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行业动态榜单 

2022 年第 6 期（水泥/玻璃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澎湃新闻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联合发布 

关于《中国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和本期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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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涉及 109 家上市公司，7845 家关

联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在生产过程中涉及到化石燃料燃烧、原料制备等环节，

是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大气污染物的重要排放源。《2020 年中

国生态环境统计年报》数据显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

量占全国工业源相应污染物排放量的 27.4%、27.3%，其中水泥企业颗粒

物、氮氧化物排放量占全国工业源相应污染物排放量的 20.9%、17.3%。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

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指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严禁新增钢铁、焦

化、炼油、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不含光伏玻璃）等产能” 。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的《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

案》明确提出推动水泥行业低碳原料替代，对玻璃等行业推广电锅炉、电窑



炉、电加热等技术，开展高温热泵、大功率电热储能锅炉等电能替代，扩大

电气化终端用能设备使用比例，推动用能电气化。 

本期榜单旨在基于环境大数据，分析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环境污染问题，科学

评估相关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表现，推动非金属矿物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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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动力促进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 

一、本期榜单时段 

榜单数据截止日期：2022-08-31 

榜单排名比较：2021-08-31 至 2022-08-31 

二、本期榜单行业企业 

1、涉及上市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评价范围包括 109 家上市公

司，涉及 7845 家关联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评价基础为 3295 条环境监

管记录，主要为大气类环境违规问题，占比 52%。 

 

三、公司得分统计 

得分低于-50 分：7 家 

得分在-50 到-6 之间：31 家 

得分在-6 到 0 之间：57 家 

分值大于 0：1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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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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进展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上市公司中，通过 2021 年度公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以

及临时性公告提及自身或关联企业环境处罚情况：23 家上市公司；其中 

向社会公开说明处罚整改情况： 15 家 

未就整改情况进行说明，但提及处罚：8 家 

明确被处罚企业主体：22 家  

2、排名偏低案例（截止 2022-08-31） 

三峡新材（600293） 

环境绩效得分-215.29，非金属矿物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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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家关联

企业。 

金晶科技（600586） 

环境绩效得分-144.01，非金属矿物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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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条环境不良记录，涉及 6 家关

联企业。 

天山股份（000877） 



环境绩效得分-141.01，非金属矿物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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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条环境不良记录，涉及 95 家

关联企业。 

华新水泥（600801） 

环境绩效得分-92.44，非金属矿物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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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条环境不良记录，涉及 31 家关

联企业。 

秀强股份（300160） 

环境绩效得分-55.86，非金属矿物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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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家关联

企业。 

3、排名下降案例（2021-08-31 至 2022-08-31） 

天山股份（000877） 

环境绩效得分-141.01 分，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

排名倒数第 3。 



环境绩效得分较上一期下降 135.86 分，全 A 股排名下降 1484

位。 

子公司宜兴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因“在线监控装置烟尘仪长期不

正常运行”，“烟尘、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小时数据多次超过国家

排放标准”，于 2022 年 5 月、6 月被无锡市生态环境局分别处以

5.96 万元、45 万元罚款； 

子公司溧阳天山水泥有限公司因“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于 2022

年 5 月被常州市溧阳生态环境局处以 10 万元罚款。 

子公司的分公司江苏天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无锡新区混凝土分公

司因“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南门西南方位围墙里侧约 60CM 处有

一段集水沟，该集水沟靠厂区南门方向 1 米处有地埋管路通向厂

区外，该地埋管路通向厂外，与南门靠西约 30 米的市政污水管

网观察井相连。从观察井观察，该地埋管路内有封堵物，但仍有

部分废水从地埋管路流入观察井内。”于 2022 年 1 月被无锡市生

态环境局处 10 万元罚款。 

子公司江苏溧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因“噪声超标排放”，于 2022 年

6 月被常州市溧阳生态环境局限制生产。 

子公司四川华蓥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因“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

