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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概况 

一、公司简介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宸展光电”）成立于 2015 年 4

月，TES 宸展光电( 厦门) 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宸展光电”，股票代

码:  003019 )为商用智能交互显示设备的整体解决方案供货商，自创立以来，

产品已广泛运用于零售、金融、工业自动化、医疗、餐饮、物流、游戏娱乐、

交通运输、公共事业等领域。 

凭借丰富的跨产业开发经验，宸展光电能为合作伙伴提供 JDM/ODM 以

及全面的定製化增值服务，包括产品可行性评估、产品设计及产品生命周期

管理、以及高效率后勤管理及自动化智能生产，提供全球客户完整的产品及

解决方案。 

随着智能生活的日益普及，市场对产业用触控显示设备的需求与日俱

增，宸展光电将继续投入大量资源，研究、应用并整合各种先进科技，以客

户需求为导向，提供全方位的智能解决方案。 

二、产品简介  

◆液晶触控显示器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为液晶显示器制造企业，（简称“宸展光

电”）成立于 2015 年拥有 SMT、插件及组装三大生产工序，配套有完善辅助

生产系统及附属生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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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商用智能交互显示设备的整体解决方案供货商，自创立以来，产品已

广泛运用于零售、金融、工业自动化、医疗、餐饮、物流、游戏娱乐、交通

运输、公共事业等领域。我们以创新、设计、弹性、质量为核心价值，生产

坚固耐用、美感与实用兼备的高质量工业用触控产品。 

液晶触控显示器制造的详细工艺流程如下图 1 所示。 

 

 

 

 

 

 

 

 

 

 

 

 

 

图 1 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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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组织边界及运行边界 

一、组织边界 

公司参考 ISO14064-1 的要求，以 100%运营控制权的方式设定组织边

界。 

公司组织边界设定如下：厦门市集美区杏林南路 60 号厂房，占地

12861.96 ㎡。 

公司所涉及的排放范围应根据下图 2 确定相对应的组织排放范围边界。 

 

 

 

 

 

 

 

 

 

 

 

 

 

 

 

 

                        

图2 组织排放范围边界 

范围 3：其他间接排放 
范围 1：直接排放 

CO2、CH4和 N2O                 CH4             HFCS   

公司拥有使用的电机、

叉车等用能设备 
汽车、空调

制冷设备 
污水处理池

（若有） CO2、CH4和 N2O 
厂

区

边

界 

外购电力 
废弃物处理 

 产品、外包车辆 
范围 2：间接排放 

CO2、CH4和 N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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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组织架构及平面示意图 

 

图3 公司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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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厂区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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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管理小组架构及职责 

 

图5 温室气体管理小组架构图 

公司温室气体管理小组职责： 

1.负责召集温室气体管理小组会议。 

2.负责推动温室气体盘查与减量的相关工作。 

3.负责编写本公司的年度温室气体清册。 

4.负责筹办温室气体管理内部核查作业。 

5.制订本公司为温室气体管理程序与作业办法等相关文件。 

表 1 机构人员主要职责 

姓名 部门/职务 小组职务 职责 

陈建成 副总经理 
指导委员

会组长 供执行温室气体减量的人力资源支援，重大

事项决策。 邱丁贤 品保处长 指导委员 

钟大成 财务处长 指导委员 

邱丁贤 品保处长 组长 规划厂内 GHG 工作并协调相关部门进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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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切 GHG 事物，为联络主要视窗。 

林锃扬 IE 副理 组员 

负责推行 GHG 盘查、资料收集、排放量计

算与制作档和报告书。 

华小彩 QS 课长 组员 

苏燕舞 QE 课长 组员 

林周斌 工程课长 组员 

薛伊丽 人事专员 组员 

刘凤娇 RD 文管专员 组员 

胡建加 环安课长 组员 

童建 总务专员 组员 

王海秋 财务专员 组员 

廖琳 SD 副理 组员 

四、温室气体清单运行边界 

营运边界包括直接、间接与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一）直接温室气体排放（范围 1） 

1.定义 

针对直接来自于本公司所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包括固定燃烧源、移动燃

烧源、制程排放源、逸散排放源。 

（1）固定燃烧源 

指固定设备的燃料燃烧，包括发电机（柴油）。公司不使用生物质燃料，

故不存在燃烧，没有量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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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动燃烧源 

