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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资不抵债企业被罚牵扯出两家上市公司，格力旗下智能

装备公司大项目环评过关……12 月第 1 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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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 A 股绿色周报第 13 期。  

 

每日经济新闻联合环保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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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经营活动中的环境信息更加阳光透明。  

 

根据 12 月第 1 周搜集到的数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

共有 17 家上市公司在近期暴露了环境风险，主要分布在广东、

上海等地。其中， 10 家属于国资控制企业， 3 家为千亿市值

企业。在环境风险之外，有 4 家上市公司旗下公司的 6 个项

目环评最终获得通过，投资额合计约 23.26 亿元。  

 

一周绿鉴： 17 家上市公司登风险榜，天健集团、河钢股份、

首创股份再登榜  



 

总体来看，在 12 月第 1 周环境风险榜上，超标、违法等负面

信息共关联到 17 家上市公司，且股权关系经过启信宝数据核

查。其中，涉及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超标的上市公司数量为 1

家， 16 家上市公司涉及环境行政处罚及和环境相关的处罚。

从分布区域来看，广东省、上海市占比较大。  

 

环境风险榜涉及上市公司分布情况  

（ 12 月第 1 周）  

 

值得注意的是，天健集团（ 000090，SZ）、河钢股份（ 000709，

SZ）、首创股份（ 600008，SH）等都不是首次登榜。其中，

天健集团已是第 5 次登榜。  



 

12 月第 1 周上榜的 17 家上市公司背后，有多达 198.1 万户

的股东，环境问题或为他们的投资带来风险。在业绩表现上，

17 家上市公司中有 10 家公司今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下

滑。  

 

市值方面， 17 家上市公司中有 3 家市值在 1000 亿元以上。

12 月第 1 周上榜的上市公司市值多处于 100 亿元～ 500 亿

元（含）区间。  

 

股价表现方面， 17 家登上环境风险榜的上市公司中有 12 家

企业在 12 月第 1 周股价下跌。其中跌幅最高的为美锦能源

（ 000723， SZ）， 11 月 30 日～ 12 月 6 日间股价累计下跌

7.06%。  

 

环保处罚：上海电力与申能股份合营公司被罚 53.4 万元，已

陷资不抵债  

 

在环保处罚方面， 12 月第 1 周，数据库搜集到 12 家关联企

业受到环保部门行政处罚，涉及 15 家上市公司。  

 

本周上市公司及其旗下企业因环境违规被罚金额前十名  



 



从被罚款金额看，排名第一的是上海电力（ 600021，SH）和

申能股份（ 600642，SH）合营的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吴泾）。处罚内容显示，2020 年 12 月 2 日，

该公司因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危险废物，将危险废

物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经营活动，分别被处以

33.4 万元和 20 万元的罚款，合计被处罚 53.4 万元。  

 

根据上海电力 2020 年半年报，上海吴泾的净利润为 -5110.41

万元，净资产约为 -4.22 万元，已资不抵债。值得一提的是，

上海电力和申能股份分别对上海吴泾持股 50%，但两家上市

公司均表示未将其做并表处理。“并表不并表要看会计师对控

制权的认定，包括董事会席位等。”12 月 10 日下午，上海电

力方面接受电话咨询时表示。  

 

上海吴泾在早期经营利润较好时也曾被纳入并表范围。申能

股份 2002 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当期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

务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包括上海吴泾被采用比例合并的方法

纳入财务报表合并范围。而如今经营业绩不佳的上海吴泾已

被排除在财务报表合并范围之外。  

 

从被罚款次数看，兴业科技（ 002674，SZ）、首创股份（ 600008，

SH）等旗下公司均受到 2 次处罚。  



 

其中，兴业科技控股子公司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司收到 2 笔

行政罚单。处罚决定书显示， 2020 年 8 月 17 日，经徐州市

睢宁生态环境局与监测站的联合监督性检测，确认该公司氯

离子排放超标； 2020 年 7 月 24 日，经日常检查，确认该公

司化学需氧量排放超标，雨水口检测出总铬 0.005mg/L。因

存在上述行为，公司被罚款 10 万元两次，合计被罚款额 20

万元。  

 

此外，华友钴业（ 603799，SH）因参股子公司乐友新能源材

料（无锡）有限公司在今年 9 月 23 日和 29 日上午的执法查

验中，因未经海事管理机构批准，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进

出港口、过境停留，被处罚款合计 2 万元；首创股份控股子

公司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因在施工现场有裸土无苫盖措施

和主要道路积尘未清理现象，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和 9 月

11 日被合计罚款 2 万元。  

 

同时，《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本次上榜企业中，河钢

股份（ 000709，SZ）的控股子公司唐山中厚板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唐山中厚）与天健集团（ 000090，SZ）的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已有多次“前科”。  

