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保险（二）

涉危险废物企业环责险落实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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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危险废物的产生量日益增多，种类也变

得越来越复杂。危险废物具有毒害性、易燃易炸性、化学反应性、腐蚀性等多种危害特

性，如果危废处理不当会在自然环境中不能被降解，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影响人体

健康、制约可持续发展。

2019 年 3 月 21 日，江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因长期违法贮存危险废物导致自燃进

而引发爆炸，事故不仅造成近 800 人伤亡，还影响到周边水质。同年 3 月 31 日，昆山

汉鼎精密金属有限公司因未按规定存放镁合金废屑引发燃爆事故，导致 12 人伤亡。这

两起事故均是因未合理贮存处置危废导致的，不仅造成人员伤亡，还会对环境造成危害，

若是在发生事故之前，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下简称“环责险”），由保险公

司对企业做好环境风险评估，并在承保责任期间通过技术手段提高企业风险防范意识，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减少环境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因此，危险废物企业在重视自身的

环境责任，做好污染减排工作的基础上，还应积极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国家为了能够让危险废物企业更重视自身的环境责任，加强多方监管，也在危废企

业大力推进环责险。2013 年，原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部）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13〕10

号）明确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试点企业范围及保险条款、保障机制等，意味着环

境污染责任保险在环境高风险行业开始强制试点，这其中就包括产生、收集、贮存、运

输、利用和处置危险废物的企业。2020 年 9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99 条规定“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

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也是环境污染强制责任

保险首次入法。

为了了解危险废物企业落实与执行环责险的现状，帮助保险公司识别因危废企业存

在的环境责任而引发的重大环境赔付风险，绿色江南积极向各地经营环责险的保险公司

进行致函和友好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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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概况

本期报告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 合作，获得了蔚蓝地图环境数据库

（www.ipe.org.cn）的支持，绿色江南筛选出 151 家 2019 年至 2021 年年初存在环境违

规记录的危废企业。通过参考个别省市出台的环境风险评估指南，如贵州省 2019 年制

定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风险评估指南（试行）》 、深圳市 2015 年制定的《深圳市危

险废物经营单位环境风险评估及等级划分技术规范》等，本期关注的环境风险指标包括

行政处罚（罚款、限期整改，查封等）、环保督办、在线监测数据异常等。

2.1 企业分布

图 1 151 家危废企业各省市分布情况

本期报告涉及的 151 家危废企业在各省市的分布情况如图 1所示，共涉及 11 个省

市，其中江苏省下辖城市以及企业数量涉及最多，共有 41 家危废企业，分别分布在常

州、苏州、无锡等 7 个地市；其次是浙江省，共 23 家企业，分别分布在台州、温州、

杭州、宁波 4个地市；河南及安徽两省的危废企业分布比较集中，分别在济源及合肥两

个地市，涉及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分别是 6家及 3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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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企业环境违规情况

图 2 各个风险评估指标所占企业数量

前文也有提到，本期危废企业关注的环境风险指标包括行政处罚、环保督办、在线

监测数据异常等三个指标，其中单个风评指标中只有行政处罚的企业占比最多，高达

87%，环保督办的企业数量最少，只有 1 家。同时占两个风评指标的企业共 8 家，其中

同时存在行政处罚及在线监测数据存在异常的企业有 6家，而同时存在行政处罚和环保

督办的企业只有 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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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行政处罚种类所占企业数量

本期报告中，涉及到行政处罚的企业共 140 家，而行政处罚包含环保罚款、限期整

改、停产整治、查封等，其中涉及到环保罚款（包括单独被罚款以及除罚款外还涉及到

其他行政处罚）的企业数量较多，有 134 家，占到九成以上，其他种类的行政处罚所占

企业数量较少。

北京固废物流有限公司
1
2019 年至今的行政处罚的罚款金额均低于五千，但监管记

录条数多达 31 条；济宁阳光化学有限公司
2
近两年因环境问题导致的违规记录有 13 条，

涉及最高的罚款金额高达 100 万，且工作人员多次因环境违规受到行政拘留；山东金诚

重油化工有限公司
3
在 2019 年因损害生态环境被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向法院提起生态损害

