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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去屑，还能对抗 PM2.5！？ 

进入 2017 年的雾霾季后，宝洁公司旗下的海飞丝发布了一则创意广告，高

调宣传“头屑无处藏，雾霾无所惧”。一款洗发产品居然升级为“治霾神器”，当

然足够吸睛。从二月到五月，它一直占据海飞丝官网的首屏！ 

 

 

（图片来自海飞丝官网1） 

 

 如此敏锐地识别用户痛点并以此展开营销，宝洁公司可谓太精明。然而，在

高调宣传“对抗 PM2.5”的背后，宝洁公司的多家疑似供应商存在环境违规问题，

而这些问题供应商均来自磷化工行业。 

 

疑似供应商案例 1  澄星股份被督察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澄

星股份”，股票代码600078），在母公司澄星集团的网站上声称宝洁是其合作客户
2。这家“国内精细磷化工的龙头企业”持股多家公司，其中的云南宣威磷电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宣威磷电”）是其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磷化工、磷酸盐产

品、洗涤用品生产销售、化工原料销售3。2014年至2016年7月间，宣威磷电数次

被公众通过多种渠道举报，而其品牌方未对公众举报作出任何公开反馈。 

                                                             
1 

http://www.head-shoulders.com.cn/?utm_source=baidu&utm_medium=brandzone&utm_campaign=h&s1676sem001o1&utm

_channel=hsbl 

2 http://www.phosphatechina.com/list/?100_1.html 

3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6-04-29/600078_2015_n.pdf     

http://www.head-shoulders.com.cn/?utm_source=baidu&utm_medium=brandzone&utm_campaign=h&s1676sem001o1&utm_channel=hsbl
http://www.head-shoulders.com.cn/?utm_source=baidu&utm_medium=brandzone&utm_campaign=h&s1676sem001o1&utm_channel=hsbl
http://www.phosphatechina.com/list/?100_1.html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6-04-29/600078_2015_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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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澄星集团官网） 

 

2016年6月，宣威磷电因未验先投被列入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名单4。 

2016年7月22日，宣威市收到《曲靖市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查组转办的来电举报材料》（曲督转第18号）5并制定调查

核实方案。 

2016年7月25日，宣威市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中央第

七环保督察组交办宣威市投诉举报环境问题办理情况通报》显示，“宣威磷电公

司黄磷生产，昼夜直排未经处理的含刺激性气味的废气”，多次被举报6。 

同一天，曲靖市环境保护局发布的《曲靖市办理中央第七环保督察组交办投

诉举报环境问题情况通报（续报一）》显示，宣威磷电“无地面雨水收集设施，存

在工业场地雨水未经收集处理直排的情况”、“企业厂界外天生河出口断面氨氮6

月份超标0.2倍、7月份超标0.99倍、总磷7月份超标0.47倍”、“2014年4季度、2015

年1季度和2季度公司在锅炉烟气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建设期间锅炉烟气中烟尘、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存在超标排放情况”
 7。  

                                                             
4 http://www.ynepb.gov.cn/hjjc/hjjcgzdt/201606/t20160622_155185.html 

5 http://zswldj.yn.gov.cn/html/qj/xw/2016/7/31/cbd8f853-927b-4b5a-877e-1b6a2f16c087.html 
6 http://zswldj.yn.gov.cn/qj/xw/news/gsgg/5e038121-27a6-436a-ac25-164e51e9c122.htm  

7 http://www.qjepb.gov.cn/news/a/201607/01015934138.htm 

http://www.ynepb.gov.cn/hjjc/hjjcgzdt/201606/t20160622_155185.html
http://zswldj.yn.gov.cn/html/qj/xw/2016/7/31/cbd8f853-927b-4b5a-877e-1b6a2f16c087.html
http://zswldj.yn.gov.cn/qj/xw/news/gsgg/5e038121-27a6-436a-ac25-164e51e9c122.htm
http://www.qjepb.gov.cn/news/a/201607/010159341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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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曲靖市环保局官网） 

 

