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股绿色周报｜27 家上市公司暴露环境风险 

 

根据 9 月第 3 周搜集到的数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统计发

现，共有 27 家上市公司近期暴露了环境风险，主要分布在北

京、广东等区域，其中， 15 家属国资控制企业，市值超 500 亿

元的有 6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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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企业又出环保瑕疵？新募资项目迈过环评关……9 月第 3

周（ 9 月 14 日~9 月 20 日），哪些上市公司的环境保护与信

披责任亮起了红灯？又有哪些企业项目获得环评绿灯？   

 

每日经济新闻联合环保领域知名 NGO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 IPE），自 2020 年 9 月起，基于 31 个省市区、 337 个地

级市政府发布的环境质量、环境排放和污染源监管记录等权

威数据来源，每周收集剖析中国数千家上市公司及其旗下数

万家公司（包括分公司、参股公司和控股公司）的环境信息数

据，发布“A 股绿色周报 ”，旨在借助环境数据库及专业解析、

传播能力，让资本市场中的上市公司经营活动中的环境信息

更加阳光透明。   

 

根据 9 月第 3 周搜集到的数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统计

发现，共有 27 家上市公司近期暴露了环境风险，主要分布在

北京、广东等区域，其中，15 家属国资控制企业，市值超 500

亿元的有 6 家。在环境风险之外， 9 月第 3 周，有 5 家上市

公司 5 个项目最终获得环评通过，投资额合计约 7.76 亿元。 

 

一周绿鉴：27 家上市公司涉环保处罚、数据超标  387 万户

股东面临投资风险  



 

在企业管理能力、财务状况、行业竞争等因素之外，环境风险

日渐成为上市公司重要的经营风险之一。环境风险关乎企业

发展，也关乎企业形象。  

 

环境风险榜涉及上市公司分布情况（ 9 月第 3 周）  

 

总体来看，9 月第 3 周环境风险榜上，在超标、违法、事故等

负面信息方面，共关联到 27 家上市公司，大多属于建筑装饰、

房地产、采掘等行业。其中，涉及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超标的

上市公司数量有 3 家，24 家上市公司涉及环境行政处罚，从

分布区域来看，北京、广东分布排名第一、第二。  

 



这 27 家上市公司背后有多达 387.38 万户的股东，环境风险

或为他们的投资带来风险。而在业绩表现上， 27 家上市公司

中有 12 家公司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下滑，更有包括辽宁

能源（ 600758，SH）、*ST 大洲（ 000571，SZ）、香江控股

（ 600162， SH）在内的 5 家上市公司亏损。  

 

市值方面， 27 家上市公司中有 3 家市值在 1000 亿元以上。

除此之外， 9 月第 3 周上榜的上市公司市值多分布在 100 亿

~500 亿元的范围。   

 

股价上，27 家登上环境风险榜的上市公司中，6 家股价下跌，

风华高科（ 000636，SZ）为其中股价下跌最多的公司， 9 月

第 2 周股价累计下跌 4.75%。   

 

环保处罚：擅自开工、逃避监管，这两家上市公司子公司被罚

超 50 万  

 

在环保处罚方面，9 月第 3 周，数据库搜集到 27 家关联企业

受到环保部门行政处罚，涉及 24 家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及其旗下企业因环境违规被罚金额前十名（ 9 月第 2 周）  



 

  

从罚款金额看，排在第一位的是广州市东凌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其被罚 59 万元。据金地集团披露，广州市东凌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营业收入为 34.33 亿元，净利润达 10.3

亿元，约占上市公司当年净利润的 10%。  

 



 

处罚截图。图片来源：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增城区分局官网  

 

排名第二的是辽宁省省属国有企业辽宁能源子公司呼伦贝尔

蒙西煤业有限公司，其因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动（年产量由

120 万吨 /年提高至 180 万吨 /年）后，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便擅自开工建设。此外，该公司需配套建设的环境

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便投入生产，在这些原因之下，

呼伦贝尔蒙西煤业有限公司被处罚了 55.423 万元。   

 

因环保违法而被处罚金额较大的企业还有香江控股子公司广

州香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其同样因涉嫌通过逃避监管的方

式排放水污染物，被罚了 28 万元。  

 



