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股绿色周报｜金达威“长寿药”子公司不顾环评批复扩产

东北制药“绿色工厂”收多笔罚单

 每经记者 宋可嘉 每经实习记者 可杨 每经编辑 陈俊杰

老牌药企“绿色工厂”连收两笔环境处罚、国中水务旗下污水处理企业将

面临 900 万元罚单……2021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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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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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5 月第 3 周搜集到的数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共

有 35 家上市公司在近期暴露了环境风险，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浙江、

江苏。其中，10 家属于国资控制企业，6 家为千亿市值企业。在环境风险

之外，2021 年 5 月第 3 周，A 股上市公司及旗下公司共有 25 个项目进入

受理公示及拟审批公示状态，8 个项目进入环评审批公示状态。

一周绿鉴: 东北制药再登风险榜

“国家级绿色工厂”收多笔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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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第 3 周）

总体来看，在 2021 年 5 月第 3 周环境风险榜上，超标、违法、事故等负

面信息共关联到 35 家上市公司，股权关系经过启信宝数据核查。其中，34

家上市公司涉及环境违法违规，1 家上市公司涉及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显示

超标。从企业分布区域来看，北京排名第一，上海位列第二，江苏、浙江

并列第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发现，2021 年 5 月第 3 周登榜的 35 家上市公

司背后有多达 499.6 万户的股东。此外，截至 2021 年一季度末，这些上市

公司有至多 1069 家机构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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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老牌药企东北制药，近期收到两笔环境行政处罚。



具体而言，东北制药在 2021 年 4 月 22 日受到执法人员现场检查，被发现

存在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活动，未按照规定安装污染防治设施

的环境违法行为。东北制药因此被罚 10 万元。

此外，东北制药细河厂区在 4 月 22 日现场检查时，被发现 2020 年未按照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要求开展设备

与管线组件密封点的泄漏检测。东北制药由此被罚 5 万元。

在这两笔处罚之前，东北制药 2020 年年报显示，去年东北制药还存在通过

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等各类环境违法行为，收到了 4 笔 10 万元

及以上的罚款。而相关行为也令东北制药在此前登上过 A 股环境风险榜。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2008 年，由于原料药生产基地地处沈阳市区，环保压

力日益增加等原因，东北制药便开始进行整体搬迁工作。而目前东北制药

搬迁至位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厂区。

搬迁的东北制药曾在 2018 年获得国家绿色工厂示范企业称号。东北制药的

官网目前也显示公司是国家级绿色工厂，拥有全国最先进的环保处理系统，

实现污水、尾气、噪声、固废全方位治理。但这一景象并未得到延续。去

年 4 月 7 日，沈阳市生态环境局公开通报了 10 起环境违法典型案例，东北

制药就是其中之一，其位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西六东路 29 号厂区因排

放的污水多个指标超标，被罚款 30 万元。



另一方面，随着绿色环保理念受到资本市场重视，更加严格的强制性环境

信息披露要求正加速落地，从而督促上市公司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引

导上市公司在落实环境保护责任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本期涉及环境违法

行为的上市公司中，山河药辅、国中水务均在近期就相关事项进行正式公

告披露。

其中，根据 2021 年 5 月第 3 周搜集到的数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

现，共有 35 家上市公司在近期暴露了环境风险，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

浙江、江苏。其中，10 家属于国资控制企业，6 家为千亿市值企业。的公

告显示，其下属子公司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

皇岛污水”）近日收到了《按日连续处罚事先告知书》、《按日连续处罚

听证告知书》。告知书显示的罚款金额高达 900 万元。



早在今年初，秦皇岛污水就因拒不改正水污染物超标排放而被实施按日连

续处罚，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今年初披露的处罚显示，决定对秦皇岛污水

自 2020 年 3 月 7 日至 2020 年 3 月 23 日（共计 17 天）实施按日连续处

罚，罚款 391 万元。

令人未料的是按日连续处罚或将再度出现。国中水务的公告显示，秦皇岛

市生态环境局在 2021 年 1 月 4 日和 2021 年 1 月 8 日对秦皇岛污水进行

了调查，发现秦皇岛污水总排口废水总氮，氨氮超出该公司外排污水环评

要求一级 A 排放标准。秦皇岛污水因此被责令改正这一违法行为。之后， 秦

皇岛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复查发现秦皇岛污水依然有水污染超标排放的行

为。因这些情况，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在对秦皇岛污水处以了 45 万元的罚

款之外，还拟对秦皇岛污水实施按日连续处罚：自 2021 年 1 月 11 日至

2021 年 1 月 30 日（共计 20 天），处罚款人民币 900 万元。

对此，国中水务在公告中表示，本次秦皇岛污水出水超标主要是生物池水

下设施长期疲劳运转，无法得到正常检修，同时在应急检修过程中，污水

无处分流，系统超负荷运行，直接影响了系统的处理效果所致。公司将向

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要求举行听证，提出陈述和申辩，维护公司的权益。

本次行政处罚对公司本年度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环保处罚: 长寿药概念股金达威上榜

旗下公司环保设施未验先投

2021 年 5 月第 3 周，数据库搜集到 34 家关联企业收到环保部门的行政处

罚决定或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涉及 34 家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企业因环境违规违法被罚（含拟被罚）款金额前十记者

