数值 单位 数据来源 实测/实测计算 频次

净购入电力 0.8843 tCO2/MWh 缺省值 / /

3.3.5.一岗一清单

（1）、排放因子清单

化石燃料消耗量

种类 数值 单位 数据来源 监测设备 监测频

次

记录频

次

烟煤 吨 生产记录/能源 称重传感器 每批次 每批次



表

无烟煤 吨 生产记录/能源

表

称重传感器 每批次 每批次

焦炭 吨 生产记录/能源

表

称重传感器

和皮带秤

每批次 每批次

电力的购入量

种类 数值 单位 数据来源 监测设备 监测频

次

记录频

次

净购入电力 MWh 生产记录 电能表 每月 每月

（2）、记录清单

3.4炼钢公示内容

3.4.1.工艺流程

炼钢厂的原料主要是高炉铁水，一、二炼铁厂的铁水由铁水罐运往炼钢厂的混铁炉，

混铁炉的铁水由铁水包送入转炉，加上废钢、石灰石、白云石等炉料，用氧气通过氧枪进行

吹炼。当钢水温度、成份（主要为C、S）合格后，将转炉倾动，同时将炉下部轨道

上钢水包车移动至出钢位置进行出钢。在转炉出钢过程中，向钢水包中加入铁

合金。出钢完毕后，转炉恢复到垂直状态，将钢水包移送至钢水接受跨，进行测温、

取样，并在包内液面上放置适量的保温剂，而后连铸工序进行连铸，根据生产需要的不

同，铸成大板坯、小板坯或小方坯。



3.4.2.温室气体排放相关过程及主要设施

炼钢工主要设备有3座60吨。钢坯连铸机，主要生产高速线材用钢及带钢

用钢。

炼钢分厂主要碳排放源来自转炉煤气等化石能源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

放及外购电力、蒸汽的二氧化碳排放。

序

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台

数
碳源类型** 设备位置

1 炼钢 60T 3 化石燃料、含碳原料、电力
烘熔厂内东

侧

3.4.3.化石燃料平均低位发热值



化石燃料平均低位发热值

种类 数值 单

位

数据来源 检测方法 检测频

次

记录频

次

洗精煤 26.344 GJ/t 缺省值 / / /
烟煤 19.57 GJ/t 缺省值 / / /
无烟煤 20.304 GJ/t 缺省值 / / /

焦炭（焦粉） 28.447 GJ/t 缺省值 / /

3.4.4.排放因子及来源

1、工业生产过程的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说明

（排放因子 3：含碳原料的 CO2 排放因子）

种类 数值 单位 数据来源 实测/实测计算 频次

白云石 0.471 tCO2/t 缺省值 / /
硅锰合金 0.066 tCO2/t 估计值 / /
硅铁合金 0.0035 tCO2/t 估计值 / /
增碳剂 3.504 tCO2/t 实测值 实测计算 每批次

外购废钢 0.0154 tCO2/t 实测值 实测计算 每批次

其他

*企业应自行添加未在表中列出但企业实际消耗的其他原料、熔剂品种。

2、净购入电力、热力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说明

（排放因子 4：电力、热力的排放因子）

种类 数值 单位 数据来源 实测/实测计算 频次

净购入电力 0.8843 tCO2/MWh 缺省值 / /

3.4.5.一岗一清单

（1）、排放因子清单

电力的购入量

种类 数

值

单位 数据来源 监测设备 监测频

次

记录频

次

净购入电力 MWh 生产记录 电能表 每月 每月

（2）、记录清单

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计表

日消耗 月累计 CO 排放量折算系数
化石燃料发热

值

种类 单位 消耗 温室气体

排放（吨）

消耗 温室气体

排放（吨）

数值 单位 数值 单位

净购

入电

力

MWh 0.8843 tCO2/MWh
/ /

3.5轧钢公示内容



3.5.1.工艺流程

烘熔钢铁轧钢工序共有生产线4条：60万t中厚板生产线1条、120万t中厚板

生产线1条、60万t棒线生产线1条(目前处于停产状态)、60万t高速线材生产线1

条(目前处于停产状态)。轧钢工序加热炉采用双蓄热燃烧方式、钢坯热送热装等

技术，回收的余热蒸汽并入厂区蒸汽管网。

3.5.2. 温室气体排放相关过程及主要设施

烘熔钢铁轧钢工序共有生产线4条：60万t中厚板生产线1条、120万t中厚板

生产线1条、60万t棒线生产线1条(目前处于停产状态)、60万t高速线材生产线1

条(目前处于停产状态)。轧钢工序加热炉采用双蓄热燃烧方式、钢坯热送热装

等技术，回收的余热蒸汽并入厂区蒸汽管网。

轧钢工序主要碳排放源来自高炉煤气、转炉煤气等化石能源燃烧产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及外购电力、蒸汽的二氧化碳排放。

序

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台

数
碳源类型** 设备位置

1

轧钢

2300mm中厚板生

产线
1 化石燃料、电力 烘熔厂内南侧

2
2600mm中厚板生产

线
1 化石燃料、电力 烘熔厂内南侧

3 高速线材生产线 1 化石燃料、电力 烘熔厂内南侧

4 高速线材生产线 1 化石燃料、电力 烘熔厂内南侧

3.6.3.化石燃料平均低位发热值

化石燃料平均低位发热值

种类 数值 单 数据来源 检测方法 检测频 记录频



位 次 次

洗精煤 26.344 GJ/t 缺省值 / / /
烟煤 19.57 GJ/t 缺省值 / / /
无烟煤 20.304 GJ/t 缺省值 / / /

焦炭（焦粉） 28.447 GJ/t 缺省值 / /

3.6.4.排放因子及来源

3、净购入电力、热力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说明

（排放因子 4：电力、热力的排放因子）

种类 数值 单位 数据来源 实测/实测计算 频次

净购入电力 0.8843 tCO2/MWh 缺省值 / /
4、固碳产品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说明

（排放因子 5：固碳产品的 CO2 排放因子）

种类 数值 单位 数据来源 实测/实测计算 频次

生铁

粗钢 0.0154 tCO2/t 缺省值 / /
钢材

甲醇

其他固碳 产品

或副产品

3.6.5.一岗一清单

（1）、排放因子清单

电力的购入量

种类 数

值

单位 数据来源 监测设备 监测频

次

记录频

次

净购入电力 MWh 生产记录 电能表 每月 每月

（2）、记录清单

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计表

日消耗 月累计 CO 排放量折算系数 化石燃料发热值

种

类

单位 消耗 温室气体

排放（吨）

消耗 温室气体

排放（吨）

数值 单位 数值 单位

净

购

入

电

力

MWh 0.8843 tCO2/MWh

/ /

3.7.其它

公司有制氧站、动力设施等；厂内运输车辆耗用部分汽柴油；

温室气体排放相应环节汇总：



1、化石燃料燃烧过程包括烧结/球团、炼铁、炼钢、轧钢等过程，消耗的

主要原料为无烟煤、烟煤、洗精煤、焦炭、柴油、汽油等。

2、工业生产过程包括烧结/球团、炼铁、炼钢等过程消耗的主要原料为生

铁、铁合金、白云石、外购废钢等。

3、电力、热力消耗过程包括附属设备运行及照明设备用电等。

4、固碳过程包括生铁、粗钢等产品的产出。

生产过程中包括的主要排放设施有：烧结、高炉、转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