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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环保风暴猛刮 华海药业等企业停产压力增大
十几万， 多年来小企业也都是这么
做的。 “不过我认为药企业应该承
担，它们除了环保成本，其他的成本
费用真的不算高， 毛利率和利润都
很高”。

编辑按：
台州有 40 多家上市公司， 其中以

根据 2016 年年报数据，制药行
业销售毛利率行业均值为 46.68%，

化工、医药生物、机械设备等类型企业
居多。 不可否认，这些企业带动了台州

中值 52.38%， 华海药业毛利率达
49.85%，而港股的“明珠”腾讯控股

经济的迅速发展。 但伴随经济发展的同

2017 年 三 季 度 销 售 毛 利 率 才 为

时， 台州面临的环境挑战也在不断增

49.85%。
联化科技在披露的 《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中透露，近年来，公
司每年的环保投入都超过 1 亿元，

加。 8 月 11 日-9 月 11 日，中央环境保
护督察组就将浙江企业作为重点督察
目标，近千家企业受到影响。 那么，在环

而华海药业的排污费也呈逐年递增
趋势，2016 年达 1.14 亿元，2017 年

保督察风暴席卷下，台州的环境问题是
否得到较彻底的改变？ 对此，《国际金融

上半年达 6458 万。
“一切都要有个过程。 ”

报》进行了独家调查……

刚上市的天宇股份董秘王艳在
接受 《国际金融报》 记者采访时表
示， 如今环保部门对企业管理极其
严格， 天宇股份的工厂晚上都会遭

临海医化园区中的上市企业

国际金融报记者 ｜ 林淼

出的是她居住的村庄附近， 临海市

遇突击检查。 “我们一年的环保成
本都达到几千万， 不是小厂子能够

“我印象最深刻的事，小时候家
门口只有海，后来填埋了变成地，再
后来变成了厂。 烟囱越来越多，气

杜桥镇的川南医药化工园区。
据了解， 临海医化园区为浙江
省医用化学原料药的生产基地，是
国内化学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产业
的唯一聚集区。 目前建成区面积 8

相比的。无法承受环保成本的企业，
也不可能再做下去”。
上述药企人士则对记者表示，
“先上车的，先洗白。 已经做大了的
企业，才有资格说环保，而且哪个上

味越来越臭……你睡醒看着窗户就
会发现，这烟囱怎么又多了一个。 ”

平方公里， 其中医化企业占地约
4.89 平方公里，该园区临近大海，位

市企业，没有原罪的呢？ ”
该人士表示，对于环保问题，大

2017 年 11 月 10 日，台州临海
市市民李芸（化名）向《国际金融报》
记者这样说。

于较偏远的郊区。

多数当地药企讳莫如深， 要探寻真
相很不容易， 但是现在的确一切都
在变好。

台州，浙江省省辖地级市，东濒
东海，位于宁波和温州之间的沿海

家，其中有华海药业、永太科技、海
翔药业、联化科技、仙琚制药、九洲

《国际金融报》记者走访园区中
的企业时，13 家企业 （11 家药企）

城市，全国第一个实行商品房限购
的三线城市。

药业、万盛股份（从事有机磷系阻燃
剂等）、奥翔药业、天宇股份 9 家上

中，3 家企业无法联系到负责人（院
门紧闭、 电话不通），4 家企业表示

财汇大数据终端显示，截至 11
月底， 台州市一共有 43 家上市公

市企业。
财汇大数据终端显示， 截至

董秘（或负责人）在外出差，3 家企
业表示可发采访提纲至邮箱但再无

司，其中 41 家为制造业企业，多属
化工、医药生物、机械设备等。

2017 年 11 月末， 台州所有上市企
业市值超过 4000 亿元，医化企业市

回复， 仅 3 家企业接受了记者的采
访或给予了回复。

而有当地居民表示，因为台州
的医化工厂众多，环境问题突出，空

值就达 1213 亿元，而临海医化园区
2016 年的产值达到 152 亿元。

一位医药企业专家对《国际金
融报》记者表示，制作医药的过程

气问题严重影响了周边住民的生
活。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 但一些当

当地一位大型药企的员工告诉
《国际金融报》记者，经过整改，大多

涉及非常多的化学品，难免带来环
境污染问题（并且很难处理），生产

地居民还是把癌症频发归因于此。
2017 年 8 月 11 日到 9 月 11

数污染最严重的工厂都搬入了临海
医化园区， 而对该地区企业的监测

过程中毒性极大，也会危害工人的
身体，但这是为了健康事业，药企

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正式入驻
浙江，将台州企业作为重点，近千家
医化工厂、车厂遭遇整顿、关停、限
产等。

也越加严格。
当地医药龙头企业华海药业的
员工向记者证实，最近一段时间，环
保部门对公司抽查极其严格， 时不

30 日总市值达 252 亿元，上市以来
业绩节节高升，2016 年营业收入达
41 亿元，净利润 4.57 亿元。

或少都有环保处罚记录， 并被媒体
报道。
“这个园区的问题不是一家企

据李芸的说法， 临海医化园
区的环境问题（气味）十年来一直
很严重，媒体不断曝光，居民不断

11 月末，《国际金融报》记者走
访台州 4 个化工区、9 家上市企业、

时就停产， 对工人的作业造成一定
麻烦。 “我们是上市公司，对我们盯

而与其业绩相对应的， 则是华
海药业的环保违规记录， 对其的处

业造成的，整个园区的企业那么多，
药企带来的污染在所难免， 特别是

上访、上告，但都最多只管用一阵
子。

刀切”。
他还建议，“医药行业是一个竞

当地环保部门及居民，试图了解台
州环保风暴过后的现状。

得更紧”。

罚决定集中在 2014-2015 年，川南

在环保政策执行不够到位的情况
下。 奥翔药业的业务偏向高端，生
产量相对于其他药企偏小， 但它就

一位不愿具名的药企内部人士
对记者表示， 环保成本的确给企业
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为了达到环保

