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股环境风险榜|上半年 360 家公司登榜，哪家风险最

高，谁又在刻意“漂绿”？





 尽管全球 ESG 投资屡创新高、“双碳”概念大热，但不乏上市公司持续亮起环

境风险红灯。资本市场上的“优等生”，在环境问题上也表现不佳。（注：ESG

为环境、社会和治理）

2021 年过去半程，A 股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榜已有 360 家公司登榜。中国建筑、

河钢股份等 6 家上市公司涉及环境监管记录超过 30 条，煤炭、钢铁、建筑行业

风险突出。900 万元、675 万元、391 万元.......涉及上市公司的超百万罚单近 6

个月以来频频出现。

2021 年 2 月起，每日经济新闻联合环保 NGO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蔚蓝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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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以科学评估模型分析，推出了每月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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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聚目前收录到的 2021 年上半年环境风险数据，新一期 A 股环境风险榜新鲜出

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统计发现，在排名靠前的 TOP50 上市公司里，9 家为

千亿市值（及以上）企业。此外，1-6 月的 A 股环境风险榜 TOP50 上市公司多

分布在北京、广东、江苏、山西等区域，背后有多达 1058.02 万户的股东、至多

2201 家机构投资者。

“在全球 ESG 投资屡创新高的背景下，企业环境和社会表现评估存在的质量和诚

信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刻意通过环保、低碳、绿色等标签 ‘漂绿 ’以博取投融资和



商业利益的现象有所蔓延，已经引发各方疑虑。”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指

出，A 股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榜对完善中国企业 ESG 表现评价，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也能够对绿色表现的虚夸和造假形成有力制约，值得投资者关注。

此外，马军分析认为，半年榜能够更好地反映值得关注的行业问题和中期趋势。

马军特别提示投资者注意，本期榜单上风险值排名靠前的煤炭、钢铁、建筑等行

业，在中国大力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行业内节能降耗、减污降碳表现不

佳的企业，中长期环保低碳风险不容忽视。

A 股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榜•1-6 月•行业地域分布



持续挖掘数据价值

制约对绿色表现的虚夸和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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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月的环境行政处罚、监测时间为 1-6 月的污染源自动监测显

示超标等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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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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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庞大的数据来源和多样的数据信息，数据收

录不可避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每月发布的 A 股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榜采用

不断累计数据的方法进行，本期排名仅代表根据截至目前所收录到的已发布的环

境风险信息而得出的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情况排名。

该榜单每月不断累积新收录数据，动态更新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排名，旨在通过这

样一份经过严谨事实核查和科学评估模型的动态榜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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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军表示，中国环境监管力度不断强化，环境信息公开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这

是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蔚蓝地图数据平台能够对数以百万计企业的环境表现进行

追踪与评估的基础。蔚蓝地图在环境表现的洞见，与每日经济新闻对上市公司的

长期研究和实时追踪相结合形成的 A 股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榜，能够协助有效识别

环境风险，也能够对绿色表现的虚夸和造假形成有力制约，值得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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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要素包括蔚蓝地图采集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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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排污许可限期整改情况，还包括企业针对环境问题作

出的公开解释说明，公开可获取的相关违规问题的整改验证信息，以及企业通过

蔚蓝地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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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动态环境信用评价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对不同行业企业

环境违规情况进行加权计分。

360 家上市公司登榜

环境风险披露普遍较差



随着 2021 年上半年的结束，A 股环境风险榜上，出现了 360 家上市公司的身影。

仅 6 月一个月内，登榜上市公司增加量就超 60 家。



记者注意到，360 家登榜上市公司中，不仅有本是环保“标兵”的上市公司发生

环境违法行为，也有上市公司因旗下企业环境违法拒不改正而位居风险榜前列。

此外，不乏知名上市公司因子公司屡罚屡犯而频频登榜。

从监管记录数量来看，2021 年上半年以来，有 6 家上市公司累计超 30 条监管记

录。其中，中国建筑因旗下监管记录数量众多，自身累积环境风险值已破千。

行业方面，煤炭、钢铁、建筑三大行业的平均环境风险值较高，均超 100。值得

注意的是，建筑行业内，风险值多集中在排名靠前的 8 家上市公司。数据显示，

1-6 月，建筑上市公司有 35 家登榜，而在登榜的建筑上市公司中，27 家建筑上

市公司环境风险低于行业平均风险值，排名靠前的 8 家建筑上市公司累积风险值

则占据了行业总风险值的 82.5%。

8 家风险高企的建筑业上市公司中，包括了中国建筑、中国铁建、中国交建、中

国中铁、中国中冶、中国电建 6 家央企，市值均在 500 亿元以上，在大体量、广



业务之下，这些上市公司屡屡出现旗下企业罚完又犯，多次实施相同类型环境违

法行为的情况，由此聚集大量环境风险。

环境处罚数据则显示，目前建筑行业环境风险主要集中在施工过程中的噪音、扬

尘污染以及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即投入生产、逃避监管等方面。

全榜数据中呈现的行业趋势进一步延伸至环境风险榜 TOP50 的上市公司中。数据

显示，进入到环境风险榜 TOP50 的上市公司多集中在建筑、煤炭、农林牧渔行业

中。不同行业所面临环境压力和环保治理需求各异或对此造成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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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环境风险相对较高的 TOP50 登榜上市公司中，仅有国中水务、六

