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股环境风险榜丨前三季 590 家上市公司暴露

问题，但环境信披水平提升，177 家公司勇于“自

曝家丑” 

 

◎相比 1~7 月环境风险榜，此次榜单名单中又新增了 162 家上市公

司。 

◎地域分布上，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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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96 万户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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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 2021 年上市公司三季报的出炉，A 股环境风险榜也再度更

新。 

哪些上市公司业绩突出，却在环境方面屡得“差评”？哪些企业

环境风险与财务风险并存？2021 年 1~9 月环境风险榜显示，4000 多

家 A 股上市公司中，已有 590 家登上了环境风险榜，相比 1~7 月环

境风险榜，此次榜单名单中又新增了 162 家上市公司。值得关注的

是，有 177 家上榜上市公司对数据库中收录的环境处罚进行了公告披

露，A 股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提升显著。 

随着 2021 年 1~9 月环境风险数据的汇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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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家为千亿市值（及以上）企业。地域分布上，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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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96 万户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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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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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A 股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榜

已更新至 1~9 月榜单。 



A 股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榜 TOP50•1~9 月•行业地域分布 

 

|风险榜 TOP50： 

过半公司环境风险持续增长 高市值与高风险叠加 







 
 

 

纵览本期环境风险暴露明显的 50 家上市公司，分布在建筑行业的仍是

最多数。50 家企业中有 9 家为建筑类上市公司，且排名大多在前列—

—环境风险值前 10 中便有 6 家，这 6 家上市公司市值均在 700 亿以



上，施工噪音、扬尘污染是这些公司旗下企业最常见的环境违法情

况。 

 

 

 

在建筑行业之外，近段时间备受关注的煤炭行业，也是环境风险值较

高的上市公司聚集地。50 家企业中 8 家为煤炭企业，其中 5 家为山西

省上市公司。而煤炭企业中风险值最高的为中煤能源，排名在榜单第

4 位，风险主要在其旗下多家公司出现扬尘污染，以及临时排矸场未

进行竣工环保验收就投运等方面。 



 

在市值方面，TOP50 中，千亿市值以上的企业已达 12 家，值得

注意的是，在 12 家环境风险值较高的千亿市值公司中，7 家上市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的业绩较去年同期都出现了明显波动，其中 3 家净利

润同比下滑超 15%，另外 4 家前三季度净利润则较同期增长超 10

0%。 

在 12 家千亿上市公司之外，环境风险暴露程度较高的公司市值多

位于 100 亿-500 亿区间。 



从环境风险值较高的 50 家上市公司板块分布来看，3 家为创业板

公司，分别为温氏股份、碧水源、鹏鹞环保。其余 47 家则均为主板上

市公司。 

在 TOP50 公司构成方面，历经前三季度数据的沉淀，排名靠前的

TOP50 均为风险榜上的老面孔。其中 40 家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持续上

升，10 家上市公司则因此前累积风险值较高，尽管近期风险值未继续

增加，但仍停留在前 50 的名单中。 

40 家环境风险持续上升的上市公司中，排名榜单前三的中国建

筑、中国铁建、中国中铁风险值攀升则更为明显，3 家公司风险值均

上升了 800 以上。其中，中国建筑、中国铁建因旗下公司累积监管记

录数量众多，风险值均破 2000，继续位列榜单第一、第二位置。而中

国中铁两个月内风险值增长了 1186.23，与风险值一同飞速上涨的也

是中国中铁旗下企业累积的环境监管记录，两个月内，收录到的数据

增长了数十条，中国中铁也由此从 1-7 月榜排名第 6 跃升至 1-9 月榜

第 3 的位置。 

此外，中国中铁旗下的伊春鹿鸣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鹿鸣

矿业”）也刷新了环境处罚数据中被罚金额最高的数据，今年 8 月披

露的处罚信息显示，鹿鸣矿业因“3·28”尾矿库泄漏次生重大突发环

境事件被处以了 1326.1 万元的罚款。此前，被罚金额最多的公司为国



中水务旗下的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该公司因总排口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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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被发

