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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资产处理解决方案

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

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

环保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国际环境基金

环境保护部

计量、报告与验证

线上线下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报废的电子电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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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2015年1月21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华代表处和环保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FECO）联合举办了“电子废物环保处置及资源回收再利用暨低碳发展”研讨会。来自不

同行业和部门的相关人士齐聚北京，就电子废物的管理、电子废物产业当前面临的挑战和

未来发展前景等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作为一个旨在促成合作的开放平台，本次研讨会

上，代表们围绕相关议题推陈出新，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解决方案和设想。本简报总结分

析了研讨会上来自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及私营部门的主题演讲及其对“当前电

子废物处理的良好实践”的看法(B)；此外，本简报还对诸如“绿色供应链”(C)和“中国碳

市场”(D)等已有的跨领域解决方案进行了介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别主任的寄语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别主任白桦在演讲中强调，电子废物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

是一个大的挑战。

“为了降低电子废物中有毒化学物质的不利影响，每年大量的废弃电子设备需要在有效监

管下进行系统地处理。

为了应对这一全球性的挑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环保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在全球环

境基金（GEF）的资金支持下，共同发起了一项旨在加强中国电子废物管理的项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百度合作，将大数据和在线解决方案应用于电子垃圾的处理上，开创

了全新的电子废物管理模式，也印证了明智的政策指导需要与良好的商业模式相匹配，方

能效果最大化。因此我们认为，加强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是解决电子废物问题的关键。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解决电子废物问题不能仅凭一己之力。只有通过跨部门合作和对话

才能持续地解决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

 背景：电子废物管理的现状

中国是最大电子产品消费国之一，同时也是第二大电子废物生产国。随着《国务院废弃电

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的实施，中国电子废物管理工作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

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电子废物管理技术部工程师胡楠对这些进展进

行了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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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子废物管理体系的政策和法规正不断完善

 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生产者延伸责任制

各级环保部门已加强了其拆解流程和拆解产品的检验和监督，尤其是危险废弃物的

流向管理

 随着诸如行业发展规划、从业资格许可和电子废物基金等的建立和实施，电子废物

处理产业已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但是电子废物管理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如电子废物回收利用规范体系的建设。当

前体系下，只有一小部分电子废物被登记在册的公司及回收网络回收利用。大多数电子废

物仍由个体商贩和不正规的回收机构收集。由于产品更新换代周期差异及补贴与回收价格

的剪刀差等原因，回收处理的产品主要以电视机为主，其他产品的回收利用率较低。

面对种种挑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环保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开发了一个由全球环境基金

（GEF）出资，旨在落实《斯德哥尔摩公约》的项目，重点关注及解决电子废物问题。目

前，此项目已在三个省市以优化处理技术、升级设备和创新回收模式等方式进行了试点，

不久的将来，这些试点项目及其活动将在全国范围进行复制和推广。接下来几年，项目将

启动更多更具体的措施，如生态设计研究、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政策研究、拆解技术

的规范说明以及多渠道回收模式等等。 

当前电子废物环保处置的良好实践

研讨会还分享讨论了来自企业的电子废物环保处

置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本文对其中的四种模式

加以介绍，即百度 模式、格林美 爱回收模

式、格力模式和联想模式。

百度 模式：

应用（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与百度于近期共同

发起并建立了大数据联合实验室，以研发试验利

用大数据支援发展的方法和框架。为智能手机设

计的百度回收站是实验室的首款产品。

百度回收站 是中国的第一款专注电子废物回收的轻应用，通过“手机百度”等应用搜索

使用。用户只需为需要回收的电子设备拍摄一张照片并上传，该应用便会自动识别废品的

类别并估算回收价格，目前，北京和天津的用户可直接预约线下回收合作方 公司提

http://www.cn.undp.org/content/china/en/home/presscenter/pressreleases/2014/08/harnessing-the-power-of-big-data.html
http://www.cn.undp.org/content/china/en/home/presscenter/pressreleases/2014/08/harnessing-the-power-of-big-data.html


