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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6 年起，北京环保 NGO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先后发布并持续更新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
污染地图1。这两个数据库共收集了自 2004 年以来环保部门等官方部门公开公布的环境质量信息、
污染物排放数据、以及各地企业超标违规的记录。截至 2010 年 3 月，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两个环
境污染数据库收集的企业环境监管和处罚记录已超过 58000 条。2
通过分析污染地图汇总的数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以下简称 IPE）确认截至 2010 年 3 月 1 日，
在香港交易及结算有限公司（香港交易所）3上市的企业中共有 175 家企业存在可公开获取的环境
违规记录。图 1 显示，百分之十六以上的香港交易所主板上市公司在大陆有环境违规记录。 4

图 1：多家香港交易所主板上市公司在大陆存在环境违规记录 5

这 175 家香港交易所上市公司共有超过 750 条的环境违规记录，表明不少公司曾多次出现超标违
规。这些企业包括港股企业、H 股企业和红筹股企业。图 2 显示在上述三类企业中，出现过违规超
标的香港本地上市公司数量最多；而 H 股企业的违规超标记录数量最多。

图 2：香港上市公司存在多条违规超标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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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超标危及环境和社区
在香港本地股企业中，建滔化工集团有限公司6(KINGBOARD CHEM148)和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
司7 (KB LAMINATES 1888)在大陆的下属企业存在多条环境违规记录。2009 年 5 月，广东省海洋
与渔业局发布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广州建滔（南沙）石化有限公司连续两年超标排
放，污染珠江流域8。广州市环保局把该企业列为 2009 年突出环境问题挂牌督办企业名单9。而广
东省环保厅 2010 年一月底公布全省 2010 年环境污染整治企业，在被挂牌督办的二十家企业中，
建滔化工的印刷电路板（PCB）工厂就占了三家10。
另外一家有多条违规记录的港股企业是聯邦制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11(UNITED LAB 3933)。2004 年
该企业在四川彭州的工厂就因名列限期整治企业名单而被环保部门检查12。据报道，2007 年“该厂
排放的有色水和恶臭气味也引发了越来越多的民怨；对此，地方政府高度关注，地方环保部门已经
连续 7 次发文要求整改”13。2009, 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联邦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被当地政府
要求对“开展工业废气污染治理，有效解决恶臭气体污染扰民问题”14。2010 年，该企业被当地政府
要求 “制定污水达标排放实施方案”15。
另外一家有多条违规记录的港股企业是玖源集團16(KO YO GROUP 827)。2007 年其位于四川达州
的下属公司达州市玖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因“严重影响东柳河水质”而被“限期治理，并纳入 2007 年
省政府挂牌督办之列”17。达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督查督办通报(2008 年第 25 期)》显示，大竹玖
源化工有限公司在 2008 年废水“一、二季度连续超标”18。2010 年 2 月成都商报报道，“国家环保部
收到一起环境污染投诉，反映该厂存在违法排污行为，达州市环保局对这起交办案件十分重视，立
即立案调查。”“达州市环保局经过连续多日的暗访，现场查获该公司直排废水的违法行为。”该企业
“绕过环保部门在线监测系统，私设管道，将大量未经沉淀处理的工业废水直排河道。19”
在 H 股上市公司中，青島啤酒股份20(TSINGTAO BREW 168)各地的企业自 2004 年到 2009 年出现