2016 年 10 月 28 日，曲靖市环境保护局组织专家验收组对宣威磷电的黄磷

生产装置、煤矸石与黄磷尾气综合利用热电联产装置项目进行现场检查，同意通

过环保验收8。 

除宣威磷电外，澄星股份全资持股的另一家子公司沾益县恒威矿业有限公司

也被列入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名单中9，而该企业主要从事磷化工的上游

产业——磷矿开采、精选和销售10。 

尽管澄星股份在年报中强调“公司及重点子公司属于磷化工生产型企业，对

安全、环境保护要求较高11
”，但其下属企业超标排放废水和废气污染物，并且

在没有收到竣工环保验收的情况下擅自将生产设施投入使用，给所在地的大气和

水环境带来严重的环境负荷。 

 

                                                             
8 http://www.qjepb.gov.cn/news/a/201611/01022863404.htm  

9 http://www.ynepb.gov.cn/hjjc/hjjcgzdt/201606/t20160622_155185.html 

10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6-04-29/600078_2015_n.pdf    

11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6-04-29/600078_2015_n.pdf   

http://www.qjepb.gov.cn/news/a/201611/01022863404.htm
http://www.ynepb.gov.cn/hjjc/hjjcgzdt/201606/t20160622_155185.html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6-04-29/600078_2015_n.pdf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6-04-29/600078_2015_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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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供应商案例 2  兴发集团频超标 

另一家从事磷化工系列产品和精细化工产品开发和生产的上市公司湖北兴

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发集团”，股票代码 600141），也“同宝洁、

陶氏、联合利华等全球 500 强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2。 

 

 

（图片来自兴发集团官网） 

 

兴发集团在年报中表示，“始终坚持把环保作为事关企业生存发展的重大战

略问题”
13，但其下属的多家化工企业近年来连续出现废水和废气超标排放，未

按规定储存危险废弃物等各类环境违规行为（表 1）。  

 

表 1 兴发集团下属企业环境违规情况汇总 

下属企业 处罚时间 环境违规情况 

宜昌楚磷化

工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废水总磷浓度达 5.43mg/L（11 月 24 日）、3.11mg／L

（11 月 29 日）（标准为 0.5mg/L），属水污染物超标排

放”
14

 

2015 年 9 月 “在排口以上 250 米处有一管道（DN219）排放废水，

废水总磷排放超标”
15

 

2015 年 7 月 “含磷废水擅自经非法定排放口（原楚磷排口）排放，

总磷超标排放，排放浓度为 7.31mg/L（标准 0.5mg/L），

属采用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16

 

湖北泰盛化

工有限公司 

2016年 12月 “污水排口总磷浓度达 5.55mg/L（标准为 0.5mg/L），属

水污染物超标排放”
17

 

2015 年 5 月 “不正常使用水污染防治设施，污染物总磷超标排放”
18

 

                                                             
12 http://www.xingfagroup.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169（访问日期为 2017 年 2 月 28 日） 

13 http://www.xingfagroup.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83 

14 http://www.ychbj.gov.cn/content-42576-972790-1.html 

15 http://www.ipe.org.cn/IndustryRecord/regulatory-record.aspx?companyId=112606&dataType=0&isyh=0  

16 http://www.ychbj.gov.cn/content-42576-912684-1.html 

17 http://www.ychbj.gov.cn/content-42576-972497-1.html 

http://www.xingfagroup.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169
http://www.xingfagroup.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83
http://www.ychbj.gov.cn/content-42576-972790-1.html
http://www.ipe.org.cn/IndustryRecord/regulatory-record.aspx?companyId=112606&dataType=0&isyh=0
http://www.ychbj.gov.cn/content-42576-912684-1.html
http://www.ychbj.gov.cn/content-42576-97249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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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都兴发化

工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清洁下水排口总磷浓度为 59.8mg/L，超过了国家规定

的排放准”
19

 

2016 年 9 月 “污水处理站排放口污染物排放浓度：COD为140mg/L、

氨氮为 68.08mg/L，总排放口污染物排放浓度 COD 为

120mg/L、氨氮为 60.41mg/L，均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排

放标准”
 20

 

2015年 12月 “危险废物未按规范建设危险废物暂存场所”
 21

 

2015年 11月 “硫磺制酸尾气自动监控的流速、压力设备腐蚀老化，

不能确保自动监控数据质量，多次被省环保厅通报”
 22

 