 

5 

 

供的上门取货服务。得益于全自动化的系统和清晰的操作提示，用户不用输入地址和数

字，整个回收过程因此变得更加方便高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全国范围内就有

件电子物品通过此 被成功回收和处理。

百度回收站的使用步骤如下图所示：

目前实验室正在开发升级版的电子废物回收应用，新版本将致力于鼓励电子废物处理和回

收行业相关的正式和非正式人员通过新平台开展竞争，为拆解公司释放开拓更广阔的服务

空间。

大数据在这一方面也大有可为。拆解公司将会得益于电子回收站采集到的数据，如回收的

家用电器的类别以及用户的分布区域，这样拆解公司就能建立起一个动态的物流体系，随

时知道客户更换的产品种类，理解客户和行业的潜在需求。

百度 模式将为移动互联网及环保产业带来新的机遇，基于移动互联网优势的商业模

式将有助于电子废物产业链的升级。通过传播绿色健康的理念，此应用还可提升公众的环

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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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 爱回收：线上线下（ ）解决方案

2014 年底，格林美（GEM）与爱回收签署了一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议中，格林美将

成为爱回收在中国境内的环保处理的优先合作企业。爱回收将回收到的报废手机、笔记

本、电池等电子产品及其配件等交给格林美，由格林美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理。 

 

格林美作为电子废弃物处理行业领军企业，不断攻克关键技术，积极与国际接轨，已经建

立了关于电子废弃物回收利用的一整套技术和专利体系，并设有自己的国家级电子废物循

环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湖北、江西、河南、江苏等地建立了 5 个电子废弃物处理中

心。  

 

爱回收则是一家专注线上二手电子产品回收的创新互联网公司，拥有专业的回收平台。经

过多年的实践，爱回收已经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用户线上留言评价体系，通过这一体系，他

们可以从待回收物品的质量、功能和回收价值对其进行标准化评估。评估完成后，爱回收

或将订单引导到其线下门店，或派出回收人员上门回收，实现线上订单的落地。 

 

爱回收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搭建云回收程序，实现电子废弃物云回收，交付格林美，架

起消费者与电子垃圾处理方的桥梁。格林美则发挥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优势，将爱回收转

交的报废手机、笔记本、电池等电子产品进行绿色环保处置，资源化利用。这种创新性的

合作将报废电子产品引导到正规回收处理渠道，实现电子废弃物的线上回收与线下绿色处

理，体现技术、产业和资本的联合。格林美与爱回收的战略合作为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处理

提供了一种线上-线下联动（O2O）的解决方案。 

联想模式：资产处理解决方案（ ）

资源回收是电子行业面临的巨大挑

战，联想在回收和处置工艺上付出了

巨大的努力。作为顶级的个人计算机

制造商，联想已经根据其产品的生命

周期制定了完整的环境策略和绿色管

理方案。

有赖于巨大的商用客户数量，联想在

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 ）市场

上优势显著，有潜力成为电子废物回

收实践的领跑者。企业客户总体上实

力雄厚，思想超前，影响力巨大，也

具环境意识及社会责任感。企业客户

http://www.lenov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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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员工群体能影响其家人、朋友和其他人的想法和行为，因此调动企业客户的参与度

的策略是可行的。同时，企业客户的产品消耗量和淘汰量十分可观，这也使得大量而集中

地回收废弃设备成为可能。总体来说，这一策略能有效提升联想的价值及整合其市场份

额。

针对于此，联想设计了一套资产处理解决方案（ ），提供了整体而多样的服务以满足

企业客户的需求。基于安全、环保、便捷的核心价值，联想在中国大陆范围内向客户提供

包括数据安全、环保处置、专业物流、项目管理等在内的服务内容。与许多其他生产企业

不同，联想不仅回收自己的产品，同时也回收其他公司的产品。总而言之，联想开发了各

种各样的服务来管理其产品和客户，且每个管理程序和相关的服务状态都可通过在线系统

进以监控和跟踪。

在研讨会上，联想还指出电子废物行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具体明确的扶持性政策。作为盈

