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股环境风险榜丨没有看起来那么“绿”，

2021 年 A 股环境风险榜发布，730 家上

市公司拉响警报





有一种"绿"，是上市公司向往追求的绿。

也有一种"绿"，是企业处心积虑制造的绿。

当企业开始践行守护绿水青山的理念，逐步落实“双碳目

标”，市场火热追求 ESG 概念，绿色低碳正逐渐成为企

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标尺，环境风险自然不可小觑。

在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到来之际，《每日经济新闻》

特别推出 2021 年 A 股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榜，深度剖析 A

股企业去年环境风险。透过持续的数据挖掘与积累，记

者发现，不少作为业内领军企业的 A 股上市公司在环境

表现上却不那么“绿”。

A 股绿色报告项目数据显示，2021 年，4000 多家 A 股

上市公司中，730 家上市公司出现自身或旗下参控股、

分公司暴露环境风险，产生 2700 多条环境监管记录，

其中有超 2300 份环保罚单，罚没款数额总计约 3.04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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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在持续动态更新。

“我们试图通过这份直观的榜单，将庞杂而专业的环境风

险数据量化为通俗易懂的数字与排名。我们期待更多普

通投资者和公众能够穿透信息迷雾，看到 A 股上市公司

绿色低碳发展的污点与亮点。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的企

业，尤其是作为公众公司的上市公司，从环境风险的点

滴努力开始，践行绿色低碳，并履行环境信披责任。”A

股绿色报告项目发起人、《每日经济新闻》公司频道主

编岳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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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那么“绿”的 A 股：