超过 20 条的违规记录。其子公司青岛啤酒（重庆）有限公司分别在 2006、2007、200821三年有违
规记录。2008 年 01 月 06 日重庆市环保局《环境行政处罚公示》显示“2007 年 10 月 31 日，重庆
市环境监察总队执法人员对青岛啤酒（重庆）有限公司现场检查，发现其将未处理好的废水排入环
境。经对青岛啤酒（重庆）有限公司外排废水采样监测：SS 浓度为 3261mg/L;磷酸盐浓度为
18.6mg/L；COD 浓度为 158.2mg/L；分别超标 45.6 倍、36.2 倍、0.58 倍，对环境造成污染。22”
其在陕西宝鸡的另一家下属企业也因环境污染分别在 2004、2007、2008 及 2009 年被政府部门要
求整改23。其中 2007 年中办、国办督查组在暗查中发现该企业 COD 排放超标 4.92 倍24。
另一家 H 股公司，紫金礦業25(ZIJIN MINING 2899)自 2005 年起，分别在河北、新疆和贵州出现不
同的环境违规情况，其中一些违规和事故造成有毒有害物质排入当地水体 26 。例如，据新华网报
道，“2006 年 12 月 27 日，位于贵州省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的贵州紫金公司贞丰水银洞
金矿尾矿库发生子坝滑脱，约 20 万方含有剧毒氰化钾等成分的废渣废水溢出，流进下游已废弃的
小厂水库，部分进入当地农民仍在使用的白坟水库。”
同样还是一个 H 股公司，湖南有色金屬公司27（HNC 2626）的下属企业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于 2008 年被查处屡次超标排放重金属，由此被当地环保部门“责令立即进行环保整改”。整改通
知称：“据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监督性监测，今年一、二季度，你公司（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总排废水化学需氧量28、氨氮和总镉经常超标，总铅、总砷也出现超标现象。”29
在红筹股中，華潤創業有限公司(CHINA RESOURCES 291)和華潤電力控股有限公司(CHINA RES
POWER 836) 自 2005 年到 2008 年期间有超过 20 条的环境违规记录。据 2007 年 11 月南通日报
报道，華潤創業有限公司下属企业通州华润印染有限公司“污水处理设施停运，但厂区正常生产，
检查人员检查发现该企业在十分隐蔽处有一大口径排口直接排放大量废水。就在执法人员进入排污
口取证时，该企业员工企图开泵且行为十分粗暴，被执法人员当即制止。经取样测试，该排污口水
质 PH 值高达 14，废水没有经过任何预处理就直排通甲河，偷排污水数量之大实为罕见。按保守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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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该企业的日排废水量当在 5,000 吨以上。市环境监察支队副支队长张和称，早在四年前，该企
业就许下诺言扩建污水处理设施，可到现在都没兑现。4 年来，该企业生产能力不断扩大，然配套
的治污设施却严重滞后，虽被多次严厉处罚，但总是屡罚屡犯。30”2008 年初，该企业“再次被市环
保局查出环境违法行为。经检测，该企业向观音山污水处理厂污水总管排放的废水 COD 为 1620
毫克/升，是国家标准的 3.24 倍。”且“崇川区环保局已向区政府汇报，建议区政府责令该企业停产
整改”31。
同样还是一家红筹股企业，五礦資源有限公司32(MIN RESOPURCES 1208)的下属公司广西华银铝
业有限公司“自试生产以来，已发生 8 次不同程度的泥浆泄漏事件”33。在 2008 年 9 月 26 日发生的
泄漏事件中，为确保泥浆水不进入河流内，“致使靖西县新甲乡新荣村古杰屯、坡珠屯约 300 亩即
将成熟的稻田全部灌入泥浆，稻田内的泥浆厚度约有 15 厘米以上，造成部分农田颗粒无收。古杰
屯、坡珠屯部分农灌小溪河床被抬高，坡珠屯部分农户住处被灌进泥浆，严重影响了当地群众的正
常生产生活。” 此后，2009 年元月 22 日，广西华银铝业有限公司靖西县农林选矿厂再次发生泥浆
泄漏事件。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的通报，该事件“致使靖西县新甲乡新荣村坡珠
屯、古杰屯附近的三个泉眼冒出黄色泥浆水，对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再次造成不良影响。此次事件
充分暴露出该企业环保意识不强、整改要求落实不到位、事故隐患排查不彻底，以致反复多次对当
地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在社会上产生了恶劣影响。” 34

