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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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期金属制品业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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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制品业”，涉及 94 家上市公司，3360 家关联企

业。 

金属制品业通常采用电化学、化学、热加工、气相沉积及涂装等工艺进行金

属表面处理，从而提高材料和产品的性能（如耐蚀、耐磨、装饰等性能）。金

属制品行业产污环节众多，对环境的污染涉及水污染（主要含重金属离子、

氰化物、酸碱和有机污染物）、大气污染（主要含粉尘、挥发性有机物和各类

酸碱雾）和固体废物污染（含重金属、氰化物的废液、污泥等危险废物）。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控的意见》（环固体〔2022〕

17 号）、《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知》（环大气

〔2021〕65 号）等文件，均将金属制品行业相应工艺或污染物列为重点整治

对象。依据《2020 年中国生态环境统计年报》，在调查统计的 42 个行业中，

金属制品业废气和废水治理设施数量分别位居第二位和第三位，行业环境污

染治理力度日益加大。 



本期榜单旨在基于环境大数据，分析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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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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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市场动力促进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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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23 

⚫榜单排名比较：2021-11-23 至 2022-11-23 

二、本期榜单行业企业 

1、涉及上市企业 

⚫金属制品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评价范围包括 94 家上市公司，涉

及 3360 家关联企业。 

 



⚫金属制品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评价基础为 908 条环境监管记录 

 

 

三、公司得分统计 

⚫得分低于-50 分：3 家 

⚫得分在-50 到-6 之间：34 家 

⚫得分在-6 到 0 之间：50 家 

⚫分值大于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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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制品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进展 

金属制品业上市公司中，通过 2021 年度公告、2022 半年度公告以及临时性

公告提及自身或关联企业环境处罚情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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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家 

◼明确被处罚企业主体：24 家  

2、排名偏低案例（截止 2022-11-23） 

东南网架（002135） 

◼环境绩效得分-170.58，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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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条环境不良记录，涉及 3 家关

联企业。 

海鸥住工（002084） 



◼环境绩效得分-79.39，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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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条环境不良记录，涉及 4 家关联

企业。 

张小泉（301055） 

◼环境绩效得分-67.15，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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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条环境不良记录，涉及 1 家关联

企业。 

东睦股份（600114） 

◼环境绩效得分-36.60，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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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条环境不良记录，涉及 1 家关联

企业。 

春兴精工（002547） 

◼环境绩效得分-32.21，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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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条环境不良记录，涉及 3 家关联

企业。 



3、排名下降案例（2021-11-23 至 2022-11-23） 

东南网架（002135） 

◼环境绩效得分-170.58 分，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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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76 分，全 A 股排名下降 548 位。 

◼上市公司自身 2022 年 1 月以来因夜间施工噪声问题，多次被处以

罚款，涉及 7 次，累积金额 28.3 万元。 

◼上市公司自身因渣土处置问题，被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和第二款、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处以罚款 5.5 万元。 

◼全资子公司天津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因“承包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

工体南路丰泽园对面的工地露天焊接钢材，产生粉尘等污染物，

未安装净化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措施防止污染周边环境的行为，违

反了《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条的规定”，于 2022 年

1 月被北京市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处以罚款 1 万元。 

◼全资子公司成都东南钢结构有限公司因“未执行成都市人民政府发

布的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 于 2021 年 12 月被新津区生态环境局

处以罚款 2.95 万元。 



◼截至榜单发布时间，尚未通过公开渠道获得东南网架对自身及子

公司前述环境违规问题做出的公开说明。 

张小泉（301055） 

◼环境绩效得分-67.15 分，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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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5 分，全 A 股排名下降 1174 位。 

◼张小泉通过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张小泉股份因“贮存工业固

废未采取符合国家环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违反了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十条，被处以

罚款 33.40 万元。 

◼张小泉通过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前述处罚问题已按照要求整

改，并及时缴纳罚款。 

宝馨科技（002514） 

◼环境绩效得分-31.16 分，金属制品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倒

数第 6。 

◼环境绩效得分较上一期下降 31.16 分，全 A 股排名下降 2957 位。 

◼子公司苏州宝馨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第七十九条，于 2021 年 12 月被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处以罚

款 28 万元。 

◼宝馨科技通过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上述处罚信息，并公开整改措

施。 

悦安新材（688786） 

◼环境绩效得分-30.79 分，金属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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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9 分，全 A 股排名下降 3049

位。 

◼上市公司自身因“总排口外排废水采样监测，结果显示氨氮

36.1mg/L、总氮 37.625mg/L，分别超过《铁合金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28666-2012 限值 1.406 倍、0.505 倍”，于 2021 年

12 月被赣州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 

◼截至榜单发布时间，尚未通过公开渠道获得悦安新材对前述环境

违规问题做出的公开说明。 

津荣天宇（300988） 

◼环境绩效得分-28.80 分，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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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6 分，全 A 股排名下降 4566

位。 

◼子公司浙江嘉兴津荣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因“现场检查时，焊接机正

在进行生产，配套废气处理设施未运转”被处以罚款 16 万元。 

◼津荣天宇通过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上述处罚信息，并表示“已

按环保要求完成整改”。 

4、排名上升案例（2021-11-23 至 2022-11-23） 

宝钢包装（601968） 

◼环境绩效得分 1.24 分，金属制品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第 2

位。 

◼环境绩效得分较上一期上升 1.42 分，全 A 股排名上升 2433 位。 

◼河南省企业事业单位及生态环境服务机构环境信用查询显示，子

公司河南宝钢制罐有限公司环境信用等级为“诚信”。 

◼子公司河南宝钢制罐有限公司连续两年纳入新乡市列入监督执法

正面清单管理企业清单。 

◼子公司哈尔滨宝钢制罐有限公司连续两年列入哈尔滨市生态环境

监督执法正面清单企业名单。 



◼子公司上海宝钢制盖有限公司列入 2021 年上海市生态环境监督执

法正面清单，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14 日。 

◼子公司河北宝钢制罐北方有限公司拟列入 2022 年河北省生态环境

监管正面清单的企业清单。 

科森科技（603626） 

◼环境绩效得分 0.60 分，金属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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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 分，全 A 股排名上升 2410 位。 

◼子公司昆山元诚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列入苏州市生态

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有效期 3 年。 

扬子新材（002652） 

◼环境绩效得分 0.42 分，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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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 分，全 A 股排名上升 2156 位。 

◼子公司扬子江新型材料（苏州）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4 月，列入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评级 A 级。重污染天

气重点行业绩效评级是为科学、精准制定应急减排措施而开展，

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环保绩效水平先进的企业，可以减少或



免除应急减排措施。其中，评为 A 级或引领性企业，可自主采取

减排措施。 

物产金轮（002722） 

◼环境绩效得分 0.13 分，金属制品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榜排名第 7

位。 

◼环境绩效得分较上一期上升 0.15 分，全 A 股排名上升 1682 位。 

◼子公司江苏金轮特种钢丝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3 月列入海门区生态

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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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当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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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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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