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股环境风险榜丨不止百万罚单，2022 年

一季度这些上市公司有风险

◎A 股绿色报告项目数据显示，2022 年一季度，4000 多家 A 股上市公司中，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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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多条环境

监管记录，其中有超 450 份环保罚单，罚没款数额总计约 4910 万元。

◎2022 年第一季度 A 股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数据显示，上市公司最常涉及的环境

问题依旧是大气。

◎今年年初，不少公司首度出现因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而被处罚的情况，

新现象来源于 202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该办法要求生态环境部和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定期公开重点排放单位年度碳

排放配额清缴情况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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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漂绿”风险正不断引起市场担心。今年以来，不少 A 股上市公司发布了 ESG 相关报

告，在讲述企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决心背后，又有哪些环境风险已经产生？

今日，《每日经济新闻》特别推出 2022 年一季度 A 股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榜，深度剖析 A

股企业环境风险。透过持续的数据挖掘与积累，记者发现，相较 2021 年已暴露环境风险的

上市公司，今年一季度上榜的企业中有近 4 成公司是因环境问题新登榜。

A 股绿色报告项目数据显示，2022 年一季度，4000 多家 A 股上市公司中，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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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多条环境监管记录，其中有超

450 份环保罚单，罚没款数额总计约 4910 万元。

2021 年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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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榜 TOP50•2022 年一季度•行业地域分布



一季度 A 股绿色表现：5 家上市公司涉超百万元罚单

食品饮料行业环境风险显现

2022 年一季度，272 家上市公司出现自身或旗下参控股、分公司暴露环境风险，产生超 450

份环保罚单，罚没款数额总计约 4910 万元。

其中，五家知名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均收到了超百万元的环保罚单，他们分别为兴业科技

（SZ002674，股价 11.6 元，市值 33.86 亿元）、潞安环能（SH601699，股价 15.56 元，

市值 465.46 亿元）、浙富控股（SZ002266，股价 4.65 元，市值 249.7 亿元）、美锦能源

（SZ000723，股价 12.22 元，市值 521.83 亿元）、中国铝业（SH601600，股价 4.99 元，

市值 85.5 亿元）。



涉及上市公司的超百万元环保罚单

这些环保处罚所涉及的上述五家上市公司也全部进入了 2022 年第一季度环境风险榜

TOP50。

不过，此次登上环境风险榜榜首的上市公司为饲料养殖龙头股新希望（SZ000876，股价

15.62 元，市值 703.69 亿元），其环境风险值达 387.9。

高企的环境风险来源于一季度中，新希望 9 家控股子公司累计达 165.93 万元的罚款，以及

旗下一家间接参股公司收到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以生猪养殖为主要业务之一的新希望，涉及的多数环保罚单都来源水方面的环境违法行为。

譬如，新希望旗下从事生猪养殖的瑞安新希望六和农牧有限公司出现了公司氧化塘排入市政

窨井处导致废水中氨氮、总磷浓度超过标准的违法情况，由此被罚 28 万元。



排名 A 股环境风险榜 TOP50 末位的上市公司唐人神（SZ002567，股价 9.49 元，市值 114.45

亿元），也是一家以饲料及养殖为主营业务的公司。此次唐人神位列第 50 名，累计环境风

险值 67.7，都来源于其子公司昆明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收到的一笔环保罚单。具体而言，

2021 年 11 月 30 日昆明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受到现场检查时，饲料生产项目正在生产，

监测报告显示，其 2t/h 锅炉外排废气中,氮氧化物排放浓度超标 1.01 倍；颗粒物排放浓度

超标 4.14 倍。由此，昆明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被处以了 28.9 万元罚款。昆明湘大骆驼饲

料有限公司此前也曾因排放超标受到过处罚，唐人神 2021 年年报显示，昆明湘大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去年就曾因锅炉废气颗粒物及二氧化硫排放浓度超标，被处以了 40 万元罚款。

在 TOP50 公司之外，榜单剩余 222 家上市公司暴露的环境风险程也呈现不同态势，但其中

近 6 成上市公司一季度累计环境风险值在 28.02 以下。

2022 年一季度 A 股环境风险榜•TOP50





行业方面，过往环境风险值一直较高的几大行业：建筑装饰、煤炭、农林牧渔、基础化工、

房地产、环保在 2022 年第一季度也保持着环境风险高企的趋势。

但在这些行业之外，今年第一季度，食品饮料行业上榜企业整体累积环境风险值也较高。其

中，为消费者所熟知的华统股份（SZ002840，股价 17.91 元，市值 84.63 亿元）、三元股

份（SH600429，股价 5.06 元，市值 76.77 亿元）、上海梅林（SH600073，股价 7.78 元，

市值 72.96 亿元）等 8 家知名食品饮料企业纷纷上榜，多因旗下子公司暴露大气及水方面

环境问题。

登上 2022 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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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十

的行业）

一季度 A 股所涉环境违法行为：大气类处罚最多，这

些问题又出现



A 股绿色报告项目将不同环境违法行为分类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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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一季度 A 股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数据

显示，上市公司最常涉及的环境问题依旧是大气。

制图工具：镝数制图

施工场所的扬尘污染让不少建筑装饰、房地产行业的上市公司及旗下企业出现在大气相关的

环保罚单中。

而在施工之外，未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以及废气排放问题是其他行业上市公司多

涉及大气类的环境处罚的原因。今年一季度里，药企新华制药（SZ000756，股价 25.72 元，

市值 172.23 亿元）子公司就曾因此受到了行政处罚。

具体而言，新华制药子公司山东新华万博化工有限公司被发现，在 2021 年 3 月 9 日至 18

日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期间、2021 年 8 月 13 日至 20 日臭氧二级管控期间，其四甲基胍车



间 3 台氯化釜全部正常生产，未落实应急管控措施，未达到限产 20%要求。此外，该公司

还在去年 11 月被发现，存在污染物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与排污许可证不相符合的环境违法

行为。

在这家子公司收到环保罚单之外，新华制药自身及另一家子公司也分别因环境问题受到行政

处罚，新华制药 2021 年年报曾对这些处罚进行了披露。而因这些违法行为，新华制药在

2022 年一季度 A 股环境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榜上排名第 8，是医药生物行业中唯一进入榜单

TOP50 的上市公司，环境风险值达 204.85。

另一方面，今年年初，不少公司首度出现因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而被处罚的情况，这

其中也涉及了部分上市公司。

这些新现象来源于 202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

要求生态环境部和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定期公开重点排放单位年度碳排放配额清缴情况

等信息。

而随着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顺利结束，一系列未

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的情况被披露。

A 股绿色报告项目显示，中国铝业子公司宁夏银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及鸿达兴业

（002002）控股的内蒙古蒙华海勃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均被发现，作为重点排放单位，未

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



依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上述两家公司分别被处以了 2 万元及 3 万元的

罚款。不过罚款并非是结束，《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中明确规定，重点排放单

位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的，由其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欠缴部分，由重点排放单位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的

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等量核减其下一年度碳排放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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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第一季度的环境行政处罚等环境监管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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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扫描二维码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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