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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简介 

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是 2009 年经学校批准成立的研究机

构，挂靠在管理与经济学院。能源与环境政策中心大部分研究人员来自魏一鸣教

授 2006 年在中科院创建的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CEEP-BIT）面向国家能源与应对

气候变化领域的重大战略需求，针对能源经济与气候政策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

系统研究，旨在增进对能源、气候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科学认识，并为政府制

定能源气候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为能源企业发展提供决策支持、为

社会培养高水平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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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置现状 

及发展趋势展望 

我国是电子电器产品消费大国，未来几年将进入家电等电子产品

更新换代的高峰期，如何有效地回收和处理大量的废旧电子产品，避

免其对环境和人民身体健康产生危害，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而

紧迫的课题。目前我国对电子废弃物的管理主要集中在处置体系，而

对回收环节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政策支持，严重困扰了该产业健康有序

发展。为此，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推出了电子废弃

物回收处置现状及未来趋势报告，通过剖析电子废弃物从回收到处置

的全流程管理体系，为政府完善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置管理提供决策参

考。 

一、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置现状 

（一）全球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置的区域不公平性显著 

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置是一个全球议题，2014 年全球的电子废弃

物产生量已经达到了 4180 万吨。如此庞大的数字背后，却存在着显

著的区域不公平性。发达国家是主要的电子废弃物输出源，但却没有

履行对等的电子废弃物处置责任，大量的电子废弃物流入法律壁垒较

低、处置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例如，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废

弃物产出国，每年的电子废弃物高达 710 万吨，但仅有 12%的电子废

弃物在本国完成处置。欧盟国家的人均电子废弃物强度最高，挪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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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人均电子废弃物的产出量分别达到了 28.3kg 和 26.3kg，但仅

有 40%左右的电子废弃物得到了规范的回收处置。 

 

图 1 电子废弃物全球分布示意图 

相比起来，中国电子废弃物的人均产出量仅有 4kg，但每年却有

近 2800 万吨电子废弃物流入中国，约占全球总量的 70%。但随着我

国电子废弃物监管强度的加强，西非和南美的一些欠发达国家成为电

子废弃物新的“倾倒场”。例如，尼日利亚每年的电子废弃物进口量已

经达到了 10 万吨，然而其人均电子废弃物的产出量仅为 1.9kg。非洲

加纳的阿博布罗西已经同我国广西的贵屿、浙江的台州一样，成为全

球电子废弃物重要的集散地，当地有大量的拾荒者、居民从事与电子

废弃物回收拆解相关的工作，由于工艺和技术水平的落后，造成了严

重的环境问题，威胁居民身体健康。 

（二）我国电子废弃物总量大，专业回收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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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进行跟踪和监督。要逐步尝试建立对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处置行为

的法律责任体系，鼓励消费者选择正规的电子废弃物回收渠道，对随

意丢弃电子废弃物和选择非正规渠道售卖电子废弃物的行为进行相

应的处罚。要逐步建立和完善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置的抽检制度，不定

期地对电子废弃物的处置情况进行抽查，加大对生产者没有很好履行

回收责任以及回收处置商环境指标不达标的情况的处罚力度，必要时

追究法律刑事责任。同时要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发挥社会监督的力量，

对发现并举报电子废弃物违规处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精神和物质奖

励。 

第三，完善电子废弃物回收商和处置商的资格认证制度，完善资

格认证的标准和体系。尤其是对电子废弃物处置的技术标准和环境标

准上要逐步同世界接轨，杜绝环境污染重、资源消耗高的处置方式；

坚决取缔无资质、资质不达标的企业从事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特别

地，要逐步建立对电子废弃物回收环节和二手市场的立法建设，加强

回收环节的监管。尤其是要逐步树立起消费者电子废弃物回收的责任

意识，鼓励消费者选择正规的电子废弃物回收渠道。经济激励方面，

可以尝试用财政补贴的方式，对主动将电子废弃物运送到正规回收点

的行为进行奖励。回收渠道建设方面，可以加强电子废弃物回收的便

利性服务，例如提供电子废弃物配送服务；或者在现有的垃圾分类制

度的基础上，设计和搭建电子废弃物专用垃圾箱，从而方便电子废弃

物的专业回收。道德规范方面，继续加强对电子废弃物违规处置的宣

传教育，逐步形成电子废弃物有序规范回收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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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理顺政府在电子废弃物产生、处置和循环利用各环节中的

