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行业动态榜单 

2022 年第 3 期（汽车制造业）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 澎湃新闻 联合发布 

  

关于《中国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和本期汽车制造业分榜单  

自 2021 年起，澎湃新闻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联合发布中国上市公司

环境绩效动态榜单和行业分榜单。 

本期分析解读行业为“汽车制造业”，涉及 162 家上市公司，8744 家关联企

业。 

汽车制造业主要生产单元包括铸造、热处理、电镀、转化膜处理、涂装等

20 个生产单元。其中，转化膜处理、电镀车间涉及含镍、铬等重金属废水

产生。涂装等工段涉及二甲苯、苯等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产生。近

年来，VOCs 的污染防治得到更多重视，生态环境部将汽车行业的 VOCs 治

理列入《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中。 

本期榜单旨在基于环境大数据，分析汽车制造业环境污染问题，科学评估相

关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表现，推动汽车制造业企业践行环境责任，完善环境信

息披露；同时也希望协助投资者发现绿色投资机会，完善 ESG 责任投资体系，

以市场动力促进汽车制造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 

 



一、本期榜单时段 

⚫榜单数据截止日期：2022-04-29 

⚫榜单排名比较：2021-05-14 至 2022-04-29 

二、本期榜单行业企业 

1、涉及上市企业 

⚫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评价范围包括 162 家上市公司，涉

及 8744 家关联企业。 

三、公司得分统计 

⚫得分低于-50 分：5 家 

⚫得分在-50 到-6 之间：38 家 

⚫得分在-6 到 0 之间：103 家 

⚫分值大于 0：16 家 

 

 

 



 



 













注：进入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正分企业，多数自身或主要分子控企业获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正面评价，包括企

业环境信用等级评为“绿色”，或是被主管部门纳入监督执法正面清单，或是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为“A 级”

企业、引领性企业，或符合绩效先进性指标企业等；另有部分企业没有环境违规记录，或通过审核及环境信息披

露确认此前出现的环境问题得到解决，同时公开承诺后续如出现问题将及时向社会作出公开说明。由于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正面评价，主要针对有一定产排污行为的企业，而开展环境信息披露的，也主要是有一定产排污行为的

企业，因此进入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正分企业，主要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主 。 

 



四、本期榜单看点 

1、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进展 

环境绩效分值小于-3 分的上市公司中，通过年报、半年报以及临时性公告提

及自身或关联企业环境处罚情况：15 家上市公司；其中 

◼向社会公开说明处罚整改情况：10 家 

◼提及处罚，但未就整改情况进行说明：5 家 

◼明确被处罚企业主体：15 家  

2、部分乘用车上市公司环境表现 

本期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单涉及整车制造上市公司 25 家,其

中主营乘用车并涉及新能源汽车业务的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排名靠后的企业如

下： 

上汽集团（600104） 

◼环境绩效得分-31.2，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第 153。 

◼2019 年以来，其关联企业存在 85 条环境不良记录，涉及 49 家关联企

业。 

江淮汽车（600418） 

◼环境绩效得分-20.8，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第 143。 



◼2019 年以来，其关联企业存在 9 条环境不良记录，涉及 4 家关联企

业。 

比亚迪（002594） 

◼环境绩效得分-15.7，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第 139。 

◼2019 年以来，其关联企业存在 34 条环境不良记录，涉及 16 家关联企

业。 

小康股份（601127） 

◼环境绩效得分-11.0，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第 137。 

◼2019 年以来，其关联企业存在 3 条环境不良记录，涉及 3 家关联企业。 

长城汽车（601633） 

◼环境绩效得分-6.5，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第 121。 

◼2019 年以来，其关联企业存在 16 条环境不良记录，涉及 7 家关联企

业。 

3、排名偏低案例（截止 2022-04-29） 

中通客车（000957） 

◼环境绩效得分-110.32，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倒数

第 1。 



◼2019 年以来，其关联企业存在 6 条环境不良记录，涉及 2 家关联

企业。 

京威股份（002662） 

◼环境绩效得分-97.31，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倒数第

2。 

◼2019 年以来，其关联企业存在 19 条环境不良记录，涉及 4 家关

联企业。 

派生科技（300176） 

◼环境绩效得分-63.06，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倒数

第 3。 

◼2019 年以来，其关联企业存在 6 条环境不良记录，涉及 2 家关联

企业。 

凯众股份（603037） 

◼环境绩效得分-53.94，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倒数

第 4。 

◼2019 年以来，其关联企业存在 2 条环境不良记录，涉及 2 家关联

企业。 

 

 