港交所上市公司在信息披露方便亟待加强
令人遗憾的是，这些违规超标问题在港交所上市公司的年报和官方网站少有提及，相关解释说明以
及后续采取的整改等信息更属欠奉。
近些年来，顺应世界潮流，一些香港交易所上市公司开始发布企业责任报告或企业可持续发展报
告。然而，在我们检索这些企业责任报告和企业官方网站时，发现缺少对超标违规记录和后期整改
措施的说明，这依然是其普遍存在的缺陷。
例如，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PETROCHINA 857)2007 年和 2008 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35均
没有对该企业在那两个年份间发生的多次违规记录做出任何说明36。
再比如，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DATANG POWER 991)在 2005 至 2010 年间出现了超过 30
次超标违规记录，但在其官方网站上我们没有找到解释说明37。这些记录中一半以上发生在 2008
年。例如，2008 年，该企业的下属企业广东大唐国际潮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未经批准，擅自开启
2 号机组烟气系统旁路挡板排放大气污染物，并闲置脱硫设施，违反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广东省环保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
六条第（三）项的规定，作出如下行政处罚决定：1、责令该公司限期改正违法行为；2、罚款人民
币伍万元。”同时，该公司还被环保部门指“谎报、拒报污染物排放申报事项，违反了《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再被罚款五万元。38”
该上市公司的另一家企业，大唐集团太原第二热电厂在 2006、2007 年均因超标排放被当地环保部
门处罚或限期治理39；2008 年，该企业被指“管理松懈，纪录缺失，脱硫设施的运行存在问题”以及
“10#机组脱硫浆液循环泵只能满足 50%的负荷量，与主机 78%负荷不匹配” 40；2010 年该企业再被
太原市环保局限期治理41。而该公司 2008 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42中对 2008 年发生的违规超标记录
均未说明。

中国大陆环境执法日益加强
长久以来，执法不严和偏低的罚款，使得企业的环境违规行为对其经济利益的影响常常微乎其微。
正因如此，罚款经常被看作商业成本的一部分。尽管如此，随着中国大陆环境执法力度的加强，罚
款额度呈现上升状态，表明环境违法行为的成本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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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例而言，中石化(SINOPEC CORP 386)下属企业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分别在
2004 年、2005 年、2007 年和 2008 年出现超标违规记录43。仅在 2008 一年，该企业就被征收排
污费和罚款共计 2000 万元。然而，2009 年广东省环保局公布的挂牌督办企业中，广州石化再次因
排放不达标位列其中。根据官方媒体报道 2009 年 3 月报道， 广州石化被挂 “红牌”44，企业“如果没
有及时摘牌或完成整改，未来企业贷款将受到相关限制”45。在当地社区和政府的压力下，广州石化
2009 年 5 月表示“计划投入 1.4 亿元用于建设和检修环保设施”。46
再比如，2008 年，榆林市环保局对神华能源股份有限责任公司(CHINA SHENHUA1088)神东分公
司大柳塔煤矿下达停产治理通知，同时“处以 100 万元以下罚款并加 1 倍征收排污费”47。2009 年 3
月 22 日，榆林“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对神华能源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神东煤炭分公司大柳塔矿进行了暗
查。执法人员在暗查中发现该矿矿井废水不能稳定达标排放，总排口 COD 为 130mg/L，属超标排
放。在此之前的 3 月 8 日，省环保厅组织的全省煤炭行业专项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大柳塔矿和活鸡
兔矿于 2003 年整合后，生产规模已达到 2,000 万吨，没有重新报批环评文件，且污水处理设施运
行不正常，矿井黑水外排。”为此，榆林市环保局“决定对大柳塔煤矿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行为
处以 100 万元罚款，同时要求该公司于 4 月底前，对大柳塔煤矿的污水处理厂进行整改，确保稳定
运行达标排放，逾期未达到要求的，将责令停产治理。”48
另一个广为报道的案例是福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FOUNTAIN SET 420)。2006 年，广东省环保局
与国家环保总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在对其下属企业其东莞福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暗访中，发现
“这样一家曾经获得多个荣誉称号的香港上市公司，环境违法行为竟然非常猖狂。”经调查发现，福
安公司偷埋 25 厘米管径暗管，日偷排高浓度印染废水 2 万多吨，在排污申报上，每年谎报、瞒报
废水接近 1,000 万吨。环保执法部门认定福安公司存在谎报、少报污染物排放数量和偷排偷放行
为，并因此少缴纳排污费，并因此确定追缴福安公司偷排废水部分的超标排污费 1,155 万元49。
长江三角洲和太湖流域等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环境执法改进更加明显。除了处以罚款，地方政
府还可能对污染企业实行停产整治，而这常常给问题企业带来更大的经济影响。上文中提到华润创
业有限公司下属企业通州华润印染有限公司 2008 年被“停业整顿，每天经济损失达 2-3 万元”。该公
司“公司因屡屡超标排放，被环保部门课以重罚，媒体上多次曝光，不良信誉还被金融系统录入数
据库。为此，企业不仅自身资本运作困难，还影响到母公司华润集团旗下其他公司的资金运作，使
母公司的上市业绩受损。”2009 年 4 月，“通州华润印染有限公司因经营管理不善，被清算关停。50”