职能，简化行政审批流程，避免职能的重复设置和多头管理，真正发

挥政府监管作用。当前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置单个环节涉及的政府监管

部门过多，同一行政职能由多个部门联合执法的现象比较突出，在具

体实践中往往出现责任不清、监管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此要逐步简化

行政审批流程，避免过多部门的行政干预，强化单个行政部门对电子

废弃物监管的责任。尤其要注重协调电子废弃物各个环节之间的行政

对接，避免出现监管漏洞。电子电器产品的生产、流通、回收、处置

各个流程环节监管的责任主体不同，不同流程的衔接环节是政府行政

监管的薄弱地带，监管责任不清的问题突出。一方面要加强不同行政

执法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另一方面尝试由单个行政部门协调电子废

弃物各个环节的管理，提高监管的效率，降低监管的成本。要逐步建

立以全生命周期的视角，统筹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置各个环节的管理体

系，避免不同环节行政管理部门的各自为政，导致政策的片面性和仅

关注单个环节的诟病。 

 第二，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过程中，电子

电器产品的生产者、消费者、回收处置商的责任和义务，逐步建立以

延伸生产者责任为主体，消费者广泛参与、回收处置商合规合法处置

的电子废弃物管理制度体系。生产者要逐步成为电子废弃物的责任主

体，承担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置的成本、回收和处理；而在具体的责任

履行过程中，生产商可以采用灵活的处理方式，例如将电子废弃物的

回收和处理转包给专业的回收处置企业，只需要对电子废弃物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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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电子废弃物产出大国，每年产生的电子废弃物高达 600 万

吨，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位。其中以家用电器和电脑的报废量占

比最多，电脑每年的报废量从 2009 年的 1326 万台上升到 2015 年的

3742 万台，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的报废量 2015 年也分别达

到了 3015 万台、1705 万台、1545 万台和 2432 万台。然而在如此巨

大的报废量中，每年仅有 30%-40%左右的电子废弃物进入了专业的

处置企业进行了处理，其余大部分被个体商贩回收后进入非法企业进

行违规拆解和加工，导致我国多地涌现出大量电子垃圾村或集散地，

对当地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的电子废弃物主要有三种回收渠道：生产商通过经销

网络回收、个体商贩回收和专业机构回收。其中，个体商贩回收占据

主导地位，约 60%的电子废弃物是经个体商贩进入回收市场的；生产

商直接参与回收的模式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较为普遍，但在我国

发展较为滞后，所占比例不超过 10%；专业回收机构近年来发展迅速，

但其主要回收对象是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面向居民的专业回收机构仅

处于起步阶段。 

我国政府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处置环节，加大了对专业处置企业

的培育和支持力度。通过向“四机一脑”的生产企业按量征收处置费，

以此作为资金来源设立了电子废弃物专项处置基金，对经过核准的电

子废弃物处置企业进行从量补贴。2016 年 3 月，电子废弃物专项处

置基金的征收范围扩展到了吸油烟机、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打印

机、复印机、传真机、监视器、手机和电话单机，几乎囊括了主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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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电器。 

2011 年开始，我国实施电子废弃物处置补贴专项认证制度，经

各省市推荐、发改委审批，对符合条件的电子废弃物处置企业，进行

基金从量补贴。目前，我国经资质认证享受电子废弃物处置补贴的专

业处置企业有 109 家，覆盖全国 29 个省和直辖市。从实施效果看，

专业处置企业数量和补贴力度的薄弱，导致电子废弃物实际处理量和

理论产生量之间还存在巨大的差距，2009 年到 2013 年期间几乎 60%

的电子废弃物没有得到专业的回收处置。 

从废弃电子产品的处理类别来看，电视机是目前专业电子废物处

置商最主要的处置对象，占到总处理规模的 64%；其次是微型计算机，

占到 12%；而房间空调器的处理量仅占到 5%，如图 2 所示。这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专业电子废弃物处置商的处置类别较为单一，大

部分处置商仅具有拆解处置电视机的能力，其他类别的电子废弃物拆

解处置产业的发展还相对滞后，造成大量电子废弃物流入非法的拆解

处置企业。 

 