赔偿诉讼......绿色江南希望通过致函的方式向140家企业所在地的保险公司进行友好

提示，关注这些企业的环境表现，及时识别企业存在的环境重大风险。

3、3、保险公司回复情况

基于致函的 151 家危废企业分别分布在 11个省市下辖的 27 个城市，根据前期对保

1http://www.ipe.org.cn/IndustryRecord/regulatory-record.aspx?companyId=11669662&dataType=0
2http://www.ipe.org.cn/IndustryRecord/regulatory-record.aspx?companyId=14570121&dataType=0&isyh=0&sho
wtype=0
3http://www.ipe.org.cn/IndustryRecord/regulatory-record.aspx?companyId=250275&data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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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公司的梳理，分别向 14 家保险公司分布在 27 个城市的在地分公司发出 81 封函件，

截至目前，共有5家保险公司涉及8家在地分公司主动致电绿色江南进行了回复与沟通，

沟通内容包括目前危废企业的投保现状、遇到的难点以及环境风险评估开展情况等。

表 1 本期积极反馈的保险公司及致函涉及企业数量

保险公司 涉及企业数量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源中心支公司 6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1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 3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11

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 3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1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分公司 3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11

另外，有 73家在地分公司未就此次信件中提及的内容进行主动沟通，其中有 29家

在地分公司在两期报告的致信过程中均未收到回复。绿色江南希望这些保险公司能打破

沉默，积极回应公众提出的友好建议，加强互动，促进环责险在危废行业的真正落实。

表 2 两次致信均未作出回应的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名称 未回应分公司所在地

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延安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合肥、延安、重庆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合肥、南京、南通、苏州、台州、

无锡、延安、重庆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台州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杭州、南京、连云港、苏州、台州、

无锡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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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危废企业落实环责险现状与难点

在与保险公司沟通之前，绿色江南认为环责险在危废行业已有立法的支持，不管是

企业的投保积极性，还是保险公司在环责险的职能履行都应积极响应。但通过此次沟通，

绿色江南了解到，虽然新固废法要求危废企业投保环责险，但大部分企业仍处在观望状

态。以下是绿色江南在沟通中发现的危废企业落实环责险现状以及难点。

4.1 地方政策存在差异，环责险境遇不尽相同

环责险实行属地管辖原则，各地在环责险政策上存在差异，市场引导力度不一，导

致环责险在地方的发展参差不齐。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源中心支公司表示济源是从 2018 年开始推广

环责险的，政府有出台鼓励政策，企业投保环责险后政府会有相应的加分项，当时有不

少企业积极投保，但该鼓励政策只持续了一年，2019 年没有相应的加分项后，企业的投

保积极性也相应降低，但是在新固废法出台后，政府又重新开始推进，不少危废企业也

开始行动起来。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则表示上海政府在环责险方面未出

台相应的激励政策，所以不管是危废企业，还是其他行业投保积极度不是特别高。江苏

早在 2019 年有颁布《江苏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实施细则（试行）》，对

江苏省内投保环责险的企业给予补贴，企业的投保积极性也有相应提高，因此，企业在

各省各地的投保情况各不相同。

因此，虽然国家在大力推广环责险，但要环责险真正落地，还需要地方政府出台相

应政策推进，出台相应的鼓励措施，激发企业的投保源动力。

4.2 环境领域专业团队的缺乏制约环责险的发展

环责险是为应对环境污染事故专门设立的保险，对专业能力要求较高，不管是开展

环境风险评估，还是组织环境方面的培训，都需要有环境领域的专业人才，才能事半功

倍。

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表示近期公司想跟政府合作为企业组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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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培训提升团队的专业能力，希望绿色江南给予分享环责险方面的经验。而中国太平