扩大环境信息公开趋势渐显
在中国经营的公司在报告和披露环境信息方面面临越来越多来自政府的压力。国务院颁布的《政府
信息公开条例》和环境保护部颁布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EIDM）在 2008 年 5 月 1 日开始实
施，对于改善环境治理具有重大意义。
依据上述法规，大陆环保部门需向社会主动公开其掌握的多类环境信息。依据《环境信息公开办
法》，环保部门应公开的环境信息包括环境保护规划、排放许可和环境统计信息等。而与企业最相
关的是 “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总量超过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排
放总量控制指标的污染严重的企业名单”；“发生重大、特大环境污染事故或者事件的企业名单”；和
“经调查核实的公众对环境问题或者对企业污染环境的信访、投诉案件及其处理结果”51。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做出要求。具体要求是：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
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总量超过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排放总量控制指标的污染严重的企业，应
在三十日之内在当地主要媒体公开企业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
排放浓度和总量、超标、超总量情况；企业环保设施的建设和运行情况；和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
案。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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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企业信息披露规定的执法状况仍有待加强，但是来自中央政府持续要求和地方政府公布环境污
染事故和环境违规行为的压力将会不断推动企业公布其环境信息。
除了逐步推动信息公开，中国政府还出台了一系列环境经济政策，包括利用利用金融工具促进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绿色证券”是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 年 2 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53发
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理工作的指导意见》54（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
明确表示“国家环保总局将按照《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行）》等有关规定，推进和监督上市公司
公开环境信息。地方各级环保部门应当将未按规定披露环境信息的上市公司名单，逐级上报国家环
保总局，同时依法严格保守公司的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同时国家环保总局将“对未按规定公开环
境信息的上市公司名单，及时、准确地通报中国证监会55”。
回应这些法律和政策，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公布不久，上海证券交易所于 2008 年 5 月发布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暨发布〈上海证券交易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露指引〉的通
知》（以下简称《环境信息披露指引》）。通知要求在上交所上市的公司应形成符合本公司实际的
社会责任战略规划及工作机制，及时披露公司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特色做法及取得的成绩，并在
披露公司年度报告的同时在本所网站上披露公司的年度社会责任报告。《环境信息披露指引》还要
求企业公开与环境保护相关的重大事件，包括：
•
•
•
•

公司因为环境违法违规被环保部门调查；
受到重大行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
或被有关人民政府或者政府部门决定限期治理或者停产、搬迁、关闭的；
公司被国家环保部门列入污染严重企业名单的。56

同时，《环境信息披露指引》还要求被列入环保部门的污染严重企业名单的上市公司，应当在环保
部门公布名单后两日内披露下列信息：
•
•
•
•

公司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度和总量、超标、超总量情况；
公司环保设施的建设和运行情况；
公司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公司为减少污染物排放所采取的措施及今后的工作安排。