于 2022 年 2 月被广安市生态环境局处以罚款 2 万元。 

江苏新街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因”颗粒物采样仪的主板损坏，致使窑

尾排气筒颗粒物采样仪、在线监控室颗粒物数采仪的数据显示不



一致，数据失真”，于 2022 年 5 月被无锡市生态环境局处以罚款

2 万元。 

嘉兴大桥南方混凝土有限公司因“对三台搅拌机及料仓进行全包围

改造升级“，”擅自新增搅拌机一台，与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

符，且未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于 2022 年 6 月

被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处以罚款 3.0835 万元。 

子公司桂林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因其恭城县城东北部，西岭镇虎尾

村以东的石灰岩矿矿点存在” 矿山下无截、排水沟，雨季污水将

对附近农田造成影响，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同时部分石料无序散

落农田，对村民生产生活造成影响”,2021 年 12 月桂林市恭城生

态环境局对上述问题发出整改通知。 

子公司富民金锐水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因存在“存在未按照规定设

置大气污染物排放口的环境违法行为；存在卸物料未采取密闭、

喷淋等方式控制扬尘污染的违法行为”，于 2021 年 11 月被昆明

市生态环境局处以罚款 9 万元。 

子公司四川利万步森水泥有限公司因“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

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龙岔口砂

岩矿矿山采区未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提出的污染防治、生态保

护措施。” 于 2021 年 8 月被广安市生态环境局分别处以罚款 20

万元、10.9 万元。 



联营企业山东泉兴晶石水泥有限公司因” 未取得排污许可证”，于

2021 年 9 月被枣庄市生态环境局峄城分局处以罚款 50 万元。 

联营公司四川省星船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因“未按照规定执行重污

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石灰石破碎机电源、石灰石输送皮带电

源、煤炭输送皮带电源及 1 条煤炭输送皮带被内江市生态环境局

查封，查封期限为：2021 年 12 月 26 日起至 2022 年 1 月 

4 日。 

子公司安吉南方混凝土有限公司因” 水污染事故发生后，未及时启

动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采取有关应急措施”，于 2021 年 9 月

被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安吉分局处以罚款 3.44 万元。 

子公司杭州钱潮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涉嫌违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制度及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

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于 2021 年 12 月被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处以罚

款 26 万元。 

天山股份通过 2021 年度报告及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对上述除联营

公司环境违规外的其他环境问题进行了公开说明，并公开了对应

整改措施。 

三峡新材（600293） 

环境绩效得分-215.29 分，非金属矿物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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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4 分，全 A 股排名下降 541 位。 

上市公司自身因“大气环境违法”于 2021 年 9 月被宜昌市生态环境

局处罚款 70 万元。 

上市公司自身因大气环境违规问题，于 2022 年 2 月当阳市环境保

护局处以两次罚款，罚额分别为 20 万元、10 万元。 

截止榜单发布，尚未通过公开渠道获得三峡新材对前述环境处罚

事项的公开说明。 

金晶科技（600586） 

环境绩效得分-144.01 分，非金属矿物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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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7 分，全 A 股排名下降 663 位。 

上市公司自身本期榜单期间因“脱硝风机变频器突发故障，脱硝设

施停止运行，造成 2 号线颗粒物、氮氧化物超标”、“存在在接

受环保部门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存在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

放大气污染物”、“外排烟气二氧化硫日均值超标”、“颗粒物超

标”、“氮氧化物超标”等问题，自 2021 年 10 月份以来被生态环境

部门处以 6 次罚款，累积金额 332 万余元。 

子公司滕州金晶玻璃有限公司因”未落实重污染天气限产措施”,于

2022 年 4 月被枣庄市生态环境局滕州分局处以罚款 13.4375 万

元 



子公司山东海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本期榜单期内因“未按照排污许

可证规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

定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存在虚报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余热余压背压发电综

合利用项目正式投入生产。”被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昌邑分局处以

罚款。 

金晶科技通过上市公司年报，半年报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公开说

明。 

耀皮玻璃（600819） 

环境绩效得分-44.94 分，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

排名倒数第 8。 

环境绩效得分较上一期下降 44.06 分，全 A 股排名下降 1989 位。 

子公司上海耀皮康桥汽车玻璃有限公司因“违反固体废物管理制度”

于 2021 年 11 月被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两次处以

罚款，累积处罚金额 82 万。 

子公司江苏皮尔金顿耀皮玻璃有限公司被投诉“工业固废填埋在胡

照路三江县 115 号杆 42 号高压电线杆西侧 100 米处”，中央第二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江苏省移交上述信访事项，经苏州市常熟