2015 年 8 月 “公司厂区雨污分流不彻底，水污染物通过地表水流入

清洗下水排放口外排，公司清洗下水排口总磷 12.3 

mg/L，市政排放口总磷 7.35 mg/L，属超标排放”
 23

 

宜昌金信化

工有限公司 

2016年 12月 2016 年 11 月 24 日现场检查，发现……“废水总磷浓度

达 6.31mg/L（标准为 0.5mg/L），属水污染物超标排放”
24

 

2016年 12月 “污水总排口总磷超标排放，超标倍数 11.62 倍”
25

 

2015 年 8 月 “车间清洗废水跑冒滴漏进入清净下水排口，造成污染

物超标排放”
26

 

湖北兴瑞化

工有限公司 

2015年 12月 

 

“……热电厂锅炉脱硫设施不正常运行……2015 年 11

月 15 日 10 点 10 分至 11 点 30 分废气排放口二氧化硫

超标排放，最高排放浓度达到 2588.61mg/m
3（标准为

200mg/m
3），超标 11.9 倍”

27
 

2015 年 8 月 “2015 年 7 月 19 日 8 点 30 分到 9 点 35 分……燃煤锅

炉污染治理设施脱硫装置未经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擅自闲置，导致你公司 7 月 19 日 8 点 55 分到 9 点 55

分废气排放口二氧化硫浓度最高达到 2377mg/m
3（标准

为 200mg/m
3），超标 10.9 倍”

28
 

新疆兴发化

工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5000 吨/年二甲基亚砜项目水污染治理设施未经验收

即擅自投入生产”
29

 

 

 

                                                                                                                                                                               
18 http://www.ipe.org.cn/IndustryRecord/regulatory-record.aspx?companyId=49103&dataType=0&isyh=0 

19 http://hbj.yd.cn3x.com.cn/art/2016/12/2/art_4631_933983.html 

20 http://hbj.yd.cn3x.com.cn/art/2016/12/2/art_4631_933984.html 

21 http://hbj.yd.cn3x.com.cn/art/2016/12/2/art_4631_933892.html 

22 http://www.ychbj.gov.cn/content-42576-879728-1.html 

23 http://hbj.yd.cn3x.com.cn/art/2016/12/2/art_4631_933892.html 

24 http://www.ychbj.gov.cn/content-42576-972496-1.html 

25 http://www.ychbj.gov.cn/content-42576-972315-1.html 

26 http://www.ipe.org.cn/IndustryRecord/regulatory-record.aspx?companyId=112566&dataType=0&isyh=0  

27 http://www.ychbj.gov.cn/content-42576-891122-1.html 
28 http://www.ychbj.gov.cn/content-42576-837802-1.html 

29 http://www.xjepb.gov.cn/xjepb/_639/zfxxgk/_2702/_3597/_3601/73816/index.html 

http://www.ipe.org.cn/IndustryRecord/regulatory-record.aspx?companyId=49103&dataType=0&isyh=0
http://hbj.yd.cn3x.com.cn/art/2016/12/2/art_4631_933983.html
http://hbj.yd.cn3x.com.cn/art/2016/12/2/art_4631_933984.html
http://hbj.yd.cn3x.com.cn/art/2016/12/2/art_4631_933892.html
http://www.ychbj.gov.cn/content-42576-879728-1.html
http://hbj.yd.cn3x.com.cn/art/2016/12/2/art_4631_933892.html
http://www.ychbj.gov.cn/content-42576-972496-1.html
http://www.ychbj.gov.cn/content-42576-972315-1.html
http://www.ipe.org.cn/IndustryRecord/regulatory-record.aspx?companyId=112566&dataType=0&isyh=0
http://www.ychbj.gov.cn/content-42576-891122-1.html
http://www.ychbj.gov.cn/content-42576-837802-1.html
http://www.xjepb.gov.cn/xjepb/_639/zfxxgk/_2702/_3597/_3601/73816/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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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供应商案例 3  山东天力未批先建 