上市公司不得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开前款所列的环境信息。57
尽管上交所的这些规定的实施情况尚属有限，但已经有一些上市公司开始为执行法规要求作出准
备。针对上交所《环境信息披露指引》的要求，自 2009 年末起，部分企业开始公布企业环境信息
披露工作制度58。这些企业承诺公开环境信息，包括公开因环境违法违规被环保部门调查，以及受
到刑事处罚、重大行政处罚的信息；有的甚至承诺对环境信息报告不及时、故意隐瞒重大环保信息
等行为的相关责任人实施处罚。
尽管如上文提到，港交所上市企业的企业责任报告在违规记录的公开上仍存在明显缺陷，但是，中
石油、中石化和大唐等主要企业开始公开企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报告，本身也说明了企业界已经意
识到环境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中石油和中石化已经公开了其集团的部分重要排放数据59。在最新的
一份企业责任报告中，中石油对其下属公司2009年底发生的柴油泄漏造成黄河污染的事件作出了说
明，为此类污染事件的公开的常态化带来了希望。60
NGO 在推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一些 NGO 开始依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向地方政
府申请公开环境信息61。环境信息公开的进步意味着环境数据将变得越来越容易的获取。受益于环
境信息公开的不断加强，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中国水污染地图和空气污染地图收集的企业环境监管
和处罚记录的数量已超过 58,00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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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人鼓舞的是，一些香港上市公司已经开始直接回应 NGO 的信息公开要求。大成食品(亞洲)有限
公司62(DACHAN FOOD 3999)针对其违规记录，主动向 NGO 作出解释说明63。其它案例还包括康
師傅控股有限公司64（TINGYI 322）、中國旺旺控股有限公司(WANT WANT CHINA 151)和青島啤
酒股份有限公司。2010 年初，34 家中国环保组织共同发起绿色选择消费者行动，呼吁消费者谨慎
选择有污染记录的品牌产品。其中涉及到的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TINGYI 322）、中國旺旺控股有
限公司(WANT WANT CHINA 151)和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就此开始与 NGO 进行沟通65，其中康
師傅控股有限公司按照 NGO 的要求对多家下属企业的环境排放数据进行了披露。2009 年 3 月，受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绿色选择供应链管理项目（GCA）的推力，在港上市的重工业巨头馬鞍山鋼鐵股
份有限公司(MAANSHAN IRON 323)在其客户企业的要求下，就其环境违规记录与 NGO 进行对
话。
在全球范围内，鉴于商业风险不断增加，投资者对企业的环境报告和信息披露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
趣。然而对于中国而言，建立和改进企业环境报告和环境信息披露的新规范无疑仍有很长的路要
走。中国政府、媒体、NGO 以及负责任的客户企业已经开始行动，若金融机构和投资者能加入这
一努力，必将加快这一重要转变的进程。

香港的角色
香港在加快改善内地环境上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香港特区政府已与广东省当局已加紧有关环境保
护的联系和协作，而｢清洁生产伙伴计划｣就是其中一个例子。这计划由香港环境保护署和广东省经
济贸易委员会合办，于 2008 年 4 月正式推出。在这个计划下，香港特区政府提供资金，资助珠三
角区内的港资工厂改善它们对环境造成的影响。66

香港交易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的角色
其实，香港可发挥的作用还有很多。由于许多在内地进行业务的公司都是于香港上市的，港交所因
而在这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港交所主席夏佳理于2009年的港交所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指出：「现
今的投资者要求更高的透明度和问责性。我坚信这经验将可加快我们追求可持续商业策略及常规的
步伐。现今的权益人日益以较广泛的标准衡量商业价值（例如对社区及环境的影响），香港交易所
在注重业务增长以外，还要确定其企业社会责任目标，并向权益人积极宣告我们在市场、工作环
境、社区及环境的持续投资，以及我们对道德和负责任的商业常规的长远承诺。｣67
z
矿业公司的新上市规则
我们还注意到，港交所于 2009 年 9 月发表了一份咨询文件，建议更新与自然资源的勘探、开采或
生产有关的公司的主板上市规则。建议之目的在于把资源公司的上市规则与国际间的最佳做法看
齐，以推动香港成为一个主要的自然资源公司上市和集资中心。68