生态环境局对上述问题进行核实，于 2022 年 7 月对上述环境违

法行为处以罚款 34.3 万元。 



子公司江苏华东耀皮玻璃有限公司被投诉“工业固废填埋在胡照路

三江县 115 号杆 42 号高压电线杆西侧 100 米处”，中央第二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江苏省移交上述信访事项，经苏州市常熟生态

环境局对上述问题进行核实，于 2022 年 7 月对上述环境违法行

为处以罚款 34.3 万元。 

截止榜单发布，尚未通过公开渠道获得耀皮玻璃对前述环境处罚

事项的公开说明。 

帝欧家居（002798） 

环境绩效得分- 42.68 分，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

排名倒数第 9。 

环境绩效得分较上一期下降 43.48 分，全 A 股排名下降 4441 位。 

子公司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因榜单期内“贮存工业固体废物未

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公司内产生的固体废

物均未建立固体废物管理台账”、“排放大气污染物超过地方规定

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于 2021 年 12 月连收三笔罚款，累计罚

额 106 万元。 

帝欧家居通过 2021 年年度报告向社会公开说明了上述处罚情况，

及整改措施。 

4、排名上升案例（2021-08-31 至 2022-08-31） 

鲁阳节能（002088） 



环境绩效得分 1.60 分，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

名第 3 位。 

环境绩效得分较上一期上升 5.64 分，全 A 股排名上升 3270 位。 

山东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系统显示，鲁阳节能子公司山东鲁阳玄

武岩纤维有限公司环保信用等级为“绿色”。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2022 年 7 月发布的 2021 年重点行业企业绩效

评定等级清单显示，鲁阳节能子公司山东鲁阳玄武岩纤维有限公

司绩效等级为 A。 

易成新能（300080） 

环境绩效得分 0.79 分，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

名第 9 位。 

环境绩效得分较上一期上升 1.24 分，全 A 股排名上升 2301 位。 

河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2 年 5 月发布的 2021 年度重污染天气重点

行业绩效评级结果显示，易成新能子公司河南福兴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绩效评级为 A。 

河南省企业事业单位及生态环境服务机构环境信用查询系统显

示，易成新能子公司开封平煤新型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环境信用

等级为绿色。 



开封市生态管理局于 2022 年 4 月发布的《开封市第一季度列入监

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企业明细表》显示，易成新能子公司开封平

煤新型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位列正面清单管理企业名单中。 

蒙娜丽莎（002918） 

环境绩效得分 0.97 分，非金属矿物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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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分，全 A 股排名上升 1904 位。 

佛山市南海区 2020 年度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显示，蒙娜丽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为环保诚信企业（绿牌）。 

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 2022 年度

第一批企业名单显示，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列正面清单

管理企业名单中。 

联瑞新材（688300） 

环境绩效得分 5.50 分，非金属矿物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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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分，全 A 股排名上升 10 位。 

上市公司自身 2021 年度被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列入“监督执法正

面清单”。 

江苏省企业“环保脸谱”评价结果显示，联瑞新材信用等级为“绿色” 



赛特新材（688398） 

环境绩效得分 0.90 分，非金属矿物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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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 分，全 A 股排名上升 1128 位。 

子公司福建赛特冷链科技有限公司列入 2022 年第二季度龙岩市生

态环境保护监督执法正面清单企业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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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生态环境部门陆续公开了“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

业名单”。截止当前，除广西、吉林、甘肃、湖北尚有部分地区未发布披露主

体名单外，近 95%地级以上城市均已公开本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名单。

部分名单企业已经通过公开渠道公开其“2021 年度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

告”。  

本期榜单排名下降上市公司案例中，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皮尔金顿耀皮玻璃有限公司、江苏华东耀皮玻璃有限公司均被地方生态环境

部门列入“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名单”中，且《管理办法》施行以来因环境违



规问题收到行政处罚，上述企业尚未向公众公开说明处罚情况，我们提示上

述企业落实《管理办法》要求，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工作。 

我们也提示其他相关上市公司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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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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