争很充分的行业，在环保方面，这种

分厂（即临海医化园区内分厂）废水
和废气污染超标， 最高一次罚款为

以 2001 年成立、2003 年上市

58.6 万元。
《国际金融报》记者查询了园区

在园区内，位置不理想，味道还是比
较明显的。 ” 奥翔药业的前员工如

部门的标准，每年投入几千万都不
够， 而许多小企业连利润都不能达

严格， 否则管理较松的地区企业会
将此（缩减环保成本）当成竞争中的

的华海药业为例， 其 2017 年 11 月

内多家上市企业的资料， 发现或多

是表示。

到千万级，相比之下还不如被罚个

筹码。 ”

根据当地环保部门提供的资
料，临海医化园区共有医化企业 49

罚款数与利润量
药企的“乐园”
李芸表示，台州环境问题最突

流经园区中的河流

园区边上的蔬菜地

本版图片均由林淼 摄

园区中的蒸汽管道正在泄露

的存在和发展关乎国计民生，一个
小品种断供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
果。 “环保是必须的，但要使造成的
污染可控，必须分阶段，不能搞一

严格的环保风暴和环保标准必须全
国同步， 绝对不能仅仅对一个地方

一汽、东风、长安三巨头“在一起了”，汽车国家队大合并端倪初现
国际金融报记者 ｜ 张力克

12 月 1 日，中国第一汽车集团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一汽”）、东风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
汽车”）、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长安汽车”）在武汉签
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三大汽车集团共同披露的
协议内容， 为推动中国汽车市场发
展和中国汽车品牌综合实力提升,
三方将在前瞻共性技术创新、汽车
全价值链运营、联合出海“走出去”、
新商业模式等四大领域开展全方位
的合作。
三大汽车集团内部人士对外表
示，这标志着中国汽车行业的“国家

也“极其可怕”。相关数据显示，2016
年， 东风汽车营收约为 5699 亿元，
净利润约 94 亿元；中国一汽实现营
业收入约为 4304 亿元， 净利润约
160 亿元； 长安汽车营收为 785.42
亿元，其中净利润达 102.8 亿元。
此外， 三大汽车还和海外主流
汽车制造商都建有合资公司， 不断
地与海外汽车制造商进行技术交

现场，这背后的意义确实重大，哪怕
是说这三大集团以后会合并， 一点
都不为过。 ”

流，或共同进行技术研发。
即便三大汽车集团还没有合
并，但是仅通过各领域合作的方式，
其能调动的相关汽车资源， 也足以
让整个行业震动。
经过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中
国汽车产品品质和竞争力有了很
大提升，开始与国外品牌展开正面
竞争。 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飞速
发展， 汽车领域出现了跨界融合、

巨无霸即将诞生？
资料图片

国一汽、东风汽车共同创建“前瞻共
性技术创新中心”。 三方共同围绕
新能源、智能化、网联化、轻量化等

方将积极践行国家 “一带一路”倡
议，探索在海外产品、海外终端网络
资源、 海外商业伙伴、 海外制造资

中国一汽与东风汽车共建前瞻共性
技术创新中心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正
式签署，双方将围绕车载智能网联、

四大领域“共赢”

领域，对战略性核心技术、平台进行
联合投资、开发，并共享技术成果。
其次， 在汽车全价值链运营领

源、国际物流等方面的深度合作。
三方还将共同探索新商业模
式，加强汽车共享、出行服务、汽车

燃料电池、 轻量化等前瞻性技术进
行研究， 以快速提高中国汽车工业
前瞻性技术研究水平；6 月份，中国

三大汽车集团公开文件显示，
首先在前瞻共性技术创新领域，三
家车企将积极参与智能网联汽车国
家创新中心的组建， 长安汽车与中

域， 三方将重点加强传统整车平台
和动力总成等方面的协同，开展生
产制造领域的合作以及协同采购，
并深化在物流领域的协同合作。
此外，在拓展海外市场方面，三

产业新生态的前瞻性研究与合作，
探讨在金融领域的协同，共同谋划
参与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建设。
事实上， 三大汽车集团在以上
合作领域早有接触。 今年 2 月份，

一汽与东风汽车在零部件领域再次
展开合作，共同推进新的合作模式。
三大汽车集团对外表示：“中国
三家车企深化合作， 顺应了经济全
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大趋势， 符合

队”开始全面合作。

优化产业布局、 发展先进制造业的
产业政策，是落实《汽车产业中长期
发展规划》的一次新探索。 ”
汽车行业分析师崔珏对 《国际
金融报》记者表示：“跟以往相比，这
次出席战略协议签约仪式领导的数
量和重要程度都令人震惊， 除了三
大汽车集团的董事长以外， 集团副
总经理级别的领导几乎都出现在了

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
显示，在过去十年中，中国一汽、东
风汽车、 长安汽车在国内一直是位
列销量排行榜二三四的汽车集团
（不同年份排名会有变化）。 2016
年， 三大汽车集团累计销量为
950.64 万辆，接近国内汽车市场总
销量的 38.4%。 其销量之和可以与
大众汽车、丰田汽车、通用汽车争一
下全球前三。
而在营收方面， 三大汽车集团

产业融合等新生态，汽车产业正在
发生深刻的变革。 这对三大汽车集
团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三大
汽车集团对外表示：“中国一汽、东
风汽车、 长安汽车开启合作新篇
章，有助于中国汽车企业抢占战略
制高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