现存在拒不改正水污染超标排放的行为，被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900 万

元。 

榜单排名前三公司因风险值增长较多而位居前列的同时，1-9 月 T

OP50 中，还有 9 家上市公司也因风险值快速增长而迈进 TOP50。其

中，美锦能源为上升最多的公司。数据显示，较 1-7 月的表现，美锦

能源风险值增加了 228，排名也由 166 上升至 32。 

风险值增长源于两个月内美锦能源被披露的环保罚单。其中，美

锦能源旗下的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化

工”），被发现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建设项目即投

入生产。此外，华盛化工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

检查设备、未按照规定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

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因这些行为，华盛化工被罚 81.6 万元。美锦能源

也曾在今年半年报中披露过这笔处罚，并在半年报中称，已配套建成

环境保护设施并已投入使用。 

在美锦能源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建设银行，其为 TOP50 中唯一登

榜的金融类上市公司，此次进入 TOP50，主要因其间接参股公司累积



的环境风险值较高。其中，所涉环境风险值较高的公司多为建设银行

旗下的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参股。 

建设银行 2021 年半年报显示，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注册资本 270 亿元，为建设银行全资子公司，主要经营

债转股及配套支持业务。 

|风险榜全榜： 

环境风险信披提升显著 118 家上市公司风险值降低 

 

1-9 月，共有 590 家上市公司暴露环境风险，较 1-7 月数据，榜单企

业变动方面：此次有 4 家公司掉出榜单，162 家新增；风险值变化方

面：153 家上市公司风险值上升，157 家上市公司风险值不变，118

家上市公司风险值下降；排名变化方面：86 家上市公司排名上升，其

余或保持不变或下降或新登榜。 

 

 



在榜单企业变动方面，此次共 4 家上市公司被剔除出风险榜，分

别为：天翔退(退市)、葛洲坝(退市)、首商股份(退市)、ST 方科。其

中，包括天翔退(退市)、葛洲坝(退市)、首商股份(退市)在内的 3 家公

司因退市而不再纳入榜单，而 ST 方科此前因旗下的珠海方正科技多层

电路板有限公司登榜，后续珠海方正科技多层电路板有限公司积极反

馈整改情况并提供证明文件。鉴于该企业提供的文件能够证明其已全

线停产，并承诺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珠海方正科技多层电路板有

限公司数据不纳入榜单排名计算，ST 方科也由此被剔除出 1-9 月环境

风险榜。 

4 家企业退出榜单的同时，1-9 风险榜数据显示，162 家上市公司

暴露环境风险新登榜，多为基础化工、电力及公用事业、电力设备及

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上市公司。新暴露环境风险的企业中，排名较高

的为华统股份、华夏幸福、大连热电、远兴能源、中国核电，5 家上

市公司均位列榜单前 100。其中，排名最高的为华统股份，位于第 68

位。 

华统股份是一家以畜禽屠宰业务为核心的上市公司，今年以来，

其旗下的台州华统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华统”），两度受

到环境行政处罚，分别因该公司的生猪屠宰项目涉嫌存在未批先投产

的违法行为，以及该公司的项目配套环保处理设施未验收擅自投入生

产而被处以了共计 54 万元的罚款。华统股份在其 2021 年半年报中也



提及了相关处罚情况。但在台州华统的环境违法情况之外，今年 9 月

的处罚信息显示，华统股份旗下的仙居华统种猪有限公司又因在仙居

县广度乡庆云村大排地倾倒了大量黑色污水，伴有极大恶臭，而被处

以了 4.8 万元的罚款。 

 

在风险值变化方面，此次有 118 家上市公司风险值下降，分值下

降源于上市公司对处罚信息进行了信息披露、当事公司完成了整改、

作出合规承诺、加入绿色供应链...... 

本次大部分上市公司下降的环境风险值来源于今年半年报中关于

环境处罚情况的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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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 4 月

份开始，A 股绿色报告项目开始记录上市公司在环境处罚方面的信披

情况，每周会根据该周收录到的环境处罚数据，统计上市公司公告披

露情况。截至今年 9 月末，收录数据显示，177 家登榜上市公司对数

据库中收录的环境处罚进行了公告披露。而这一数据在今年 7 月末，

仅为 7 家（7 月末数据未纳入半年报披露情况）。 

这一变化也来源于主管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对 ESG 信息披露的重

视。今年 2 月，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征求

意见稿）》，要求纳入 ESG 信息。2021 年 6 月，证监会修订上市公

司的定期报告格式与准则，增设了环境和社会责任章节，进一步压实

上市公司责任。 

除 118 家上市公司风险值下降，1-9 月风险榜显示，还有 153 家

上市公司风险值依然上升，此外，157 家上市公司风险值未发生改

变，162 家新近暴露环境风险。 



 

