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股绿色周报｜35 家上市公司登风险榜

上海电气两子公司收 4 张罚单

◎根据 2021 年 8 月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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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其中，14

家属于国资控制企业，10 家为千亿市值企业。

◎8 月第 2 周数据显示，A 股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参股公司共有 11 个项目

最终获得环评审批公示。

每经记者 宋可嘉 每经编辑 张海妮



上海电气旗下公司现多笔环境处罚、中钢天源参股公司连暗沟排污……2021

年 8 月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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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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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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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其中，

14 家属于国资控制企业，10 家为千亿市值企业。在环境风险之外，2021 年

8 月第 2 周，A 股上市公司及旗下公司共有 11 个项目进入环评审批公示状态。

一周绿鉴：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被限产 宇新股份主

要子公司现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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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第 2 周）



总体来看，在 2021 年 8 月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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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上市公司涉及在线监测数据显示超标。从企业分

布区域来看，北京排名第一，上海位列第二，广东第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发现，2021 年 8 月第 2 周登榜的 35 家上市公司

背后有多达 725.86 万户的股东。此外，截至 2021 年一季度末，这些上市公

司有至多 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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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被多家机构抢筹的宇新股份，刚上市第二年就出现了旗下的惠州宇

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宇新化工”）存在 2 项环境违法行为的情

况。



宇新化工被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之一是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其 VOCs 治理

烟囱（排放口编号 DA006）的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超过标准限值 3 倍。

此外，该公司还被发现未按照规定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其生产

废气排放口 2#（排放口编号 DA002）在线监控设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氧

气等指标数据显示异常，经核查发现该在线监控设备自 2021 年 5 月 6 日开始

多次出现指标负值等异常情况，且未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这些环境违法行为都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惠州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到宇

新化工进行现场检查时被发现。而根据环境行政处罚决定书，宇新化工因这些

行为共被处以了 35 万元的罚款。

在罚款之外，宇新化工还因前述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被实施

限制生产，期限 2 个月。对此，宇新股份曾公告披露称，采取上述临时性限产

措施后，预计影响营业收入 1500 万元。但同时宇新股份表示，本次限产整改，

对计划产量影响幅度仅 4%，且 6 月属于汽柴油消费淡季，广州区域又受疫情

影响，油品市场需求不振。宇新化工的营销方式为以销定产，在市场需求偏弱

的行情下，原本也有意降低生产计划产量，因此，本次限产整改对公司的正常

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记者注意到，宇新化工为宇新股份主要的控股子公司，也为上市公司旗下最赚

钱的子公司之一。宇新股份近期发布的业绩大增的半年报便显示，主要业务为

MTBE、异辛烷等生产、销售的宇新化工，2021 年上半年净利润达 1.1 亿元，

不过这一数字在 2020 年年报中仅为 1698.35 万元。

宇新股份 2020 年业绩表现不佳，净利润仅为 3286 万元，更一度被股民吐槽

上市后公司业绩就变脸。对此，宇新股份将业绩下滑原因归咎于新冠肺炎疫情

和市场行情影响，并称宇新化工业绩下滑也主要是报告期内疫情来势凶猛，打

压需求和消费，产品销售价格大幅下跌，利润空间同比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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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涉及环境违

法行为的上市公司中，共 3 家对相关情况进行了信息披露，其中包括上述宇新

股份在内，万邦达、晶华新材也均在相关公告中提及了旗下公司受到环境处罚

的情况。

环保处罚：上海电气旗下公司现多笔环境处罚 中钢

天源参股公司连暗沟偷排



2021 年 8 月第 2 周，数据库搜集到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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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金额前十



本期，录得最高处罚金额的公司，为上海电气旗下的上海电气上重碾磨特装设

备有限公司。该公司被发现将危险废物提供或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从事经营



活动，因而被处以了 69 万元的罚款。在此之外，上海电气上重碾磨特装设备

有限公司还因被发现转移固体废物出直辖市行政区域利用未报备，及被发现生

产性污水外运处理，而分别受到了 10.5 万元、3.14 万元的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本期，上海电气旗下另一家公司也录得一笔环境处罚。该公司

为上海电气集团上海电机厂有限公司，它被发现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

产和服务活动，未按照规定安装污染防治设施，因此被责令改正，并被处以了

4 万元的罚款。

在旗下公司环境风险高发的同时，近两个月来上海电气还历经爆雷，涉嫌信批

违规被立案调查、执行董事兼总裁黄瓯离世等事件，而不久前上海电气发布的

半年报业绩预告则显示预亏，上海电气称，预计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49.90 亿元至-47.90 亿元。造成这一亏损的主