国化工、河钢股份等少量公司在公告中进行了信息披露，其余上市公司均未就自

身及旗下公司环境处罚情况做出及时的信披和说明。

煤炭行业平均风险值居首位

生态环境部已出台意见严控“两高”项目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减排、低碳、绿色逐步成为各行各业的发展准

则，而对于高能耗行业来说，环保监管压力在更早之前就已到来。而近半年以来，

A 股环境风险榜数据显示，煤炭、钢铁、建筑行业风险仍较为突出，其中煤炭行

业平均环境风险值达 157.2，为全榜涉及行业里，风险均值最高的行业。

不仅行业风险均值最高，在 1-6 月登榜的 15 家煤炭企业中，有半数公司环境风

险值超 100。而 TOP50 名单里，煤炭上市公司也已占居六席，均为背靠国资的知

名企业。

其中，风险榜上排名最高的煤炭上市公司为煤炭巨头中煤能源。今年上半年中煤

能源股价上涨超 60%，但在环境表现方面，屡交低分“答卷”。数据显示，上半

年以来，中煤能源旗下累计超 10 笔环境监管记录，单笔处罚最高罚款金额达 50

万元。这笔最高额处罚源于中煤能源旗下中煤华晋集团韩咀煤业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受到执法人员检查时，被发现 1#、2#两座危废暂存间于 2019 年建

成并投运，用于存放废油漆桶、废油桶、废棉纱，至今未进行竣工环保验收。

此外，包括中煤能源在内的龙头煤炭股的环境“成绩单”上，扬尘污染、固废处

置不当、项目未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便投产等环境违法行为频现。





（注：市值截至 7 月 30 日，单位：亿元）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对于煤炭行业而言，环境风险不止于此。生态

环境部近期调查发现，部分地区上马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以下简称“两高”项

目）有抬头倾向。在近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部分省份反馈的督察情况中，

生态环境部督察组指出，在山西，全省计划上马 178 个“两高”项目，预计能耗

5942 万吨标准煤，大幅超出“十四五”新增用能空间，能耗双控形势严峻。178

个项目中，101 个在建或已建，其中 72 个手续不全，比例高达 71.3%。

在辽宁，高耗能产业能源消费比重逐年增加，2019 年六大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占

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较 2015 年上升 4.3 个百分点，单位 GDP 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量下降比例均未完成序时目标。安徽则对减煤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够，在

制定能源发展规划时，将 2020 年煤炭消费目标定为 1.8 亿吨，较 2015 年增加

14.7%，严重背离国家“下降 5%左右”要求。

对于这些现象，生态环境部近期也出台了《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

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从严格“两高”项目

环评审批、依排污许可证强化监管执法、强化责任追究等多个方面全面遏制“两

高”项目抬头。



项目未批先投高发

21 家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登环境风险榜

近年来，医疗健康行业的投资伴随着产业的发展如火如荼。不少知名投资机构都

持有医药行业上市公司股份，但在快速发展背后，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的环境风险

也在逐步显现。





（注：市值截至 7 月 30 日，单位：亿元）

本期 A 股环境风险榜中，医药行业有 21 家上市公司登榜，为近半年来公司上榜

数量较多的行业之一。而 21 家医药上市公司中，化学制药企业达到 9 家。

我国是制药大国，制药行业污染物一直是环保监管的重点对象。其中，原料药由

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三废”量大、成分复杂，且单一废弃物的回收经济率不高，

对环境造成较大压力，原料药制药也是国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专项整治十

大重点行业之一。

今年上半年以来累计的监管记录数据则显示，旗下项目未批先投成一众医药上市

公司登上环境风险榜的原因之一。例如，原料药上市公司天宇股份就被发现其

101、103、109 北厂区九车间部分生产工艺涉嫌发生重大变更未能重新报批环评，

项目已投入生产，天宇股份因此被责令改正。

此外，2021 年一季度末有社保基金持股的华润三九，旗下的华润三九(北京)药业

有限公司被发现“部分制剂工艺设备更新技改”建设项目未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

作为医疗器材类的上市公司，振德医疗也出现旗下公司未批先建的情况。振德医

疗旗下的苏州美迪斯医疗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在 2020 年 11 月 3 日被发现，该公司