730 家公司一年累计超 2300 份环保罚单

从环保罚单到环境犯罪，回顾 2021 年，惩处环境违法行

为的力度未减。生态环境部显示，2021 年 1-12 月，全

国共下达环境行政处罚决定书 13.28 万份，罚没款数额

总计 116.87 亿元。相较 2020 年——全国生态环境系统

下达环境行政处罚决定书 12.61 万份，罚没款总计 82.36

亿元人民币，数据明显上升。

十几万份的环保罚单，涉及多少家 A 股上市公司？有哪

些企业在刻意“漂绿”？又有哪些公司生态环境保护不尽

如人意？

收录了 A 股上市公司及其旗下参股、控股、分公司各类

环境监管记录的 A 股绿色报告项目统计显示，2021 年，

4000 多家 A 股上市公司中，730 家上市公司出现自身或

旗下参控股、分公司暴露环境风险，产生 2700 多条环

境监管记录，其中有超 2300 份环保罚单，罚没款数额

总计约 3.04 亿元。

这些公司显现的环境风险程度不一。其中，上市公司中

国建筑累计环境风险值（注 1）超 3000 分，排名 2021



年 A 股环境风险榜第一，而上市公司仙琚制药的年度环

境风险值为 0.03，排在榜末——第 730 名。

与超 3000 分的环境风险值对应的是，中国建筑旗下各

类公司一年以来收到的几百份环保罚单。

按中国建筑自行披露的数据，2021 年内，中国建筑下属

子企业因施工噪声、扬尘、污水及固废等环境问题受到

行政处罚的施工项目数量共 206 个，涉及罚款金额合计

约 776.5 万元。

A 股绿色报告项目则显示，中国建筑下属子公司收到的

环保罚单中，多数与噪音、扬尘污染相关，并不乏屡罚

屡犯情况。而从短期来看，中国建筑的环境风险未显降

低趋势，今年 1 月-3 月，中国建筑自身和下属子公司已

再度累计十多笔生态环境相关处罚。

榜单上环境风险值最低的上市公司仙琚制药则是因参股

公司在线监测数据显示超标而登上 2021 年 A 股环境风

险榜，因此环境风险值仅为 0.03。

在榜首、榜尾相差 3000 多分的环境风险值之间，剩余

728 家上市公司暴露的环境风险程度也呈现不同态势。

其中过半数量的上市公司一年累计环境风险值在 37.49



以下，但榜单上排名前十位的上市公司，环境风险值飞

速提升，与其余上市公司拉开差距。值得注意的是，排

名前十的上市公司中，除正邦科技外，其余上市公司市

值均在 600 亿元以上（注为 4 月 18 日收盘价数据）。

整体而言，市值在 100 亿元及以下的上市公司上榜最多，

达 357 家，但平均累计环境风险值最低；另一方面，市

值在 1000 亿元以上的上市公司为 59 家，但平均累计环

境风险值最高。



从行业分布上看，2021 年煤炭、建筑装饰、农林牧渔、

钢铁、房地产行业上榜企业的行业平均累计环境风险值

较高。

板块分布方面，2021 年暴露环境风险的上市公司中，641

家主板上市，77 家为创业板上市公司，剩余 11 家科创板

上市及 1 家北交所上市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环境信披制度的改革，有环境问题

“前科”的上市公司正面临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合规新要

求。今年 2 月 8 日开始实施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

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显示，纳

入披露主体范围包括部分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而这些

企业主要是 2021 年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追究相应法

律责任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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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保处罚到环境犯罪：

上市公司在这些环境问题上出了错

“接群众投诉、中央环保督查、被生态环境部部长抓现

行……”对于“假绿”、“不绿”的公司而言，随着环保监管

政策不断趋严，环境风险无处不在。

规模庞大、合规要求高的上市公司也难以避免环境风险。

而在各类环保问题中，上市公司都应关注哪些？对此，A

股绿色报告项目将不同环境违法行为分类成了：水、大

气、固废、重金属、噪声、核与辐射、节能减排、其他、

生态（林草）等几大类目。2021 年 A 股环境风险数据显

示，上市公司们最常出大气相关问题。



仅因大气问题，2021 年一年内，上市公司及其旗下企业

就收到超 900 份处罚及责改。随之而来的不仅有罚款，

还有警告、查封扣押、实施停产整治等处罚手段。

2021 年，在大气方面受罚金额累计最多的上市公司莫过

于河钢股份。

一场生态环境部部长对于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落实情况

的暗访检查，让去年 3 月份的唐山钢企各类环境违法行

为暴露在阳光之下。



其中，河钢股份控股的唐山中厚板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厚板公司”）被发现未落实重污染天气Ⅱ级应急响

应和秋冬季大气污染管控要求、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

放大气污染物、在线监测数据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等情况，由此累计数笔 100 万元的环保罚单。

河钢股份 2021 年半年报显示，仅去年上半年，中厚板公

司共收到环保处罚 36 笔，共罚款 1975 万元。

罚款之外，今年年初，一场特别的集中宣判展现在大众

面前。包括唐山中厚板材有限公司在内的 4 家公司的 47

名被告人，因犯污染环境罪，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被判

刑并处罚金。

史上最严的《环保法》“牙齿”显现。实际上，从环境信

披合规风险到环保涉刑风险，均是上市公司应关注的问

题。

2021 年，与大气处罚相关的上市公司不仅集中在钢铁行

业中，煤炭、建筑装饰、房地产行业的上市公司收到的

大气类环保罚单及责令改正也较多。此外，银行类上市

公司因投资项目因素，也累计不少大气罚单。

在大气问题之外，与水相关的环保问题给一些上市公司



带来了不少动辄几百万元的大额罚单。这些罚款不少来

源于按日连续处罚。

国中水务或是 2021 年最熟悉这类处罚的上市公司了。这

家环保企业在近两年来收到了不止一笔按日连续处罚的

罚单，均与水问题相关。其中，最大的一笔罚款高达 900

万元，来源于国中水务旗下的国中(秦皇岛)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这家污水处理公司因存在拒不改正水污染超标排