要原因，上海电气则称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电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应收账

款和存货计提大额减值损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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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中钢天源就因其联营公司贵州金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

州金瑞”）而登上了环境风险榜。

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1 年 3 月 14 日至 16 日，执法人员对贵州金瑞 10

万 t/a 锰基新材料生产车间进行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厂区循环冷却水池墙壁

上有一个人工凿的长方形洞口，该洞口隐藏在水池墙壁到水塔走道的正下方，

洞口外连接着一条暗沟，暗沟有水流，暗沟长度约 12 米，暗沟沿着水池墙壁

到水池右墙边接入水泥管（管径 30 厘米、埋入地下深约 1 米，埋入地下水泥

管长度约 6 米），其余水泥管裸露在地面沿着水池下方延伸到灯塔河岸边连接

到沟渠里入河，入河沟渠口有水流出，周边的石头呈黄褐色。经委托贵州锐博

环境监测服务有限公司对贵州金瑞冷却水池排口和冷却水池外排流经的水泥

管、入河沟渠口进行采样，《监测报告》显示：冷却水池排口和冷却水池外排

流经的水泥管、入河沟渠口，锰均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表 2 标准限值和《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排放

限值。贵州金瑞因此被罚 49.8 万元。

贵州金瑞为中钢天源通过公开摘牌收购了其 26.5%股权，中钢天源当时公告

指出，未来贵州金瑞在锰基材料行业市场地位举足轻重，此次收购其部分股权

将建立双方间的资本纽带关系，有利于双方开展技术合作。而在去年 6 月，中

钢天源还为贵州金瑞提供了担保，公告显示，为支持参股公司长远发展及项目

建设，在不影响中钢天源正常经营情况下，中钢天源拟按照股权比例 26.5%



向参股公司贵州金瑞借款 2 亿元提供担保，即担保金额为 5300 万元。贵州金

瑞以资产抵押的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了反担保。

自动监测数据超标：先达股份旗下化学农药原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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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上市公司及旗下企业自动监测数据显示超标（8 月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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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第 2 周，1 家企业出现了自动监测数据显示超标的情况，先达股

份旗下的潍坊先达化工有限公司出现了一周日均值超标 1 天。监测数据显示，

潍坊先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先达”）在 2021 年 8 月 10 日非甲

烷总烃显示超标。

先达股份 2020 年年报显示，潍坊先达主要从事化学农药原药的研发、生产及

销售，2020 年净利润达 17272.48 万元。先达股份本身也主要从事农药原药

及制剂、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 2020 年年报则提及，公司及子公司

潍坊先达一直高度重视环境治理工作，对其厂区内三废、噪声等均采取了有效

的综合治理措施，各项排污许可证照齐全。

项目环评：染料龙头闰土股份旗下绿色制造集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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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第 2 周数据显示，A 股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参股公司共有 11 个项目

最终获得环评审批公示。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项目环评获通过

本期，染料龙头公司闰土股份旗下浙江迪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邦化

工”）的绿色制造集成项目迈过环评关，项目总投资金额达 2.5 亿元。

该项目的批复文件显示，这一项目分两期建设，项目实施后，最终可形成年产

各系列染料中间体 142778 吨、各系列分散染料 4740 吨、各系列阳离子染料

3400 吨、各系列分散染料商品 80000 吨的生产能力，并联产 1115 吨/年 2,3-



二氯硝基苯、1500 吨/年 31%盐酸、66400 吨/年硫酸铵、14560 吨/年氯化

铵及 21150 吨/年硫酸钠的生产能力。

这一绿色制造集成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则显示，迪邦化工主要产品为分散系

列染料及染料中间体。公司采用国内外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制造工艺，注重倡导

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可持续发展。而此次绿色制造集成项目实施后，

预计可年实现销售收入约 589877 万元，年利润总额约 52043 万元，年税收

13011 万元，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作为染料行业的龙头，闰土股份 2020 年年报曾指出，近年来，随着国家安全

环保形势的持续趋严，染料行业面临生产装备升级、环保技改投入加大的压力。

“十四五”期间，我国石化行业将继续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行业的重点任务仍将是通过“去产能、补短板、调结构”等方式，

来提升产业发展潜力。对此，闰土股份也提及，要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产业

链，并加大研发，改进生产工艺，推进公司装备的升级。而此次迈过环评关的

绿色制造集成项目，其批复文件也显示，项目实施后，将淘汰迪邦化工、闰土

股份现有部分产能。

除上述项目外，8 月第 2 周，利尔化学、宝钢股份、华兴源创等多家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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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生罗石芊、汤小权、申子杰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期部分制图工具为镝数

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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