未经环评审批扩建打胶、喷胶等工序，近两年新增 2 台喷胶设备、1 台胶浆搅拌



机，其中打胶车间清洗废水、离心机废水经加药沉淀处理后排入西侧污水井；涂

胶、烘干车间废气经楼顶排气筒直接排放，未配套相关治理设施即投入使用。因

这些事项，苏州美迪斯医疗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被罚了 25.817 万元。

除了未批先投，不乏医药公司在排放方面弄虚作假。山河药辅的曲阜市天利药用

辅料有限公司近期就被发现，在 2021 年 3 月 15 日夜间，该公司污水处理站站长

侯惊镐安排工人毛富敏利用抽水泵将斜板沉淀池内未经完全处理的污水抽到该公

司总排放口明渠内排放进入城市污水管网。对此，山河药辅也曾在公告中称，本

次行政处罚对曲阜天利的环保作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后续公司将加强

对控股子公司的监督，促使曲阜天利进一步提高环保意识。

立方制药旗下的金寨立方制药有限公司也出现了排放方面的环境违法行为。该公

司在现场检查时，被发现其药渣车间外原料桶清洗区域部分清洗废水未进入污水

处理设施，进入了雨水管道，混入外排冷却水中直接外排，属于部分污染物不经

过处理设施，直接排放。

而在 21 家医药类上市公司中，目前风险值最高的为东北制药，位列总榜单上第

29 位。这家老牌药企、曾获得国家绿色工厂示范企业称号的上市公司，在今年上

半年却累积了 4 条环境监管记录，其中，东北制药还在今年 4 月出现了两则上市

公司自身的环境违法行为。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形势严峻

畜牧业上市公司水污染罚单频现

近期环境监管记录增加较多的还有农林牧渔行业上市公司。随着汛期到来，不少

与农林牧渔公司相关的环境处罚出现。





（注：市值截至 7 月 30 日，单位：亿元）

细分到更具体行业中，在 20 家登上风险榜的农林牧渔上市公司里，畜牧业上市公

司占据大部分位置并且排名靠前，其中，新希望、温氏股份、禾丰股份、正邦科

技、傲农生物均进入了环境风险榜 TOP50。

位列风险榜农林牧渔行业中的新希望，在今年上半年累积风险值达 198.59。

养猪龙头公司温氏股份、正邦科技录得的旗下企业环境处罚多为水污染方面处罚。

其中，正邦科技旗下的涟水正邦牧业有限公司因违反水污染防治管理制度，违反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被处以了 18.4 万元的罚款。处罚之下，是公司所处

区域面临的汛期水质保障提升需求，随着汛期到来，粪污一旦冲刷入河，将对周

边水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今年上半年位列风险榜 45 的傲农生物就出现了旗下养猪场污染了 40 余亩农田的

情况。涉事公司为傲农生物旗下的贵州傲农武峰畜牧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书

显示，该公司负责运营的万山区大坪乡清塘村养殖场在 2021 年 2 月 20 日至 23

日接受执法人员现场调查，被发现该养殖场将未经处理的 200 余吨粪污通过厂区

雨水沟排入养殖场下方无防渗措施的自然沟渠进入农田囤积，造成约 40 余亩农田

受污染。贵州傲农武峰畜牧有限公司因此被处以了 79 万元的罚款。



相比于工业、城市污染治理，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与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

司有关负责人曾指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起步晚、投入少、历史欠账多，面临着

既要还旧账、又不欠新账的双重压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的形势依然严峻。

而今年年初，生态环境部与农业农村部也联合印发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

指导实施方案（试行）》（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工作目标提及，到 2025 年，重点区域农业面源污染得到初步控制。

农业生产布局进一步优化，化肥农药减量化稳步推进，规模以下畜禽养殖粪污综

合利用水平持续提高，农业绿色发展成效明显。试点地区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网络

初步建成，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法规政策标准体系和工作机制基本建立。

到 2035 年，重点区域土壤和水环境农业面源污染负荷显著降低，农业面源污染

监测网络和监管制度全面建立，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升。

随着国家对畜牧业的环保要求日趋严格，畜牧业环保投入或持续提升。此外，随

着今年上半年猪价下跌，位居前列的畜牧业上市公司中，2021 年半年报不尽如人

意，其中傲农生物业绩预亏 1.2 亿元-1.8 亿元，正邦科技预亏 12 亿元-14.5 亿元，

温氏股份预亏 22.6 亿元-25.6 亿元，新希望预亏 29.5 亿元-34.5 亿元。

注：上文市值数据来自 Wind“总市值 1”。

记者：宋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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