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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鲁扬

“新交规对闯黄灯处罚很严，司机普遍感觉不适应，一些

路口绿灯刚熄灭红灯就亮了，黄灯几乎没有间隔，司机根本没

法儿反应，这种灯迟早得换，估计乐坏了卖信号灯的老板。”日

前，北京出租车司机陈师傅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1月 1日起新交规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有关“闯黄灯
扣 6分”的规定引发很多争议。尽管公安部交管局专门下发通
知，要求各地交管部门对闯黄灯行为暂不予以处罚，但新规则

还是为一些企业带来了商机。

哪些企业从中受益

从目前的情况看，智能信号灯生产销售企业、监控探头经

销商被认为是“闯黄灯”新规实施的最大受益者，而间接受益

者还包括与智能交通系统软件开发、行车记录仪销售、自带固

定测速功能导航仪销售等有关的企业。

据悉，目前国内致力于高速行驶中车辆识别产品研制和

生产的公司主要有川大智胜、上海高德威和昆明利普机器视

觉等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这些企业从信息采集入手，研发生

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识别器（硬件）和识别系统（软件）以及

后台中心数据处理系统，并对交通状况进行实时数据分析。而

可以遇见的是，随着我国城市交通管理智能化的进一步提升，

这些企业未来将后劲十足。

一位办理汽车保险业务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闯黄灯”引发汽车追尾后如何认定保险理赔将成为一个

争议焦点，保险公司也要有应对准备，或许将来会出现一个与

“闯黄灯”有关的新险种。

本土智能交通系统将高速增长

近十年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2012年保有量超过 2.4
亿辆，随之而来对交通智能化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位在公安局交通管控中心工作的人士在其微博中指

出，许多城市的交通智能管理和控制系统基本上是进口德国

和日本的，似乎国内生产的类似系统在功能和性能方面相差

较远。而《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下转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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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笼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雾霾

天气，让人们直观感受到环境污染的

严重性。1月 13日，中国中东部很多

地区空气质量仍然是六级严重污染，

其中，北京市 35 个空气质量监测站

中，有 16个站点的“爆表”———空气质

量指数达到了 500，即标准上限。

更让人忧虑的是，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

中国企业至今还没有完全告别以破坏

环境为代价的野蛮式增长。新近发布的

《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调查报告》显

示，中国上市公司在环境责任领域整体

水平不高，在既发布过 2010年度 CSR

报告又完成问卷的有效样本里，排在前

100位的上市公司，达到 60分以上的

只有 37家，而 63%的在 60分以下，还有

一半多的上市公司没有发布过企业社

会责任报告。

2002年到 2011年，我国 GDP从

12.3万亿元增加到 43.7万亿元，年均

增长为 10.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

均 3.9%的增速，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

位跃居第二位。但与此同时，我国也为

这种经济增长付出了非常大的环境代

价。根据测算，全国有 70％的江河水系

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

流经城市的河流 95％以上受到严重污

染（据报道，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湘

江，到 2015年需要为治理投入 3000

亿元）；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

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

受到酸雨侵袭，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

20个城市中国占了 16个。

与目前的经济总量相比，我国的

能源消耗水平明显过高。据中国能源研

究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早在 2002年,我国

能源消费已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

而到 2010年，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能源

消费大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能

源消耗强度明显偏高，是美国的 3倍、日

本的 5倍。2010年，我国 GDP总量首次

超过日本，但当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

为 32.5亿吨标准煤，而日本同年的能源

消费总量是 6.6亿吨标准煤，德国同年的

能源消费总量是 4.4亿吨标准煤。

从现实来看，这种以破坏环境和消

耗资源为代价的野蛮增长已难以为继。

特别是十八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了

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课题和新任务，生态

文明建设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前置性

条件。所有中国企业，特别是代表中国企

业先进水平的上市公司必须从根本上

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对经济结构的战

略性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刚刚公布的 2012年 12月份宏观

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已经筑底，企稳

回升的基础已经稳固。上市公司应当抓

住这一有利时机，努力实现从先污染后

治理向企业全面环境责任管理的转型，

使以低碳可持续发展为方向的环境责任

竞争力，成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构建

未来核心竞争力的法宝。

上市公司应做生态文明建设的表率
丁是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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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北京，霾笼罩。
从1月10日至14日连续5天，北京PM2.5维持在200以上，污