利性的利益相关方，联想在履行社会责任和公共参与的过程中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政府

的紧密合作将提升其口碑和信誉。

格力的实践：生产者延伸责任

作为空调制造业的龙头企业，格力不仅致力于节能环保，更将其责任扩展至提供专业拆解

和回收服务上。然而，这一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便是如何控制电子废物拆解、收集和运输

可能造成的环境问题。

为此，格力投资建立了线下回收系统，并升级了其技术体系，进而从源头上控制和管理电

子废物的环境问题。此外，其专业的回收系统还扩展至含有有害物质的专用电子产品上。

通过加强与消费者的沟通，格力也努力培养和提高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和回收理念。例如，

格力向公众宣传电子产品中可能隐藏的危险物质，并积极倡导产品回收和环境保护的良好

做法。格力希望创造电子产品制造行业的新型生产关系，增进生产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互

动，并关注电子废物回收中的环境和社会成本。 

电子废物行业整体解决方案：绿色供应链

除关注与具体企业相关的电子废物解决方案外，研讨会还就 绿色供应链 这一面向行业整

体的解决方案进行了讨论。绿色供应链的基本原则是充分考虑所有环境问题，并在供应商

之间利用数据共享、大数据和并行工程的思想来解决整个生产流程内的电子废物问题。

http://www.gre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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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绿色供应链引入电子废物管理有三个优势。首先，经过回收及循环使用的绿色电子产品

在世界范围越来越受到欢迎；其次，它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非常好的方法；最后，绿色供

应链能帮助电子废物相关企业提高其盈利能力，并提升其环保的、可持续的公众形象。

绿色供应链包括环保设计、材料、包装、生产、供应以及绿色回收、处理和消费。传统供

应链与绿色供应链之间的差异在于回收和循环利用。与传统系统不同，在绿色供应链中，

所有废物最终都可以转化为资源。

天津绿色供应链中心是中国首个绿色供应链管理市场化综合服务平台，可为其他公司提供

各种不同的绿色实践和服务方案，如可再生资源回收、绿色消费信用、绿色金融、建筑和

建筑材料使用等。

中国的碳市场及其对电子废物行业的影响

除已有的良好实践及绿色供应链外，碳市场也是一个解决方案。来自顶级碳市场咨询公司

的王乐从不同角度审视了电子废物问题，并对中国的碳市场以及其对电子废物行业的影响

做了介绍性讲解，重点介绍了中国自愿减排项目（ ）。

中国计划于 年启动全国碳市场，将逐渐囊括所有特定规模以上企业，并进行强制的

排放配额管理，即能耗在 吨标煤或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吨的企业，将成为碳

市场纳入企业，每年须按照其上一年度排放量缴纳相应配额进行履约。因此，包括电子产

品制造企业在内的大量公司将会受到影响。

纳入企业如果超额排放，除了可以通过在碳市场购买其他企业出售的富裕配额，还可以通

过购买一定数目的抵消信用（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 ））来完成履约。 来自于

非纳入企业自愿行为产生的项目级温室气体减排，需经过一套严格的审核程序认定。通常

情况下， 价格低于配额价格，对买方和卖方来说都更具吸引力，盈利机会也更大。

的审核程序非常严格，每一类型项目都必须有完全适用的方法学才可以进行申请。

方法学的核心要素之一是为监测、报告和验证（ ）设定标准，从而科学量化项目的碳

减排量。电子废物行业的项目已有一个相关的 方法学——电子废物回收与再利用方

法学（编号： ），此方法学适用于从电子废物中回收的金属（如铝、铜、金

等）和塑料（如 和 ）。适用于此方法学的项目可以依据该方法学申请减排量

（即抵消信用）；否则这需先行申请该项目类型专属的方法学，待方法学获批后方可进行

减排项目的备案申请。电子废物处理企业几年来为了获得相应补贴，在生产数据监测上有

较好的积累，申请 具有先天优势。企业必须充分理解 的政策和规定，这在战

略上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能帮助企业更好地对其目标市场和目标客户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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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项目减排量的数目，可通过以下数据估算：