 



历史数据显示，今年 8 月 13 日，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对唐山中

厚进行调查，发现该公司存在多项环境违法行为，包括烟气无

组织排放，烟气直排外环境，块矿和球团矿露天堆放、未完全

苫盖、地面未硬化，粉尘无组织排放等。自 10 月 15 日至今，

该公司收到处罚 5 次，合计罚款金额 56 万元。而根据河钢股

份 2020 年半年报，唐山中厚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被认定

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限为 3 年，目前已到期。  

 

在上述登榜企业之外，振华重工（ 600320， SH）、盐田港

（ 000088，SZ）、海峡股份（ 002320，SZ）、珠海港（ 000507，

SZ）、上港集团（ 600018，SH）、重庆港九（ 600279，SH）、

杰赛科技（ 002544，SZ）也因为直接或间接参股企业登上本

期环境风险榜。  

 

自动监测数据超标：中信特钢控股子公司一周两次超标  

 

作为执法依据之一，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反映企业是否存在

部分环境风险，但数据显示超标需经过环境监管部门进一步

认定才可能构成事实超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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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月第 1 周， 1 家企业出现了自动监测数据超标的情况。即

中信特钢控股子公司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

特钢）出现一周日均值超标两天的情况。具体而言，监测数据

显示，青岛特钢在 12 月 2 日、3 日分别出现氮氧化物超过标

准值的情况。  

 

青岛特钢官网介绍，该公司始建于 2013 年，是青岛市十大企

业集团之一青岛钢铁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十二五 ”期间通



过环保搬迁新成立的大型钢铁企业，产能 417 万吨，2015 年

11 月一期全面建成投产。 2017 年 5 月，青岛特钢正式加入

中信特钢。  

 

记者注意到，青岛特钢属于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该公

司 2018 年时有多条监管记录，自动监测数据显示，该公司

2018 年 6 月～ 8 月间多次出现二氧化硫超标排放的情况。青

岛特钢是 2018 年度山东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的红标企业，根

据《山东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有关规定，当年累计记分

12 分以上的企业为环境信用红标企业，以红牌标识。不过，

2019 年度青岛特钢表现好转，为黄标企业，环境违法违规行

为已整改完毕，且通过环保部门的核销。  

 

项目环评：格力电器总投资 8.54 亿元项目迈过环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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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第 1 周数据显示，A 股上市公司及旗下公司共有 36 个

项目进入受理公示及拟审批公示状态，6 个进入环评审批公示

的项目揭晓了结果。  



 

4 家上市公司旗下 6 个项目环评获通过  

 

值得注意的是，格力电器全资子公司珠海格力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格力智装）旗下的“上冲基地工业建设项目”取

得了原则同意，这意味着项目将很快进入到建设阶段。该项目

亦是本次迈过环评关的 6 个项目中总投资额最大的，达到

8.54 亿元。根据格力电器的公告，格力智装是旗下专业性的

智能装备公司，致力于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和服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显示，“上冲基地工业建设项目”

（以下简称现项目）是基于格力智装 2017 年 9 月获批通过

的“珠海格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生产项目”（以下简称原项目），

原项目生产规模为年产各类智能装备 240 台，为提高市场竞

争力，优化生产环境，格力智装决定搬迁原项目。现项目主要



从事数控机床、节能环保设备、工厂自动化设备、物流仓储设

备、机器人集成应用设备、核心零部件等研发和生产，年产各

类智能装备 17139 套。  

 

马钢股份旗下三个项目取得了原则同意，三个项目总投资共

计 7.84 亿元，其中“2#E 型焦煤筒仓工程项目”在本次迈过环

评关的 6 个项目中总投资额排名第二，达到 7.5 亿元。  

 

明德生物（ 002932，SZ）旗下“武汉明德生物科技产业园”取

得了实行告知承诺制的项目类别下的通过。明德生物公告显

示，武汉明德生物科技产业园项目于 2019 年 9 月获得股东

大会通过，原计划开工时间为今年 10 月，项目总投资不超过

6 亿元，其中自筹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7 亿元，明德生物预计

项目建成后年产值达 9 亿元。  

 

明德生物今年 8 月 25 公告披露，自公告之日起 6 月内开工

建设，自开工之日起 36 个月内竣工。据此计算，武汉明德生

物科技产业园项目将最晚在 2021 年 2 月底前开工，最晚在

2024 年 2 月底前竣工。  

 



此外，金新农（ 002548，SZ）控股子公司福建天种森辉种猪

有限公司旗下“长汀县天种森辉种猪养殖项目 ”也取得了实行

告知承诺制的项目类别下的通过，项目总投资 0.88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