染级别连续维持在重度和严重污染的水平。

北京市环保局环保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14日表示，北京
此次空气污染属近年来比较罕见，其中，10日是重度污染日，
11日至13日均为严重污染。

而这一天气就在这几天也侵袭了全国大部分地区，“许多城

市的灰霾都非常严重”。中国环境科学院副院长柴发合如是说。

“霾的出现说明有一定的颗粒物排放，形成不是一两天原

因造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

授潘小川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超标10倍的PM2.5

1月13日10时35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北京气象史上首个
霾橙色预警。

北京环保监测中心数据显示，12日17时左右，北京市很多
地区的PM2.5浓度值都达到每立方米700微克以上；22时，没
有好转，北京市各地区PM2.5监测结果除北部地区几个子站
稍低外，其他仍维持在每立方米700微克的高值；23时，西直门
北、南三环、奥体中心等监测点PM2.5实时浓度突破900微克，
西直门北高达每立方米993微克。
“这些数值意味着非常严重的污染，按照国家标准，PM2.5

日均浓度限值为每立方米75微克，有的时段高出了10倍左
右。”潘小川告诉记者，这种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危害非常大。

北京市环保局大气处处长于建华表示，根据相关技术标

准，当一个或多个区域24小时空气质量指数达到500则为极重
污染日。在极重污染日，施工工地停止土方施工，冶金、建材、

化工行业的污染减排量上升到30%，在京党政机关和企事业
单位带头停驶公务用车 30%。 （下转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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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环境

责任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上市公司

在环境责任领域整体水平不高，排在

前 100位的上市公司，达到 60分以上
的只有 37家，而 63%的在 60分以下，
还有一半多的上市公司没有发布过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在环保不及格的上市公司卷宗

里，《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近日一

直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健康元未能

幸免。健康元自 2012年 8月地沟油事
件涉案以来，全资子公司焦作健康元

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健

康元）从未停产整顿。除了地沟油采

购数量的惊人，更令人震惊的是，其

制药生产所产生的废渣废料已造成

附近农田严重污染。

健康元另一面：
玉米地里堆起废料渣

焦作健康元由健康元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和香港天诚实业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成立，注册资金 5亿元，其中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占投资

总额的 75%，天诚实业占 25%。
焦作健康元主要生产医药抗生

素———头孢菌素类的关键中间体 7-
氨基头孢烷酸（简称 7-ACA）。7-ACA
产量的 20%供应给丽珠集团生产头
孢曲松，另外 80%出口。

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调查组委

会秘书长崔志如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讲述了 2012年 9月 8日，环保 NGO
组织前往河南焦作健康元进行实地调

查时的情景：“健康元制药生产产生的

废料废渣直接倒在附近农田中间的空

白地上，这些制药废料废渣晒干以后

被拉走再倒进来，一部分被渗到农田

里，被风化氧化以后变成黄颜色，看似

与黄土的颜色没什么区别，但是翻开

以后又黑又臭，气味儿异常难闻。”

健康元靠太太口服液起家，焦作

健康元位于焦作市马村万方工业园。

在外界眼里，这家以生产抗生素药物

为主的企业显得很神秘。因为在厂区

周围常年都有保安把守，外来人员和

车辆均被拦截盘问，不准随意进入。

（下转第十一版）

本报记者 李金玲

健康元污染样本：
上市公司待解生态难题

本报记者 陈玮英

1月 13日,北京 PM2.5持续超标,天安门广场雾霾严重。目前，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环境污染并无减轻之势。有环保

组织认为，上市公司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责无旁贷，上市公司底子绿了，股票就红了，生态中国就有希望了。 CNS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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