注意到，在 2020 年曾因“长寿药”走红的厦门药企金达威，因旗下子公司



江苏诚信药业有限公司产能超标、擅自更改项目生产地点等环境违法行为

受到行政处罚并吃下一张 53 万元的罚单，登上了环境风险榜。

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1 年 2 月 23 日，江苏诚信药业有限公司接受了

执法机构的现场检查，被发现该公司三车间新增透明质酸生产设备；吡喹

酮项目环评批复的产能为 50 吨/年，执法机构查看该公司吡喹酮生产记录

2019 年合计产量为 109.416 吨，2020 年合计产量为 130.45 吨，超产能

30%以上；环评上丙氨酰谷氨酰胺项目的生产地点位于一车间，该公司于

2015 年改至二车间生产并改变生产工艺；新增肌肽、肌肽锌、烟酰胺单核

苷酸、维生素 C 葡萄糖苷生产项目。上述所涉项目需配建的环境保护设施

均未验收即投入生产。经查实，该公司生产项目需配建的环境保护设施均

未经验收即投入生产。

据金达威官网介绍，该公司成立于 1997 年，于 2011 年 10 月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立足于医药原料制造，现已发展成为保健品、运动

营养品制造行业的新星。

而诚信药业则在 2020 年末刚被金达威以 3 亿资金溢价拿下。诚信药业是一

家以生物酶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医药原料、化妆品和膳

食补充原料等。目前主要经营三大原料产品吡喹酮、奥拉西坦和β-烟酰胺

单核苷酸。其中，β-烟酰胺单核苷酸正是热捧的号称能够延缓衰老的“长

寿药”NMN。



在收购诚信药业时，金达威方面称，诚信药业的现有业务将扩大公司原料

产业的布局。同时，公司可利用其现有的酶技术平台，着力发展酶催化绿

色技术，与公司业务体系形成协同关系，为公司提供更具创新性的，成本

效益显著且绿色环保的工艺技术。

不过，收购不到半年，在显著的成本效益和绿色环保的工艺技术之前，诚

信药业先领回一张 53 万元的罚单。

需要说明的是，近年随着 ESG（环境、社会责任及管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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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发现，在 2021 年 5 月第 3 周收录到的数据中，

勘设股份就因参股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而登上风险榜。

数据显示，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近期收到了 3 份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决定书，均为其监理的工程在夜间超时施工，产生环境噪音。中咨工程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因此被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勘设股份 2020 年年报则显示，公司在积极提升资本运作能力的同时，积极

响应国家《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 年内公司参与了贵州省水

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与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国企混改项目。其中，

勘设股份持有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1%的股权，并在年报中提及，

公司在被投资单位董事会派有一名董事，并享有相应的实质性的参与决策

权，公司可以通过该代表参与被投资单位经营政策的制定，达到对被投资

单位施加重大影响。

自动监测数据超标：

中环环保旗下水务公司显示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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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家上市公司旗下企业自动监测数据显示超标（5 月第 3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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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5 月第 3 周，1 家企业出现了自动监测数据超标的情况。中环环保

旗下的宁阳磁窑中环水务有限公司一周日均值超标 3 天。监测数据显示，

宁阳磁窑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在 2021 年 5 月 17、18、19 日总磷显示超标。

项目环评：

海大集团生物饲料项目迈过环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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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第 3 周数据显示，A 股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参股公司共有 25 个项

目进入受理公示及拟审批公示状态，8 个项目最终获得环评审批公示。按照

环评信息中披露的项目总投资额，8 家上市公司迈过环评关的 8 个项目累计

总投资约 7.87 亿元。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项目环评获通过

其中，近段时间以来受到投资机构多次调研的饲料龙头企业海大集团，迎

来了旗下德阳大川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0 万吨生物饲料项目迈过环评

关。

该项目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显示，这一项目预计 2021 年 7 月建

成投产，配置国内外领先的 3 条畜禽、鱼鸭颗粒料生产线(其中 2 条畜禽(猪

料、鸡料)线、1 条鱼鸭线)、2 条水产膨化生产线和 1 条粉料生产线。

在近期举行的 2020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上，海大集团董事长薛华曾指出，

公司现有饲料产能 2000 多万吨，并通过自建、股权收购、租赁及资产购买

等方式在逐步扩大产能建设中。

产能建设背后，是海大集团核心业务饲料业务的需要。海大集团相关公告

显示，饲料销量的增长是衡量公司核心竞争力重要指标；同时饲料销量的

有效增长，才能更好支撑公司快速发展种苗、动保、养殖及食品等产业。



在近期海大集团推出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其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上

也提及了饲料销量这一指标。公告显示，首次授予股权的五个行权期解锁

条件分别为，2021-2025 年饲料销量依次超过 1850 万吨、2300 万吨、

2800 万吨、3400 万吨、4000 万吨。

4000 万吨的饲料销量目标引起不少关注。2020 年海大集团饲料销量为

1466 万吨。对此，在 5 月 20 日的投资者关系活动上，海大集团也坦言，

本次 4000 万吨饲料销量的目标存在一定挑战性，一是行业竞争愈发激烈，

二是行业弱势产能的退出尚不清晰。

除上述项目外，5 月第 3 周，紫金矿业、溢多利、百傲化学等多家上市公司

或子公司的项目均取得了审批结果为同意（或告知承诺制通过）的环评批

复，这意味这些投资项目将很快进入建设阶段。

需要说明的是，环境信息数据的公开均有赖于环境监管信息公开水平的不

断提升。从 2008 年《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到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章专章确立“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信息公开从

制度建设上得到保障。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

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

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公开环境信息、完善公众参与程序，



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提供便利。公众环境研究中

心(IPE)及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编写的《2018-2019 年度 120 城市污

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报告》也指出，环境信息以“公开为常态、不

公开为例外”逐渐成为政府和社会公众公认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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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煜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期部分制图工具为镝数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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