除澄星股份和兴发集团外，宝洁另一家明星供应商也存在程序性违法行为。 

2015 年 1 月，宝洁在对包括“供应商可持续发展计分卡”在内的各项绩效指

标进行分析后，评选出51家年度商业伙伴（External Business Partner of the Year）。

山东天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天力”）从超过 75000 家供应商与第三方

企业中脱颖而出，成为获奖企业之一30。 

这家宝洁“年度商业伙伴”由山东联盟化工集团与新加坡三达集团共同投资

创建，主要产品包括葡萄糖、山梨醇、甘露醇、麦芽糖醇和磷酸酯；除了宝洁，

山东天力的合作客户还包括高露洁、卡夫和联合利华31。 

 

 
（图片来自山东天力药业有限公司官网） 

 

2016 年，这家宝洁的明星供应商因“12MW 机组项目未经环保部门审批，擅

自开工建设，现已建成投产”受到山东省寿光市环保局的处罚32。 

 

 

 

 

                                                             
30 http://news.pg.com/press-release/pg-corporate-announcements/pg-recognizes-top-performing-global-partners-0 

31 http://www.leaguechem.com/hxqy.jsp?companycode=tlyy 

32 http://sghb.shouguang.gov.cn/ztzl/wryjg/xzcf/201610/t20161028_1096327.html  

http://news.pg.com/press-release/pg-corporate-announcements/pg-recognizes-top-performing-global-partners-0
http://www.leaguechem.com/hxqy.jsp?companycode=tlyy
http://sghb.shouguang.gov.cn/ztzl/wryjg/xzcf/201610/t20161028_10963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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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寿光市环保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

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山东天力在

环境影响评价尚未获得当地环境管理部门审批的情况下运行 12MW 机组，其生

产废气排放是否符合相关环境标准无法得到保证，因此存在超标排放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烟尘和颗粒物的环境风险，而这些大气污染物都是雾霾的直接或间接

贡献源。 

 

宝洁：“治”霾还是“致”霾  

纵观海飞丝母公司宝洁集团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这家日化巨头多次高调表示，

“公司的长期愿景是：在生产消费者喜爱的产品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所

有工厂 100%使用可再生能源、所有产品和包装均 100%使用可再生或回收材料，

以及消费和生产废料零填埋。简单概括起来，我们的目标就是设计让消费者满意

的产品，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护资源。我们期望公司的各个品牌能帮助消费者做出

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选择” 33。 

 

 

（图片来自《2015宝洁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概览》） 

 

 

                                                             
33 http://image.pg.com.cn/files/2015%20Sustainability%20Report%20Chinese%20version.pdf 

http://image.pg.com.cn/files/2015%20Sustainability%20Report%20Chinese%20ver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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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洁也确实通过 “ 供应商可持续性计分卡 (External Business Partner 

Sustainability scorecard) ”，从能源和水资源利用、废物处理、温室气体排放、环

境污染处罚等方面每年对供应商工厂的环境足迹进行评估并鼓励其持续改善34。 

 

（图片来自《外部业务合作伙伴可持续性指南》） 

 

早在 2014 年 10 月，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就曾邮件联系宝洁，告知兴发集团等

疑似供应商存在环境违规，希望品牌可以提升对在华供应商的环境管理。在邮件

发出两周后，宝洁回复称，其中两家确实为宝洁的供应商，但其中一家的记录出

现在与宝洁签订采购合同前，另一家环境违规问题已经解决。待同年 12 月公众

环境研究中心进一步致信，希望品牌可以推动供应商就环境违规记录产生的原因

及采取的整改措施向公众公开说明后，宝洁再没有回复邮件。 

此次针对澄星股份、兴发集团和山东天力多家下属企业的环境违规，公众环

境研究中心再次邮件致信宝洁，而品牌依旧没有回应。  

 

提醒公众防霾，更应提醒供应商治霾！ 

宝洁借助海飞丝的新广告，一方面宣称去屑洗发水可以升级为“治霾神器”；

一方面又迟迟回避环保组织针对多家从事磷化工行业的疑似供应商脱硫装置闲

置或不正常使用，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超标排放等环境违规行为的问责。 

我们希望宝洁在发布海飞丝广告，提醒公众关注雾霾污染的同时，也能积极

推动在华供应商遵守环保法律法规，减少污染排放，从源头遏制雾霾，真正兑现

品牌提出的“帮助消费者做出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选择”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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