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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概念股大涨、碳中和产业大热……2021

年开年至今，碳中和概念大火，各行各业都在

密切关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绿色议题。

但今年开年头两个月，却已经有 97 家上市公

司暴露环境风险，登上 A 股环境风险榜。

2021 年 伊 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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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

股绿色报告”项目积累数据，推出每月动态更

新的中国首份 A 股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榜。A 股

全覆盖、数据多维度、信息严核查，这份动态

榜单旨在通过严谨事实核查和科学评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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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出炉的 A 股环境风险榜显示，今年 1~2 月，

共有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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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榜的 TOP50 上

市公司中有高达 25 家属于国资控制企业，5

家为千亿市值企业。而这些上市公司背后有多



达 754.99 万户的股东，其中包括至多 1509 家

机构投资者。投资标的登上环境风险榜，将可

能使他们面临投资风险和环境责任风险。

A 股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榜·1~2 月榜·行业地域分布情况

榜单动态更新大洗牌

22 家新上榜公司冲入 TO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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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的环境行政处罚、监测时间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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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榜单数据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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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复杂

的数据来源和多样的数据信息，数据收录不可

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每月发布的

A 股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榜采用不断累计数据的

方式进行，排名仅代表截至目前所收录到的

1~2 月已发布的环境风险信息而得出的上市公

司环境风险情况排名。



最新出炉的 1~2 月 A 股环境风险榜较 1 月榜新

增了 44 家上市公司，目前共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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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风险事件被纳入榜单。而新增的 44 家上市

公司中，有 22 家冲入了 1~2 月 A 股环境风险

榜 TOP50。中国建筑及中国电建两家上市公司

更是因旗下公司收到多笔环境行政处罚决定

书及责令改正决定书，作为新入榜公司，跻身

风险榜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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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降低环境风险

值，对环境信用进行修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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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环境问题频出登榜首

建筑业噪声污染违法高发

新上榜的中国建筑成为 1~2 月 A 股环境风险榜

排名第一的企业，其环境风险值为 475.96，取

代了 1 月榜的榜首——传统焦炭龙头企业山西

焦煤。高环境风险值之下，是中国建筑旗下公

司屡屡发生环境违法行为，其中又以噪声环境

违法行为显著。数据显示，中国建筑旗下公司

1~2 月以来共被公布了 15 笔和噪声污染相关的

责令改正决定书及行政处罚决定书。

这些责令改正和处罚多集中在中国建筑旗下

的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和中

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分别在

2021 年 1~2 月被公布了 6 笔和 5 笔环境监管

记录。

实际上，除中国建筑外，2021 年 1~2 月还有多

家建筑装饰行业的上市公司也被公布了旗下

公司产生了噪声污染行为。记者统计，今年 1~2



月期间，被公布的涉及上市公司的噪声污染行

为就多达 40 条，多为公司在去年底涉嫌在中

午或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

赶工期、赶进度是过往噪音污染屡禁不止的一

大原因。对于这一“老大难”问题，去年生态环

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别涛曾指出，现行的环

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制定于 1996 年，近 24 年没

有大调整，已经不适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需

要。生态环境部门受理的环境投诉举报中，在

大中城市涉及噪声投诉的比例超过 60%，反映

了及时修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必要性。环

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修订工作已启动。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地区也开始对噪声污染进

行“按日计罚”，噪声污染行为带来的经营风险

需要引起上市公司和投资者重视。



图片来源：摄图网

屡罚屡犯积累环境风险

这些 1 月上榜公司再度涉及环境违法

1~2 月 A 股环境风险榜上，除了大量新上榜的

公司，也不乏熟悉的身影。其中还有中国铁建、

重庆建工、绿地控股、开滦股份 4 家上市公司

的排名较 1 月榜单中的位置上升了不少位次。

基建龙头中国铁建便是 4 家排名上升的公司中

环境风险值最高的企业。其环境风险值由 1 月



榜的 100.92 上升到了 287.54，排名则上升了

1 名，由第 3 变成了第 2。

环境风险值的大幅提高来源于数量不断增加、

力度不断加强的环境行政处罚。数据显示，中

国铁建旗下多家公司在 2021 年 1~2 月收到了

多笔处罚，其中被罚金额最大的为中铁十八局

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 2020 年 12 月

23 日及 25 日被发现在山西省中部引黄工程

24 标项目 10 号支洞工区存在未按要求建设生

产废水处理沉淀池，以及未按规定制定水污染

事故应急方案的行为，因此被处以了 55 万元

的罚款。

值得注意的是，1~2 月 A 股环境风险榜目前排

名前三的上市公司中国建筑、中国铁建、中国

电建都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龙头企业，市值

均超过 500 亿元，作为“中字头”公司，却屡领

罚单。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约束下，基础设施建设

行业正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作为上市公司，目



前环境风险榜排名第一的中国建筑背后拥有

逾 55 万户股东，此外中国建筑 2020 年三季

报显示，包括 GIC PRIVATE LIMITED、全国

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在内的机构投资者都为

其前十大股东，环境问题或为他们的投资带来

风险。



实际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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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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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 所收录的数据则显示，1~2 月 A 股环境风

险榜 TOP50 的企业中，26 家上市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下滑，其中下滑幅度最大的

为华英农业，2020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由盈

转亏，亏损 4.68 亿元。

超标排放、环保设施未验收

知名上市公司频曝环境处罚

尽管都是市场经济发展中颇有知名度的企业，但回顾

2021 年 1~2 月，仍有不少上市公司及其旗下企业在发

展过程中不顾“形象”，被披露了不少环境“罚单”。其

中，万向德农、华英农业等上市公司，纷纷出现了旗



下企业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或未通过环保竣工验

收便投入使用的环境违法行为。

具体而言，“养鸭第一股”华英农业旗下新沂市华英顺

昌养殖有限公司因养殖场项目未通过环保竣工验收，

便开始投产使用，被处以了 41 万元的罚款。此外，

农业种植板块的明星公司万向德农旗下一家控股子

公司亦因环保问题吃到一张不小的罚单。处罚信息显

示，德农种业股份公司在北京市通州区聚富苑民族工

业区建设的实验室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

施未经验收，但其于 2012 年底已投入使用，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时被发现。对此，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责令其 6 个月内改正，并处 30 万

元罚款。

此外，靠环保为生的环保上市公司也涉及环境违法行

为。具体而言，博天环境旗下公司大冶博华水务有限

公司（金牛污水处理厂），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总

排放口出水中粪大肠菌群浓度超过《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CB18918-2002）一级标准（A）

中粪大肠菌群标准（标准为 1.0×103 个/L），因此大



冶博华水务有限公司（金牛污水处理厂）被处以 31

万元的罚款。

实际上，去年以来还出现了另外一家以污水处理为主

营业务的水务环保企业出现水污染物超标排放的情

况。国中水务旗下的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因拒不改正水污染物超标排放，在 2020 年 12 月

29 日被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处罚 391 万元。而近期，

国中水务又出现了旗下另一家公司因超标排放水污

染物，收到了责令改正决定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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