港交所指出，尽管部分公司设有内部指引，现时却没有任何一个司法管辖区执行有关对社会和环境
造成影响的披露。咨询文件建议，矿产和勘探公司必须考虑并披露从原材料至业务操作过程中有关
以下的各项情况：
¾
¾
¾
¾

从环境、社会和健康问题洐生的项目风险；
非政府组织对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遵守东道国的法律，法规及许可证；以及
项目的环境责任。

咨询期已经结束，港交所正在进一步咨询有关草拟和技术的问题。上市委员会预期需要于 2010 年
4 月考虑咨询的结果，并尽快采用新的上市规则。据释，港交所已经采纳此建议，审议任何准首次
公开发售的采矿业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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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港交所的新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守则之建议
港交所建议更改采矿业务企业的上市规则是正确的一步。此外，港交所的新策略性发展方向是令人
感到鼓舞的，当中包括草拟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可能牵涉所有上市公司），准备本年稍后时间进行
咨询。
z

除订出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外，港交所还应该：
1. 要求上市公司就其附属公司于内地或其它地方违反环境规例（如有）通知港交所，并需要列
出企业已采取的补救措施和最新的监控数据，以及在有关企业的网站内建立一个公布系统，
发布有关数据；
2. 善用目前中国对其环境问题日渐透明的趋势，要求企业在准备其首次公开发售时强制公布可
供公众阅览的违反规则纪录；及
3. 鼓励其上市公司定期公布企业排放污染物的数据。
我们相信港交所订出的披露规则具有策略性的意义。原因在于：
1. 它将协助减少投资风险和保障投资者利益；
2. 它有助推动中国（以及其它地方）提升对环境问题的透明度；以及
3. 它将鼓励绿色投资和协助中国（以及其它地方）的污染监控工作。

