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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科技子公司因为 120 元的尾气检测被罚 10 万元、红太阳

子公司私设暗管排放污水 ……12 月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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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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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周搜集到的数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

共有 38 家上市公司在近期暴露了环境风险，主要分布在北京、

江苏、广东等地。其中，17 家属于国资控制企业，7 家为千亿

市值企业。在环境风险之外， 12 月第 3 周，A 股上市公司及

旗下公司共有 53 个项目进入受理公示及拟审批公示状态，但

暂无进入环评审批公示的项目。  

 

一周绿鉴：7 家千亿市值公司登风险榜，中国铁建第 5 次上榜  

 



总体来看，在 12 月第 3 周环境风险榜上，超标、违法、事故

等负面信息方面，共关联到 38 家上市公司，涉事企业 39 家，

处罚记录共 48 条，且股权关系经过启信宝数据核查。  

 

 

环境风险榜涉及上市公司分布情况（ 12 月第 3 周）  

 

其中，涉及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超标的上市公司数量为 2 家，

36 家上市公司涉及环境行政处罚，从分布区域来看，北京排

名第一、广东、江苏位列第二。  

 

本期上榜的上市公司中，中国铁建（ 601186,SH）、绿地控股

（ 600606，SH）和中国交建（ 601800，SH）均系第 5 次出现。

就绿地控股而言，仅在这一周里，该公司就有 3 家间接控股

的子公司因环保问题遭遇了行政处罚。  



 

此外，本期共有 2 家上市公司直接遭遇了行政处罚，分别是

大洋电机（ 002249，SZ）和捷荣技术（ 002855，SZ）；11 家

上市公司的直接控股子公司出现处罚记录；6 家上市公司的间

接控股子公司出现处罚记录。  

 

记者梳理发现，12 月第 3 周登榜的 38 家上市公司背后，有多

达 555.22 万户的股东，环境问题或为他们的投资带来一定风

险。而在业绩表现上，37 家上市公司中有 25 家公司今年前三

季度营业收入同比下滑，其中，下滑幅度最大的为碧水源

（ 300070,SZ），今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下滑了 32.25%。 

 

市值方面，38 家上市公司中有 7 家市值在 1000 亿元以上，市

值 最 高 的 3 家 分 别 是 建 设 银 行 （ 601939,SH） 、 中 国 银 行

（ 601988,SH）和中国石油（ 601857,SH）。此外，在 12 月第

3 周上榜的上市公司中，市值 100 亿元及以下的公司达 28 家，

占据了上榜上市公司总数的 70%以上。  

 

股价表现上，在 12 月第 3 周上榜的上市公司中，18 家公司当

周股价下跌。其中，跌幅最大的是多伦科技， 12 月 14 日 ~12

月 18 日股价累计下跌 4.45%。  

 

环保处罚：私设暗管排放污水 红太阳全资子公司被罚 15 万 

 



在环保处罚方面，12 月第 3 周，数据库搜集到 37 家上市公司

关联企业受到环保部门行政处罚 ,它们共涉及 36 家上市公司。 

 

从被罚款金额看， 12 月第 3 周，相关涉事企业的累计处罚金

额为 195.45 万元。处罚记录中，存在 1 笔超过 50 万元的处罚

出现，并有多笔高于（含） 10 万元的环境处罚出现。  



 



上市公司及其旗下企业因环境违规被罚金额前十名（ 12 月第 3

周）  

 

值得注意的是，本周不少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乃至上市公司

本身，出现了各类因逃避监管而被处罚的情况。  

 

其中，由红太阳所全资控股的子公司重庆华歌生物化学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歌生物），以私设暗管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

水污染物，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被重庆市万州区生态环境局

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并被处以了 15 万元的罚款。 

 

同样采取私设管道排污逃避监管的还有上市公司捷荣技术。

处罚显示，2020 年 9 月 22 日，捷荣技术超声波清洗机正在生

产使用，清洗废水未经处理通过私设的管道直接排至厂区内

污水管，最终流至厂区外截污管道，规避环境监管。  

 

此外，由多伦科技所间接控股的南京正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

司，则出现了工作人员人为控制发动机转速，改变污染物测量

数值，伪造排放检验结果的违规情况。对此，2020 年 12 月 17

日，南京市生态环境局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

民币 10 万元，以及没收其违法所得 120 元检测费。  

 