指组织自己拥有的交通运输设备的燃料燃烧，包括公务车（汽油）。 

（3）逸散排放源 

包括移动灭火器（CO2）（公司没有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污水处理

池（CH4）（公司污水处理工艺没有产生温室气体）、汽车冷媒（R134a）

（公司水冷却空调使用冷媒为 R410A，不在盘查范围内），因公司上述的逸

散排放量极少，本次盘查不包括此部分排放。 

（二）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范围 2） 

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计算的是与进口/外购电力、热力造成的排放涵盖

在范围之内。 

 

（三）其它间接排放源（范围 3） 

其它间接排放是针对公司其他的活动所产生的其它间接排放，排放源是

由其它公司所拥有或控制的，不在本次盘查的范畴内。 

针对其它间接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无法掌控其活动及温室气体排放，基

准年只进行排放源鉴别工作，不予以量化，包含： 

1.委外作业车辆及人力（原料、产品及废弃物运输）； 

2.员工通勤、差旅及商务旅行的车辆； 

3.外聘人力，如专业技术人员； 

4.产品使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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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废弃物处理。 

表 2 排放源识别表 

类别 子类别 排放源 排放气体 

范围 1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固定燃烧排放 发电机 CO2 

移动燃烧排放 公务车 CO2 

制程排放 / CO2 

逸散排放 制冷设备 
HFCs 

CH4 

范围 2 

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外购电力 用电设备设施 CO2 

范围 3 

其 他 间 接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不在本报告范围内） 

温室气体的其他间接排放（如员

工商务旅行；经由第三者从事产

品、原料或废弃物的运输；外援

活动，外包制造与授权经销商；

当温室气体排放点发生在设施

边界之外的排放源或设施，其排

放来自设施所产出的废弃物；设

施产生的产品与服务的使用与

生命终期阶段的排放；员工通勤

往来工作场所；包含于非能源原

物料的排放） 

1.员工公商务旅行（燃料） 

2.员工自用通勤车辆（燃料）

3.产品使用阶段（燃料） 

 

CO2 

CH4 

N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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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准年 

一、基准年的选定 

根据福建省碳清单编制要求，量化 2019 年至 2020 年的组织二氧化碳

气体的排放量，并分别报告。 

表 3 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量汇总 

 2019 年 

范围类别 温室气体种类 排放量（tCO2e） 

范围 1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CO2 0 

范围 2 

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CO2 3448.60  

总计 3448.60 

 2020 年 

范围类别 温室气体种类 排放量（tCO2e） 

范围 1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CO2 0 

范围 2 

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CO2 2633.31 

总计 26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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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温室气体计算说明 

一、量化方法学及排放因子说明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主要依据排放因子法计算，即活动数据乘以排放

因子。 

公式为：活动数据×排放因子×GWP ，GWP 为全球增温潜势，最终结

果须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为单位。 

其中，各排放源排放量计算说明如表 4： 

表 4 排放量计算说明 

排放源类别 计算方法 
是否使用 

（请勾选） 

排放因子 

来源 

固定燃烧源 

柴油 CO2 排放量=排放因子*柴油使用量*GWP 值 √ 
■指南附录 

□其它 

汽油 CO2 排放量=排放因子*汽油使用量*GWP 值  
■指南附录 

□其它 

天然气 CO2 排放量=排放因子*天然气使用量

*GWP 值 
 

■指南附录 

□其它 

其它：（请写明）  
□指南附录 

□其它 

移动燃烧源 

柴油 CO2 排放量=排放因子*柴油使用量*GWP 值  
■指南附录 

□其它 

汽油 CO2 排放量=排放因子*汽油使用量*GWP 值 √ 
■指南附录 

□其它 

天然气 CO2 排放量=排放因子*天然气使用量

*GWP 值 
 

■指南附录 

□其它 

其它：（请写明）  
□指南附录 

□其它 

逸散排放源 
CO2 灭火器排放量=排放因子*CO2 灭火器使用量

*GWP 值 
 

□指南附录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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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源类别 计算方法 
是否使用 