序号 回收产品
单位产品减排量

（ 产品）

铜及其合金

铁及其合金

铝及其合金

塑料

 

另外一个成功案例可以给出更加直观的印象。一个年处理量 万吨的电子废物处理项

目，获批的年减排量为 。以 价格 元人民币 计算，年收益为

万元。

估算出减排量后，参照对应的 单价即可预计企业可从碳市场中获得的减排收益。除

了创造额外的利润外，碳交易有利于削减碳排放及利用回收材料，因此可提升中国电子产

品制造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

结论

本次研讨会为各行各业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个沟通平台，各方人员汇聚一堂，共同探讨

了电子废物这一严峻命题，并成功得出以下结论：

 电子废物处理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都有着深刻影响。

 电子废物的解决方案需包括政府机构、私营部门、学术界及智库在内的各个利益相关

方通力合作，共同行动。

 电子废物处置回收的相关目标是可以实现的。百度回收站、线上线下解决方案以及绿

色供应链这些成功的实践告诉我们，高效的电子废物管理是可以实现的。

 电子废物回收让环境受益。回收电子废物不仅能减少化学品的环境和人体在其中的暴

露，而且能减少碳排放，打造一个低碳的世界。

通过多方讨论和思想交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希望像 百度回收站 这样的尝试能得到进一

步的完善和发展。此次研讨会亦是所有利益相关方迈向整合的电子废物处理和回收联盟的

第一步。



 

10 

 

附录：研讨会参会人员及机构清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

o 白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别主任

o 何佩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副国别主任

环保部

o 胡楠，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电子废物管理技术部工程师

环保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o 高鹏，环保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项目官员

o 杨静，环保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项目助理

其他参会人员和专家

o 唐爱军，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分会秘书长

o 杨敬增，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循环经济技术研究所所长

o 王景伟，上海电子废弃物资源化产学研合作开发中心执行主任

o 石彤，中华环保联合会环保技术标准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o 李翔， 商业拓展总监

o 卢健，企业社会责任项目项目经理

o 王春林， 奥博（天津）环保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o 魏琼，武汉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o 晋苗 上海悦易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o 王焱 上海悦易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资深项目经理

o 王红霞，珠海格力电器有限公司再生资源项目负责人

o 张华 珠海格力电器有限公司 标准管理部负责人

o 肖红，普华永道高级顾问

o 喻远 普华永道 高级顾问

o 李继成，联想集团环境与标准部总监

o 唐戈，联想集团环境与标准部环境事务高级主管

o 王磊，联想集团联想服务 资产环保回收业务总监

o 李强，联想集团营销经理

o 刘振宇，海尔集团超前创新中心部长

o 周晓东 海尔集团超前创新部

o 王乐，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事业一部经理

o 王文强 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 事业二部副经理

o 余思杨 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 事业二部高级咨询顾问

o 穆玲玲，天津绿色供应链中心总经理

o 陈龙，格力绿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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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倪成桥，武汉博旺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o 余军，武汉博旺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o 陈诚，常州翔宇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o 张仁俊，常州翔宇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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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简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编制，以下人员对本文有重大贡献：

白桦 （国别主任）、何佩德 （副国别主任）、戈门 （助理国别主任） 、吴鹏 （环境

与能源组 项目经理） 、杨菡 （环境与能源组 项目助理） 、曹盈 （环境与能源组 新

闻助理） 、杨菁雅 （环境与能源组 实习生） 、张薇 （首席传播官） 、云娜 （传播

顾问） 、叶佳南（传播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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