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表示虽然公司内部有设立风险评估部门，但在对企

业现场进行环境风险评估时基本上只是关注环保类的工程项目，如环保设施等，对其他

需要关注的事项不甚了解。

因此，绿色江南就目前与保险公司的沟通情况来看，保险公司普遍缺乏在环境领域

的专业人才，这使得保险公司将来极有可能在区分安全事故和环保事故以及准确界定赔

偿范围上出现问题，还会直接影响到保险公司的服务能力，使企业对保险公司缺乏信心，

阻碍环责险的发展。

4.3 环责险政策获取不及时

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事故的频发，国家越来越重视环责险的发展，在政策层面对

环责险进行不断的引导与支持，地方政府在国家政策指引下，因地制宜，也出台了不少

政策支持环责险的发展。保险公司作为环责险的相关方，对这些政策指引是否能够及时

全面的掌握了解呢？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源中心支公司对绿色江南表示，对信函中提到

的环责险的相关政策了解的不是太多，希望绿色江南分享相关环责险政策信息，而且济

源市未出台相应的环境风险评估的指导文件，也希望可以通过了解这些政策之后可以更

好的与政府部门沟通。

保险公司作为环责险的承保方，理应对环责险的相关政策如数家珍，但就目前的沟

通情况来看，保险公司对政策的掌握并不尽如人意，这不仅会使保险公司在与企业沟通

时比较被动，还会让企业对保险公司的业务能力存疑，从而降低保险公司在市场上的竞

争力。

4.4 保险公司内部资源配置不合理

随着社会的进步，资源共享对保险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不仅能提高工作效率，改

善客户服务水平，还能增强保险公司对外的竞争力，但保险公司在资源共享方面仍存在

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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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表示未对投保企业开展环境风险

评估工作，因环责险尚未形成规模，投保的企业不多，保费也不高，没有资金聘请专家

对企业开展环境风险评估。但同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上海市分公司

却表示环境风险评估是由总部的团队或者请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

由此可见，各地保险公司在企业环责险评估标准和执行存在较大差异，资源配置也

存在一定的不合理现象。一般来说，资源如果能够得到相对合理的配置，经济效益就显

著提高，经济就能充满活力；否则，经济效益就明显低下，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4
因

此，资源配置不合理不仅会影响保险公司的经济效益，还会制约保险公司的发展，保险

公司应当引以为戒。

4.5 优秀案例分享

虽然此次致信保险公司的回复情况不理想，但也有个别在地保险公司责任意识比较

强，比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分公司表示对承保单位的风控有明确地

规则，目前也在采用 AI及大数据共享的方式进行尽调，主要的评估依据包括：①企业

的历史赔付数据；②企业的环境表现或污染情况（这个数据来源是来自于保险公司和地

方政府部门共享的内部系统）；③行业关注，一些涉及环境安全事故较多的行业可能会

增加保费，如化工等行业。另外还表示该依据只是一个参考，承保时会根据企业的具体

情形而定，执行尺度可能会有区别。在这种模式下，有 30%的企业是被拒保的，说明该

保险公司是有态度的保险公司。最后该保险公司还表示欢迎合作和沟通，以及数据共享。

5、银保监局回复情况 鉴于本期保险公司的回复情况，绿色江南于 2021 年 4 月 8日向

11 家省市银保监局致函，希望了解信件中提及的企业的投保情况，督促未回应的保险公司

及时作出回应，同时核实这些保险公司在承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过程中是否按照国家要求对

投保企业开展环境风险评估。截至目前，已与 5家银保监局取得联系。

表 3 各省银保监局回复情况

4刘华.经济学基础(第五版)[M].大连理工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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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保监局 已转告保险公司

浙江银保监局 已受理，60 日内回复

北京银保监局 已转告保险公司

广东银保监局 不受理

河南银保监局 已回复

广西银保监局

未回复

江苏银保监局

山东银保监局

陕西银保监局

重庆银保监局

安徽银保监局

北京与上海银保监局未对信件中提及的危废企业的投保情况作出说明，但均表示会

督促保险公司及时回应，而广东银保监局则表示不属于银保监局的信访事项，河南银保

监局则表示对环境风险评估暂无要求；企业投保情况涉及保险机构商业信息，建议与相

关单位取得联系，广西、江苏等 6家银保监局尚未回应。且在上海银保监局的督促下，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已与绿色江南取得联系，表示平安财险上海