此外，京能电力（ 600578，SH）参股、国能电力（ 600795，

SH）控股的国电电力大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因废气出口烟尘

排放浓度超标，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被罚了 10 万元。  

 

上海建工（ 600170，SH）、天赐材料（ 002709，SZ ）、中

国中冶（ 601618，SH）、中国中铁（ 601390，SH）几家上

市公司或其参股公司因环保违法被处罚金额也在 6 万元到 10

万元之间。  

 

自动监测数据超标：再现环保瑕疵？华新水泥子公司一周超

标 3 天  

 

作为执法依据之一，自动监测数据情况反映着企业是否存在

部分环境风险。9 月第 3 周，在根据含氧量、温度等信息排除

或为停产状况造成排放超标的异常值后，共有 3 家企业的自

动监测数据显示排放超标。  

 

3 家上市公司旗下企业自动监测数据显示超标  



 

一周日均值超标天数：统计期的一周时间内，取企业各指标实时在

线数据计算日均值，当天存在有日均值超过对应排放标准的记存在

一个超标天数，统计周期内有几天存在日均值超标情况，记几个超

标天数。   

 

一周日均值超标累计次数：统计期的一周时间内，取企业各指标实

时在线数据计算日均值，超过对应排放标准的，记一次日均值超标，

所有监测点涉及指标的日均值超标次数累计为该企业 “一周日均值

超标累计次数 ”。   

 

老牌水泥公司华新水泥（ 600801，SH）子公司华新水泥（恩

施）有限公司在 9 月第 3 周一周日均值超标天数、一周日均

值超标累计次数均达到 3 次，其窑尾废气监测点显示氮氧化

物监测浓度高于标准限值。   

 

历史数据显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环保局在 2018 年第三

季度污染源日常环境监管随机抽查中检查过华新水泥（恩施）



有限公司，当时公示显示，华新水泥（恩施）有限公司存在窑

头已安装在线监控设备，窑尾已更换在线监控设备，但都尚未

验收；厂区一桥喷淋降尘废水收集处理池过小，处理效果不明

显等问题。  

 

 



 

华新水泥（恩施）有限公司自动监测数据超标部分截图   

 

水泥行业为环境负荷较重的行业，水泥行业排放量最大的污

染物——氮氧化物，是 PM2.5 和臭氧污染的重要前体物之一。

记者注意到，华新水泥此前曾有多家旗下子公司出现过环保

瑕疵，而随着近年来，水泥行业环境监管渐趋严格，华新水泥

2020 年半年报也显示，近年来，公司实施了环保转型发展战

略，增加了水泥窑协同处置废弃物的环保业务。   

 

项目环评：总投资 7.76 亿项目过关   九洲药业定增项目环评

获通过   



 

项目环评即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是大多数项目开工建

设的前置条件，也是项目建设或投产后的环保依据。对上市公

司来说，要投资建设新项目，环评审批也是必须经历的考验。  

 

9 月第 3 周，A 股上市公司及旗下公司共有 13 个项目进入受

理公示及拟审批公示状态，5 个进入环评审批公示的项目最终

揭晓结果。  

 

5 家上市公司旗下项目环评获通过  

 

 



按照环评信息中披露的项目总投资额， 5 家上市公司的 5 个

项目累计总投资约 7.76 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前不久发布了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九洲药业（ 603456，SH）所募资

的浙江四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DMO 制剂项目也名列其中。  

 

该项目的投资总额为 20300 万元，九洲药业在公告中表示，

通过建设符合 GMP 标准的口服固体制剂车间，并配套相关研

发、生产、检测设备，浙江四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DMO 制

剂项目建成后能够为客户提供制剂生产服务，形成年产 4.5 亿

片片剂的商业化生产能力。   

 

除了九洲药业， 9 月第 3 周，同方股份（  600100， SH）、

巨化股份（ 600160，SH）、工业富连（ 601138，SH ）、皖

天然气（ 603689， SH ） 4 家上市公司旗下公司的项目取得

了环评批复，结果均为同意（或可行）。这意味着这些投资项

目将很快进入建设阶段。 (实习生杨煜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