放的行为被罚。

污水处理厂因排污超标被罚的情况并不罕见，而在污水

处理厂之外，涉及水污染问题的上市公司主要集中于建

筑装饰和农林牧渔行业。其中，农林牧渔行业上市公司

多因旗下企业养殖废水超标。建筑装饰行业上市公司则

多因工程项目出现水污染情况。

噪音则是一些上市公司下属子公司难以改正的“顽疾”。

数量繁多的噪声罚单和责令改正多集中在建筑装饰和房

地产行业，代表公司分别为中国建筑和绿地控股——两

家行业巨头均在 2021 年出现多家下属企业在施工时噪

音超标的情况。尽管噪声罚单金额都较微小，平均处罚

金额在 1.5 万元左右。但去年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

声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新噪声法”）通过，并即将



于今年 6 月 5 日起施行。新噪声法对各类噪声污染分而

治之，加大了处罚力度。其中对于排放噪声造成严重污

染，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

他负有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查封、扣

押排放噪声的场所、设施、设备、工具和物品。

此外，在 A 股绿色报告项目所列的“其他”这一环境问题

类别里，主要是涉及上市公司未批先建、未验先投等与

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违法行为，这些环评问题又集中出

现在建筑装饰、农林牧渔、石油石化行业上市公司的下

属企业中。

而除上述所提及的大气、水、噪声、环评这四大类环境

违法行为外，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还常常同时触发

多个不同类型的环保问题，为企业带来多方面的环境风

险。

没当好的绿色“先锋队”

这些 A股行业领军者频登环境风险榜

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深入各行各业，对于经济领域的优秀

代表——上市公司来说，即便是身处高污染、高碳排放

行业的上市公司，也有不少喊出绿色转型、低碳发展的



口号。但实际情况如何？哪些行业的上市公司依旧面临

“不够绿”的挑战？

登上 2021 年 A 股环境风险榜上市企业行业分布（仅列示累计环

境风险值大于 1000 的行业）

以申万行业分类为标准，730 家登上环境风险榜的企业

分布于 31 个行业中。一年下来，累计环境风险值最高的

行业不出意料地“花落”建筑装饰行业，共有 47 家行业内

上市公司上榜，占 A 股建筑装饰公司数量的 30.32%。



不过，尽管行业整体累计环境风险值最高，但 47 家上榜

企业各自排名差异较大，其中有 5 家排在 2021 年 A 股

环境风险榜前十，分别为中国建筑（排名第一）、中国

中铁、中国铁建、中国中冶、中国电建。





在上榜公司数量上，基础化工行业“一骑绝尘”，以 73 家

——10%的数量占比，成为暴露环境风险的行业“重灾

区”。

但另一方面，基础化工行业范围广阔，上市公司数量众

多，按申万行业分类，A 股中便有 367 家该行业的上市

公司。2021 年基础化工行业上榜企业仅占 A 股该行业公

司数的 19.89%。

与之相反的是煤炭行业，只有 22 家公司上榜，但这一数

字已囊括了 A 股近 6 成的煤企。此外，这 22 家煤炭上

市公司累计一年的环境风险值已超过 73 家基础化工上

榜企业累计的数字。

煤炭不“绿”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而作为行业内的领军

企业，此次上榜的 22 家煤企在煤炭由“黑”变“绿”的过

程中，尚未能发挥较好的带头作用。2021 年一年内这 22

家煤炭上市公司共产生了 160 多笔环保罚单，涉及大气、

水、固废、其他多类环境违法行为，累计被罚金额超 3700

万元。其中，排名煤炭行业第一的上市公司为中煤能源，

2021 年该企业累计环境风险值达 1455.06 分。中煤能源

2021 年年报显示，去年，其公司所属重点排污单位受到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保行政处罚 15 次，处罚总金额



367.5 万元，其中单次处罚金额 10 万元及以上的为 9 次、

合计 321.6 万元。





与煤炭行业环境高风险情况类似的是其下游电力行业。

以申万二级行业划分 2021 为标准，730 家公司分布于

115 个细分行业，其中有 5.2%的企业集中于电力行业，

所占份额高居所有细分行业的榜首，上榜的电力行业上

市公司占该行业总比高达 40%，也就是说，10 家电力行

业上市公司中，就有 4 家在 2021 年出现过环境问题。

煤炭及电力环境风险暴露背后，伴随着双碳目标下我国

能源转型，在以煤为主体能源的基础上推进能源低碳转

型的过程中，存在着不断攀升的用能需求与环境约束之

间的矛盾。

不过，比电力行业上市公司上榜比例更高的细分行业也

不少，其中，行业中过半都上榜的行业有 8 个。

榜单规则：科学模型动态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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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环境行政处罚、

监测时间为 202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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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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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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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榜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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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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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环境风险值计算方法详见“榜单规则”

A股环境风险榜详细数据查询及可视化互动专题，请点击

“http://www.nbd.com.cn/corp/greencapital/index.html#/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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