（请勾选） 

排放因子 

来源 

其它：（请写明）  
□指南附录 

□其它 

制程排放源

（如有，请

具体写明） 

CO2 排放量=排放因子*使用量*GWP 值 √ 
■指南附录 

□其它 

能源间接排

放 

外购电力 CO2 排放量=排放因子*外购电力量

*GWP 值 
√ 

■指南附录 

□其它 

外购蒸汽 CO2 排放量=排放因子*外购蒸汽量

*GWP 值 
 

□指南附录 

□其它 

外购热 CO2 排放量=排放因子*外购热量*GWP 值  
□指南附录 

□其它 

外购冷 CO2 排放量=排放因子*外购冷量*GWP 值  
□指南附录 

□其它 

其它：（请写明）  
□指南附录 

□其它 

二、数据质量管理 

凡能证明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的佐证资料都应调查收集，以确保数据的

可信度,并将相关材料保留在权责单位内,以利于后续查核追踪的依据。保存

年限为五年。 

表 4-2 数据质量管理表 

温室气体排放 

数据质量 
管理内容 管理确认 

数据收集、输入及

处理 

核对输入数据样本的错误 ■是  □否 

确定数据的完整性 ■是  □否 

确保对电子文档实施适当的版本控制 ■是  □否 

活动数据的获得 

确保活动数据统计的完整性 ■是  □否 

核对活动数据计算的正确性 ■是  □否 

不同统计方法对活动数据的交叉检验 ■是  □否 

排放因子的选取 核对排放因子的单位及转换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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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除门槛 

该公司温室气体核查作业的排除门槛设定为单一排放源单项比例 1%，

则以后的排查作业将排除该排放源,总排除量源不可超过全厂排放量的 3%。 

四、排放源的排除说明 

但是公司本次碳核查，针对 CO2 排放源的数据多数可以追溯，公司此次

将部分无法量化的单一排放源单项进行排除。 

 

确认排放因子的合理性 ■是  □否 

核对转换系数 ■是  □否 

确认系数转换过程的正确性 ■是  □否 

确保排放因子的时效性 ■是  □否 

排放量的计算过程 
核对量化方法 ■是  □否 

与历年数据的比较 ■是  □否 

核对工作表中的数

据处理步骤 

核对工作表中的数据处理步骤 ■是  □否 

核对是否对工作表的输入数据和计算获得的数据做了明

确的区分 
■是  □否 

手工或电子的方式核对具有代表性的计算样本，如电力排

放的计算 
■是  □否 

核对所有排放源类别、业务单元等的数据汇总 ■是  □否 

核对工作表中的数

据处理步骤 

核对输入和计算在时间序列上的一致性 ■是  □否 

同类排放源不同部门的交叉比较 ■是  □否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碳足迹盘查实施报告 

第五章 温室气体排放量 

一、2019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   

1.各类排放源排放量及比例 

范围 直接排放 能源间接排放 总计 

排放量（tCO2e） 0 3448.60  3448.60  

占总排放量比例（%） 0 100 100 

2.外购电力 CO2 的排放计算结果： 

2019 年度 4902057.5kWh 

CO2 排放量=排放因子×外购电力量×GWP 值=3448.60tCO2e 

二、2020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 

1.各类排放源排放量及比例 

范围 直接排放 能源间接排放 总计 

排放量（tCO2e） 0 2633.31  2633.31  

占总排放量比例（%） 0 100 100 

2.外购电力 CO2 的排放计算结果： 

2020 年度 3743158kWh 

CO2 排放量=排放因子×外购电力量×GWP 值=2633.31tCO2e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碳足迹盘查实施报告 

第六章 碳足迹核算改善建议 

近年来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能源愈趋紧张，如何做好节能减排是公司

目前的工作重心。 

面对困难和形势的发展，公司通过精细管理，机制创新，科技进步，探

索出有企业特色的节能管理模式，把建设节能型企业作为奋斗目标，在节能

减排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未来 5 年，公司的决策层从科学发展观出发，结合企业的现状，按照和

谐建厂、效益建厂的经营理念，认真规划企业节能减排工作，通过规划建设

全公司的计算机能源管理信息系统，从而实现企业能耗的实时分析、实时监

控和实时调整，使公司的能源管理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下表是公司计划在近几年内将实施的部分节能减排方案。 

表 6 部分计划节能减排方案汇总表 

序号 节能技改项目 节能效益预估 预算：万元 

1 车间分体式空调节能改造 3.6 万/年 10 

2 空压站的空压机变频改造节能改造 12 万/年 32 

3 更换高效节能变频电梯改造 1 万/年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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