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覆盖、多维度、严核查 首份 A 股上市公

司环境风险榜重磅出炉 

 

 

 

 

每经记者  岳琦   宋可嘉   每经编辑  汤辉  



 



 

想要让股价长期“红 ”起来，上市公司经营活动必须“绿 ”起来。

自 2020 年 9 月第一周起，每日经济新闻联合环保领域 NGO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蔚蓝地图）独创性地发起“A 股绿色报告”

项目，旨在让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更加阳光透明。  

 

近半年以来，我们依据权威环境监管数据，筛选监控上市公司

及其旗下公司（包括分公司、参股公司和控股公司）的环境表

现，加以专业数据分析及深入解读，由此产生的 AI 绿报快讯

和 A 股绿色周报备受关注、影响广泛。  

 

如今，A 股全覆盖、数据多维度、信息严核查的中国首份 A 股

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榜重磅出炉。这份榜单背后，还有一个填补

空白的上市公司环境风险量化评估方法论。我们希望，这样一

份经过严谨事实核查和科学评估模型的动态榜单，能够帮助

上市公司及投资者更清晰地了解公司整体环境风险状况，并

为上市公司动态跟踪环境投资成效和提升绿色发展水平提供

参考。  

 

2021 年 1 月的 A 股环境风险榜显示，共有 53 家上市公司因

环境行政处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显示超标等风险事件登

榜。《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环境风险 TOP 30 上市公



司中有 17 家属于国资控制企业，收到大气和水污染罚单居多，

而煤炭行业成为污染重灾区。  

 

A 股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榜·1 月·市值行业地域分布情况  

 

  

强强联合、科学建模、严核数据，构建领先环境风险评价方法论 

 

作为长期深耕上市公司领域的财经专业媒体，每日经济新闻

致力于推动资本市场及上市公司健康发展。自 2020 年 9 月

以来，每日经济新闻联合环保 NGO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蔚蓝

地图）推出了“A 股绿色周报”。  

 



在每期“A 股绿色周报”所核查和收录的数据基础上，我们筛选

出监管记录发布时间在 2021 年 1 月的环境行政处罚、监测

时间为 1 月的污染源自动监测显示超标数据。这意味着，榜

单研究对象覆盖中国数千家 A 股上市公司，并囊括了 A 股上

市公司所关联的数万家公司（包括上市公司分公司、控股子公

司和参股公司）的环境风险情况。  

 

为更合理地体现以上市公司为评价主体的环境风险，我们精

准核查并分类定义了上市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的股权关系和

权益类型。榜单根据上市公司对旗下公司不同权益类型，分别

予以不同折算系数来计算上市公司关联企业环境风险对上市

公司的赋分影响。  

 

我们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发的动态环境信用评价系统为基

础，将经过进一步核查的数据进行环境风险赋分；同时，我们

根据上市公司对环境风险事件的反馈、披露、处置情况进行折

算赋分，上市公司及其旗下企业可以对环境风险问题及时进

行反馈说明或持续披露环境信息，从而对环境风险进行修复。

我们希望由此鼓励上市公司增强信息透明度、加大环境风险

处置力度。  

 



需要说明的是，前述动态环境信用评价系统，评价要素包括企

业环境监管记录涉及的违法事实、处罚手段、处罚金额，也包

括企业公开的在线监测数据超标情况，还包括排污单位排污

许可限期整改，企业针对环境问题作出的公开解释说明，以及

持续进行的环境信息披露等，并结合地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

力度进行多维度加权赋值。  

 



 



 

  

开年首月山西焦煤登榜首，煤炭行业环境风险高发 

 

A 股环境风险榜 2021 年 1 月排名第一的是传统焦煤龙头企

业山西焦煤，其环境风险值为 157.28，其旗下公司 1 月共被

公布了 3 笔环境处罚，累计罚款 35.8 万元。值得注意的是，

山西焦煤正进行改革并被多方看好，但其环境风险显然不该

被忽视。  

 

山西焦煤在 1 月登上了环境风险榜榜首，主要因其焦化业务

的运营主体山西西山煤气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山煤

气化）在 2021 年 1 月领到了两笔环境处罚。焦化业务为山西

焦煤的三大辅业之一，作为焦化业务的运营主体，西山煤气化

收到多笔环境罚单却并不罕见。山西焦煤 2019 年年报显示，

西山煤气化在 2019 年共受到了 12 次环境处罚。  

 

焦化属于传统化工行业，近年来一直面临产能过剩和高耗能

高污染问题。山西焦煤曾在 2019 年年报中表示，其焦化业务

的运营主体是西山煤气化和京唐焦化，都位于华北地区，面临

生态环境改善及环保治理压力较大。  

 