在排名变化方面，相比前次发布的榜单，1-9 月风险榜上，有 86

家上市公司排名上升，其中上升最快的是上海电气，上升了 332 名，

目前排名第 87 位。 

作为风险榜上的熟客，上海电气上榜时间不短，此次排名上升，

部分源于 9 月生态环境部披露的处罚信息显示，上海电气旗下的上海

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被发现在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过程中，存在

未规范填写超声波检验灵敏度校验原始记录，伪造、篡改超声波检验

灵敏度校验原始记录及违规修改不规范原始记录等未实施质量保证体

系的问题。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由此被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并处 50 万元罚款。 



刚公布了 2021 年三季报的上海电气，在业绩方面也出现了亏损。

其三季报显示，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上海电气营业总收入约 935.2

9 亿元，同比增长 13.32%，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 44.22

亿元，去年同期净利约 23.45 亿元。上海电气对此公告称，业绩亏损

主要是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电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计提应收账款预期

信用损失和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行业风险警示： 

汽车行业上市公司暴露环境风险数量猛增 
 

 

 

行业方面，1-9 月暴露环境风险企业中，基础化工、电力及公用事

业、建筑 3 大行业上市公司依然占多数。其中，基础化工行业暴露环



境风险的上市公司数量增长依旧最为明显，由 1-7 月的 40 家增长至 6

2 家。 

在基础化工、电力及公用事业、建筑行业之外，汽车行业暴露环

境风险的公司数量在两个月内也出现了较大的增长，由 1-7 月的 20

家增长至 1-9 月的 30 家。 



 



10 家新暴露环境风险的汽车行业上市公司多为汽车零部件制造企

业。在汽车行业全部上榜的 30 家公司中，汽车零部件企业也占据了 1

9 个席位，其余暴露环境风险的公司则为汽车销售及服务、乘用车、

商用车行业上市公司。 

其中， 主营业务之一是汽车消费服务的申华控股，为目前汽车行

业上市公司中排名最高的企业，位列榜单第 106 名。申华控股 2021

年半年报显示，其汽车销售主营宝马等中高端品牌、华晨旗下金杯等

品牌及少量其他品牌的汽车整车销售和服务。 

目前申华控股累积的环境风险也来源于其旗下的汽车销售服务公

司。数据显示，申华控股旗下的宜兴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受到了检查，被发现调漆车间产生挥发性有机废

气，未配套建设废气治理设施；清洗喷枪使用香蕉水，未建立香蕉水

使用台账记录，属环境违法行为。 

此外，宜兴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还于同日被发现，危废

仓库堆放较杂乱，废活性炭包装袋上未设置危废识别标志。因这些行

为，宜兴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被处以了共计 16 万元的罚款。 

汽车行业暴露环境风险的企业所涉环境处罚种类多样，从汽车制

造行业的 VOCs 排放超标、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失真，到报废汽车拆



解时废润滑油未有效收集，肆意流洒渗透到地面。此外，随着改善大

气质量的工作推进，移动源污染治理的全面加强，对于汽车生产企业

和销售企业而言，新车达标等方面的监管力度也在不断提升中。 

此前，北巴传媒旗下的北京花园桥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便因在北京销售的雷克萨斯牌 CT200h、RX300 和 NX200 三款车

型未在北京市环保目录内，而被处以了 365.4094 万元罚款。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马军主任对此表示，近年来固定源治理不断推

进，移动源排放占比在许多大中城市的本地污染源中呈现上升趋势，

成为造成细颗粒物、臭氧和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源头。要克服这个

难点，进一步提升空气质量，应通过统筹“油、路、车、企”，加强

机动车污染防治，切实降低移动源排放。 

近期，随着秋冬季节到来，新一轮秋冬季大气治理攻坚行动启

动，移动源污染治理也再度备受关注。生态环境部指出，要深入打好

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并称，柴油车污染排放不光影响 PM2.5 的

形成，也影响臭氧的形成，不光在秋冬季，也在春夏季，可以说一年

四季机动车的排放始终是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随着固定

源管理制度的完善，机动车的管理还存在很多短板。 

 



|榜单解析： 

动态发布，A 股环境风险榜持续更新 
 

需要说明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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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月的环境行政处罚、监测时间为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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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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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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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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