分公司并未开展环责险。

绿色江南认为，银保监局作为保险公司的监督主管部门，应督促保险公司及时回应

公众关切问题，同时作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监管和服务的职能部门，应积极与其他相关

方（包括其他部门、企业、金融保险机构、社会组织等）合作，共同推动环境污染责任

保险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6、 建议

6.1 各地因地制宜，建立奖惩机制

环责险是由市场提供、政府引导、企业购买，其中政府引导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我国的环责险仍处于起步阶段，市场认可度不高，要推动环责险的发展离不开政

府的引导和支持。

2020 年 3 月 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

系的指导意见》中提到：完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可见，要

落实国家各项政策措施，地方政府责无旁贷。因此，在国家大力推广环责险的大背景下，

地方政府也需出台相应的措施使环责险能够真正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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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国各地区地理差异较大，地方经济发展也存在差别，需要地方政府根据实

际情况，结合经济状况、产业机构、地域特征等因素建立科学合理的奖惩机制，提高企

业的投保积极性。当然，在国家出台的新固废法的支持下，地方政府也可通过制定强制

性的政策文件要求危废企业必须投保环责险。保险公司作为环责险的直接相关方，更了

解环责险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难点，应与政府部门积极互动，互通有无，使环责

险政策更科学合理，更接地气。

6.2 积极开展与第三方合作，提升保险公司环责险专业水平

政府推出环责险的初衷不在赔偿,而是在事先防范风险。企业选择投保环责险，一

方面是希望可以分散企业自身的环境风险，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可以获得保险公司的相关

服务，如环境风险评估服务、环保培训服务、环保法律及技术咨询服务等。

前文也有提到，因环责险对专业能力要求较高，保险公司缺乏相关的专业人才，因

此，保险公司可用市场化的手段可积极与第三方开展合作，购买第三方为企业提供相关

的环保服务，切实实现环责险的价值。

6.3 建立环责险服务平台，用于公示环责险相关政策信息

近几年，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支持绿色保险的发展，但这些政策基本都

是散落在个政府部门网站上，保险公司无法及时获取最新政策。

据绿色江南了解，比较集中有收录环责险相关政策的网站主要有以下四个，但也存

在不足之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设立的官方网站
5
中的内容多而且杂，不单单

只包括环责险，所以无法很直观的获得环责险相关政策；商道融绿（中国责任投资论坛

发起的机构）创立的“中国绿色金融政策数据库”
6
，虽收录了关于环责险的政策，但内

容只更新到 2019 年 1 年；而中国环境报社批复成立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宣传推

5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ndex/index.html
6中国绿色金融政策数据库绿色保险栏目：
http://database.syntaogf.com/think/public/index.php/admin/tools/query?type=0&policy=%E7%BB%BF%E8%89%
B2%E4%BF%9D%E9%99%A9&area=0&sub_area=0&date=0&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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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中心”
7
，环责险政策栏目下的记录显示为“0”。

因此，政府应建立一个专门的环责险服务平台，用于公示环责险相关政策信息，便

于保险公司以及公众或其他相关方能够及时获取相关政策信息。

另外，在信息获取不及时以及缺乏环保专业知识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也应主动通过

网络或其他渠道获取环责险最新政策信息，了解一定的环保知识。俗话说“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环责险市场就如同打仗一样，需要在前期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除了保险

方面的知识外，对环责险相关政策信息以及环保知识要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在与企业对

接时掌握更多的主动权，更能有理有据的说服企业投保环责险。

6.4 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保险公司竞争力

保险公司的竞争力不仅仅取决于其拥有的各种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还取决于对所拥

有资源的配置效率，内部资源共享程度越高，创造出的价值也就越高。

保险公司内部可组织环责险相关的专业知识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能力。

在其他地区保险分公司缺乏环责险专业团队时，保险公司内部也可协调帮助，实现资源

优化配置和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从而提升保险公司的竞争力。

特别鸣谢:蔚蓝企业版 APP 对本期报告中企业环境数据信息的支持

注:本报告版权仅为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所有，如需引用本报告内容，请注

明出处。如需大幅引用请事先告知，并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对本报

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7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宣传推广中心：http://www.hzxtg.cn/a/fg/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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