近期遭遇环境风险的不仅是山西焦煤， 1 月 A 股环境风险榜

TOP30 中，还有 3 家煤炭开采上市公司也因旗下企业环境违

法而位列其中，分别为华阳股份、开滦股份、兖州煤业。环境

风险值分别为 43.25、 31.55、 26.56。  

 

 

 

参股也有环境责任，3家上市公司因参股企业登风险榜 

 



在 1 月 A 股环境风险榜 TOP30 中，还出现了 3 家因参股公

司、间接参股公司环境违法而位列其中的上市公司，分别为安

琪酵母、华银电力、兖州煤业。尽管榜单根据上市公司持股比

例进行了折算，但因涉事企业环境违法情况较为严重、罚款金

额较大，3 家上市公司的当月环境风险绩效合计值仍位于风险

榜 TOP30 中，分别为安琪酵母环境风险值 81.05、华银电力

环境风险值 33.95、兖州煤业环境风险值 26.56。（环境违法

情况详见第 19、 20 期 A 股绿色周报）  

 

实际上，上市公司财务投资和战略投资的环境责任正越发受

到重视。随着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议题在中国的关注度不断

上升，投资者越来越关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其中，ESG

（环境、社会责任及管治）投资理念逐渐升温，成为对投资标

的进行负面筛选的新方法。此外，不少研究都发现，在 ESG

治理方面做得好的企业，利润也相对稳定，且更能得到投资人

的关注，社会责任与企业利润二者之间是正相关的。  

 

TOP30上市公司过半都是国资控股，中国铝业已被环保督察点名 

 

总体来看，登上 1 月环境风险榜 TOP30 的上市公司过半都是

国资控股，且多分布在采掘、建筑装饰两大行业中。在环境风

险值高于 90 分的榜单排名前五上市公司中，便有位列第一、



属于采掘行业的山西焦煤，以及位列第三、属于建筑装饰行业

的中国铁建（环境风险值 100.92）。  

 

值得注意的是，排名靠前的上市公司，多数不止一次发生环境

问题。其中，排名第五的中国铝业（环境风险值 91.44）便在

近期被披露其关联公司、旗下公司环境违法和污染问题突出。

2 月 1 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最新反馈意见显示了其

各类环境违法、环境风险防控工作不力的情况，例如中国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矿业公司违法占用林地问题突出，

坛罐窑铝矿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7 月未经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审批，违法占用林地 375 亩开采铝土矿，至今未办理林

地使用手续；2018 年以来又先后 4 次越界开采，造成林地和

植被破坏。  

 

市值方面， 1 月 A 股环境风险榜 TOP30 上市公司多分布在

100 亿元及以下的市值区间中，共 14 家。其中，市值位于 50

亿元及其以下的有 10 家。  



 

值得注意的是，10 家登榜、市值又低于 50 亿元的上市公司

中，有 8 家 2020 年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都出现了同比下滑。

其中，下滑最多的为华英农业（环境风险值 69.77），其 2020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下滑了 48.12%。今年 1 月，华英农

业更发布业绩预告，预计 2020 年净亏损 9.2 亿元至 9.7 亿

元。  

 

但另一方面，当月环境风险排名较高的 TOP10 则集中在市值

在 300 亿元以上的更大规模的上市公司中。其中，排名第 7

的中国石化（环境风险值 77.51）是榜中唯一一家市值超千亿



的企业。除了行业和环保管理的因素，这也可能和这些上市公

司旗下公司较多、业务体量较大有关。  

 

大气和水污染罚单居多，隶属上市公司竟成申辩理由 

 

1 月登榜上市公司多因自身及旗下企业受到环境处罚登榜，而

在 1 月公布的 70 余条环境行政处罚中，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的

处罚居多。  

 

其中，截至目前所收录到的 1 月份公布的处罚数据，大气污

染处罚罚款最多的是兖州煤业参股的乌兰察布市宏大实业有

限公司，该公司因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9 月，1 号机组累

计氮氧化物超标 6 天，累计超标倍数 25.58 倍；烟气累计超

标 1 天，超标倍数 1.59 倍。2 号机组累计氮氧化物超标 4 天，

累计超标倍数 9.04 倍，被处以了 60 万元的罚款。  

 

水污染处罚方面，1 月公布的处罚数据显示，上市公司亚太科

技（环境风险值 99.91）收到了目前最大额的罚单，其因不正

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和未采取相应防

范措施，造成危险废物流失，被罚 84 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1 月公布的各类环境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不

乏一些上市公司及其旗下企业会以自己为上市公司或上市公

司下属子公司，一旦被行政处罚会造成严重不良后果为借口，

向环保局陈述申辩希望免以处罚。例如，因违反了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相关规定而被处以了 45 万元罚款的新远东电

缆有限公司，便提及自己为上市公司远东股份下属子公司，并

以此为申辩意见之一。不过，对此事件进行执法检查的无锡市

生态环境局表示，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是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及做出的社会贡献不是违法行为免于行政处罚的合理理由，

对该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