总结
由于不少企业（包括在港上市的企业）都在国内营运，香港和港交所因而可以发挥一定作用和肩负特别
的责任。我们深切相信若港交所要推动其自身价值观，必先要尽快为在港上市的企业缔造一个公平的环
境，让企业能披露更多其影响环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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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中国水污染地图首页：http://www.ipe.org.cn; 中国空气污染地图首页：http://air.ipe.org.cn。
在中国水污染地图和空气污染地图的“企业监管记录查询”栏目输入任何一家企业的关键字，可了解该企业在 7 年来是否
存在污染记录。
3
http://www.hkex.com.hk/eng/index.htm。
4
鉴于执法不严以及环境信息公开尚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结果并不能证明余下的 84%上市公司不存在环境违规行为。上
述原因也意味着实际存在超标违规记录的上市公司数量和超标违规记录数量均有可能更高。
5
调查范围：截至 2009 年 8 月 27 日香港交易所主板上市公司名录中企业。
6
集团分厂逾 60，生产多种产品，经营范围已由覆铜面板发展至印刷线路板、化工产品、包括甲醇、甲醛、双氧水、苯
酚/丙酮、 双酚 A、烧碱、PVC、焦煤及焦炭；铜箔、玻璃纤维布、玻璃纱、漂白木浆纸、液晶体显示屏及磁电产品等多
个领域。网址：http://www.kingboard.com/about.asp。
7
建滔积层板控股有限公司现时于中国东部及南部共有 21 座生产设施，网址：http://www.kblaminates.com/index.asp。
8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24425。
9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37227。
10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44296,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44283,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44289。
11
联邦制药拥有 6 家生产基地，包括香港联邦制药厂有限公司（制剂）、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原料）、珠海联
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制剂）、联邦制药金亿胶囊厂（空心胶囊）、联邦制药（成都）有限公司（中间体）、
联邦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中间体）。http://www.tul.com.cn/ch_Simplified/about.asp。
12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7540。
13
http://air.ipe.org.cn/gyqyxxDetails.do?id=3147。
14
http://air.ipe.org.cn/gyqyxxDetails.do?id=14573。
15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44835。
16
集团现拥有五家全资控股附属公司，即成都玖源化工有限公司、成都玖源复合肥有限公司、青岛玖源化工有限公司、
达州市大竹玖源化工有限公司、德州玖源复合肥有限公司。
17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9228。
18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33142。
19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44832。
20
1990 年代末，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在 18 个省市及自治区拥有逾 50 间啤酒厂。网址：
http://www.tsingtao.com.cn/2008/en/index.jsp。
21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5481,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17402,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40950。
22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17402。
23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5990,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5991,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6763,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16885,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31905,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38732。
24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6763。
25
http://www.zjky.cn/english/tabid/172/Default.aspx。
26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34807,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10063,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3375。
27
http://www.hng.com.cn/English/About.asp?class_id=7。
28
化学需氧量（COD）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用强氧化剂处理水样时所消耗氧的量。COD 可大致表示污水中的有机物量，
因此可以大致反映水体受还原性物质污染的程度，其数值越大，表明水体污染越严重。
29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31837。
30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9213。
31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12019,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14547。
32
http://www.minmetalsresources.com/eng/index.html。
33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45623。
34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45623
35
2007: http://www.petrochina.com.cn/resource/pdf/qyshzrbg/2007f.pdf, 2008:
http://www.petrochina.com.cn/resource/pdf/xwygg/2008shzrbg_cnf.pdf。
36
在中国水污染地图（http://www.ipe.org.cn/bdbqy/index.jsp）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
（http://air.ipe.org.cn/bdbqy_cx.jsp）以关键词“中石油”、“中国石油天然气”就可以搜索到其相关环境监管记录。
37
http://www.dtpower.com/en/index.jsp。
38
http://air.ipe.org.cn/gyqyxxDetails.do?id=15813。
39
http://air.ipe.org.cn/gyqyxxDetails.do?id=1186, http://air.ipe.org.cn/gyqyxxDetails.do?id=3254。
40
http://air.ipe.org.cn/gyqyxxDetails.do?id=12065。
41
http://air.ipe.org.cn/gyqyxxDetails.do?id=17319。
42
http://www.dtpower.com/upload/news/2009-05-1109-15-50ppic0.pdf。
43
http://air.ipe.org.cn/gyqyxxDetails.do?id=846, http://air.ipe.org.cn/gyqyxxDetails.do?id=88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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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ir.ipe.org.cn/gyqyxxDetails.do?id=3021, http://air.ipe.org.cn/gyqyxxDetails.do?id=8515。
44
http://www.gdepb.gov.cn/upload/file/20051219001.doc。
45
http://air.ipe.org.cn/gyqyxxDetails.do?id=15900。
46
http://air.ipe.org.cn/gyqyxxDetails.do?id=15900。
47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23839。
48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34784。
49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4215。
50
http://www.ipe.org.cn/bdbqy/gyqyinfo.jsp?ID=14547。
51
http://www.zhb.gov.cn/info/gw/juling/200704/t20070420_102967.htm。
52
http://www.zhb.gov.cn/info/gw/juling/200704/t20070420_102967.htm。
53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现已更名为国家环境保护部。
54
http://www.gov.cn/zwgk/2008-02/25/content_900324.htm。
55
中国证监会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依照法律、法规和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理全国证券期货市场。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jhjs/。
56
http://www.cnstock.com/jysgg/2008-05/14/content_3314423.htm。
57
http://www.cnstock.com/jysgg/2008-05/14/content_3314423.htm。
58
http://stock.jrj.com.cn/cominfo/disc, 2009-10-30,600526,000000000000021pi0.htm,
http://stock.jrj.com.cn/cominfo/ggdetail_2009-12-26_002131_970343_stock.htm,
http://stock.stockstar.com/JI2010031600000001.shtml。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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