需要说明的是，近年随着 ESG 投资理念逐步升温，投资者越

来越注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上市公司财务投资和战略

投资的环境责任也应受到重视，因此直接或间接参股企业环

境数据被纳入 A 股绿色报告项目数据库。  



 



上市公司参股企业因环境违规被罚金额前十名（ 12 月第 3 周）  

 

12 月第三周，有多家上市公司就因其直接或间接参股企业受

到环境处罚，而出现在风险榜上。其中， 12 月第三周上榜次

数最多的上市公司指向了建设银行（ 601939， SH），其相关

的处罚记录达 5 条，这或与其投资范围较大有关。  

 

中国银行所间接参股的云南建投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云建钢构），则因累计被罚款 69 万元，成为这一周里罚

款金额最大的涉事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云建钢构还是一家新三板挂牌公司，主营业务

为建筑施工和建筑工业。在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66 亿元，同比下滑 35.91%；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45.52 万元，同比增长 13.27%。  

 

记者梳理发现，云建钢构曾多次公开披露，其所处的钢结构建

筑行业，是新型产业、绿色建筑的典型代表，并具有绿色、环

保、低碳、缓解生态环境压力等特点。今年上半年，云建钢构

还获得了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及建投集团授予的 “2019 年

度建筑钢结构行业科技创新优秀企业 ”及 “最佳技术创新企业 ”

称号。  

 

就处罚事由来看，云建钢构近期因多项违规行为被处罚。昆明

市危险废物监督管理所 2020 年 9 月 10 日、 29 日调查核实，



发现该公司存在以下违法行为：露天喷漆作业未在密闭空间

进行，未安装污染防治设施，未采取措施减少喷漆作业过程中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废气排放；未制订危险废物管理计划；未建

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漆渣（危险废物）未采取防范措施，造

成漆渣扬散流失，存在散落在露天地面上、堆放在未硬化的泥

土草丛里、与石英砂（非危险废物）混合堆放在未硬化的泥土

地面的情形。  

 

本期，除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外，还有宝钢股份、中国铝业等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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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连技术子公司一周三次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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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经过环境监管部门进一

步认定才可能构成事实超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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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周， 2 家企业出现了自动监测数据超标的情况。其

中，电连技术（ 300679，SZ）控股子公司恒赫鼎富（苏州）电

子有限公司出现一周日均值超标三天的情况。具体而言，监测

数据显示，恒赫鼎富（苏州）电子有限公司在 12 月 16 日、17

日、 18 日分别出现总铜数据显示异常的情况。  

 

记者注意到，  电连技术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恒赫鼎富

（苏州）电子有限公司是其主要子公司， 2020 年上半年，该

子公司净亏损 1030 万元。  

 

在电连技术之外，12 月第三周，还有华能国际（ 600011，SH）

旗下子公司自动监测数据超标显示超标。  

 

项目环评： 54 个项目进入受理公示及拟审批公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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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周数据显示，A 股上市公司及旗下公司共有 53 个项

目进入受理公示及拟审批公示状态，但暂无进入环评审批公

示的项目。  

 

其他环境监管信息：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丰山集团收 6 万罚

单  

 

12 月第 3 周，还有 3 起与上市公司相关的应急管理局行政处

罚被公布。2020 年 8 月 18 日的检查中发现，丰山集团（ 603810，

SH）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甲类仓库（ 310）闲置的报警电

话接线盒不防爆，公司因此被处以了 6 万元的罚款。  

 

每经记者注意到，此次受到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的丰山集团

在 2020 半年报里曾提及，其可能面对的风险包括了安全环保

及相关政策方面的风险。但丰山集团在该风险提示中又称：在

2019 年 3 月 21 日盐城市响水化工园区发生爆炸事件后，当地

企业纷纷停产整顿。公司在凭借安全环保方面投入的先发优

势，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成功复产，并成为盐城市第一家复

产的企业。  

 

在丰山集团之外，12 月第 3 周，还有兄弟科技（ 002562，SZ）、

金财互联（ 002530，SZ）2 家上市公司旗下企业受到应急管理

局行政处罚。  



 

如对本项目环境数据存在疑问，或需就榜单涉及环境问题进

行沟通反馈，请联系蔚蓝地图。  

 

（实习生林姿辰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期部分制图工具为镝数图表，

企业关联数据核查启信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