曙光股份（600303） 

◼环境绩效得分-51.48，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倒数第

5。 

◼2019 年以来，其关联企业存在 3 条环境不良记录，涉及 1 家关联

企业。 

4、排名下降案例（2021-05-14 至 2022-04-29） 

中通客车（000957） 

◼环境绩效得分-110.32 分，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倒

数第 1。 

◼环境绩效得分较上一期下降 108.42 分，全 A 股排名下降 1768

位。 

◼上市公司自身 2021 年以来因环境违规被聊城市生态环境局处以 3

次罚款，累积金额 131 万元。3 次处罚情况如下： 

✓ 因“外排废水总磷浓度日均值在线数据超标”，于 2021 年 2 月 7 日

被处以 48.5 万元罚款； 

✓ 因“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

被处 10 万元罚款； 

✓ 因“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被处 72.5

万元罚款。 



◼全资子公司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因 VOCs 在线监测设备运

行维护不符合要求，且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明显失真，于 2021 年 6

月 1 日被处以 12.125 万元罚款。 

◼ 中通客车通过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上述处罚情况，说明采取的整

改措施，并表示”已整改完毕”。 

京威股份（002662） 

◼环境绩效得分-97.31 分，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倒

数第 2。 

◼环境绩效得分较上一期下降 58.30 分，全 A 股排名下降 600 位。 

◼全资子公司秦皇岛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因“未按证排放水

污染”、“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或者申报危

险废物有关资料和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

如实记录”、“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

设”、“需要配套建设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

或者使用”于 2020 年 12 月被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四次处以罚

款，累计处罚金额 161 万元。 

◼京威股份通过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上述处罚情况，说明采取的整

改措施，并表示”公司已及时完成整改”。  



◼全资子公司长春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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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污染防治设

施。”于 2022 年 1 月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处以 10 万元罚款。 

◼合营公司秦皇岛比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因“1、未及时启动应急

方案；2、未公开有毒有害水污染物信息；3、未安装在线监测设

施，厂区雨水排放口和污水排放口未设总阀门。”以及“污染戴河

支流水体”，于 2020 年 4 月、2021 年 1 月被秦皇岛市生态环境

局处以两次罚款，分别涉及处罚金额 118 万元、48.016758 万

元。 

◼合营公司秦皇岛威卡威佛吉亚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因“未按照国家规定对排放的水污染物自行监测” 被秦皇岛

市生态环境局处以 10 万元罚款。 

◼截至榜单截止时间，尚未通过公开渠道获得京威股份对全资子公

司长春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合营公司秦皇岛比亚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合营公司秦皇岛威卡威佛吉亚汽车内饰件有限公

司环境处罚的公开说明。 

曙光股份（600303） 

◼环境绩效得分-51.48 分，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倒

数第 5。 

◼环境绩效得分较上一期下降 51.72 分，全 A 股排名下降 4118 位。 



◼全资子公司诸城市曙光车桥有限责任公司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九条”、“《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三十三条”，于 2021 年 9 月被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处以 3 次罚

款，累计金额 56.75 万元。 

◼截至榜单截止时间，尚未通过公开渠道获得曙光股份对上述环境

处罚的公开说明。 

凯众股份（603037） 

◼环境绩效得分-53.94 分，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倒

数第 4。 

◼环境绩效得分较上一期下降 47.24 分，全 A 股排名下降 1154 位。 

◼上市公司主体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违反了向城镇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不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于 2022 年 3 月被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处以罚款 23 万元。 

◼截至榜单截止时间，尚未通过公开渠道获得凯众股份对上述处罚

的公开说明。 

 

 



联明股份（603006） 

◼环境绩效得分-37.71 分，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倒

数第 7。 

◼环境绩效得分较上一期下降 37.71 分，全 A 股排名下降 2950 位。 

◼上市公司主体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因“违反了排水户不按

照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水”，于 2022 年 3 月被

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处以罚款 5 万元。 

◼截至榜单截止时间，尚未通过公开渠道获得联明股份对上述处罚

的公开说明。 

5、排名上升案例（2021-05-14 至 2022-04-29） 

泉峰汽车（603982） 

◼环境绩效得分 1.00 分，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第 5

位。 

◼环境绩效得分较上一期上升 23.09 分，全 A 股排名上升 3815 位。 

◼针对过往出现的环境问题，泉峰汽车公开披露较为完整详实的资

料，以确认相关问题得到解决，同时公开承诺后续如出现问题将

及时向社会公开说明。 

 



日上集团（002593） 

◼环境绩效得分 0.36 分，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第 11

位。 

◼环境绩效得分较上一期上升 2.65 分，全 A 股排名上升 2724 位。 

◼厦门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厦门市 2021 年第一批企业环境信用动

态评价结果表》显示，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环保诚信企

业。 

天润工业（002283） 

◼环境绩效得分 1.50 分，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第 1

位。 

◼环境绩效得分较上一期上升 1.50 分，全 A 股排名上升 1386 位。 

◼上市公司自身 2021 年 9 月被威海市生态环境局列入生态环境监督

执法正面清单企业名单，有效期为 3 年。 

◼ 山东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系统显示，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环保信用等级为“绿色”。 

富临精工（300432） 

◼环境绩效得分 1.16 分，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第 4

位。 



◼环境绩效得分较上一期上升 1.29 分，全 A 股排名上升 2265 位。 

◼针对过往出现的环境问题，富临精工，及其子公司湖南升华科技

有限公司公开披露较为完整详实的资料，以确认相关问题得到解

决，同时公开承诺后续如出现问题将及时向社会公开说明。 

登云股份（002715） 

◼环境绩效得分 0.82 分，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第 6

位。 

◼环境绩效得分较上一期上升 0.82 分，全 A 股排名上升 1338 位。 

◼子公司怀集登月气门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被肇庆市生态环

境局纳入 2022 年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有效期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0 日。 

五、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 

生态环境部印发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和《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以下简称《格式准则》），已

于今年 2 月 8 日起施行，明确了企业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以下简称

年度报告）和临时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以下简称临时报告）编制和发布

的规范性要求。 

《管理办法》执行以来，陆续有地方公开了“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名单”。 



我们提示列入“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名单”的上市公司若在《管理办法》施行

后收到环境处罚决定，应就处罚情况作出临时性信息披露，就发生过的环境

违规问题向社会做出公开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