图 2 我国专业电子废弃物处置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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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得电子废弃物在城市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农村。 

（二）电子废弃物中进口的比例将逐步降低 

随着我国海关有毒危险品进出口监管体系的建立健全，电子废弃

物的进出口限制逐渐增强，未来电子废弃物中进口的比重将持续减

少。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二手电子产

品的需求持续下降，使得以往披着“二手产品”外衣的电子废弃物的进

口缺乏强有力的需求拉动。加之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日益提高，人们的

生产安全和环境意识也逐步增强，电子废弃物拆解在我国拆解的成本

日益提高，国际电子废弃物逐渐向成本更低的西非、南美等欠发达国

家流动。 

（三）新型智能回收方式逐步涌现，回收市场分化 

基于互联网、移动终端和电子商务平台等新型的回收方式和企业

将逐步涌现，对传统商贩走街串巷进行回收的方式产生冲击。爱回收、

百度回收等专业回收企业的出现，让消费者对电子废弃物处置上有了

更多的选择，节省了消费者在运输电子废弃物方面的成本，实现了电

子废弃物专业处置与消费者的无缝对接。但传统的商贩回收模式并不

会在短期内消失，而是产生回收市场的分化。商贩往往专注于回收拆

解价值高的大型电子废弃物，而新兴的专业回收企业对有补贴、便于

回收的电子废弃物回收更感兴趣。 

四、政策建议 

针对电子废弃物管理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理

清政府相关部门职能，重新整合从回收到处置的全流程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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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企业的相关事宜，然后报环保部、财政部等部委验收审核。各企

业只能在自己省内从事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置，无法将业务延伸到省份

之外，使得各省份之间的企业无法形成有效竞争，有竞争力的企业很

难有机会在省外扩展自己的业务，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

此外，经审批通过的企业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也没有行之有效的监

管体系。 

由于竞争机制的缺乏，处置企业缺少忧患和发展意识，在处置过

程中倾向于选择技术成熟、拆解效率高的电视机进行处置，而对于空

调、电冰箱等拆解回收价值低、拆解耗时多的废旧电器产品，往往不

愿意回收。2013 年全年完成的电子废弃物处置中，废旧电视机占到

拆解总量的 64%，而空调、电冰箱分别仅占 5%和 9%。专业电子废

弃物处置商的“挑肥拣瘦”，影响个体散户回收者供应电子废弃物的

积极性。 

 

三、我国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置未来发展趋势 

（一）电子废弃物总量继续增加，但结构日趋多元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日益增

加，未来电子废物报废量还将持续增长。而从结构类型而言，“四机

一脑”仍为电子废弃物处置的主体，但增长速度将逐渐放缓；而轻型

化、小型化的手机、平板电脑等由于其更新速度快，将得到快速增长；

抽油烟机、热水器等由于刚刚纳入到补贴体系中，未来一两年内也将

会有较快的增长。电子废弃物城乡差距会进一步加大，城市化的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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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子废弃物灰色产业链在我国根深蒂固 

鉴于专业回收处置设施的不完备，造成了我国电子废弃物违规处

置十分普遍，并形成了一条囊括回收、运输、分类、拆解和加工提炼

多个环节并辐射全国的灰色产业链。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等大城市电子电器报废量大，交通发达，便于电子废弃物交易和转移，

是最主要的集散地。据统计，仅北京一地每年产生的电子垃圾超过

15 万吨，从事回收处置的个体商贩超过 30 万人，并在北京近郊形成

了多个电子垃圾储存、买卖和加工的灰色集散中心。离北京不远的河

北省石家庄市的小石家庄村则是另一个我国北方电子废弃物的灰色

集散地和拆解中心，承接了北方各大城市尤其是北京的电子废弃物回

收处置业务，主要是进行电子废弃物的拆解和粗加工，提炼铜和铝等

金属原料，剩下的较难处置和回收的边角料和电子元器件会偷偷运往

南方电子废弃物集散中心广东贵屿进行深加工，进一步提炼金、银等

希贵金属，或翻新成二手的元器件。目前，贵屿从事废旧电子电器及

塑料拆解加工的经营户有 5169 家，80％以上的家庭直接参与了电子

垃圾分解，年均拆解电子垃圾高达 150 万吨，产值近 37 亿元。浙江

台州是我国东部沿海电子废弃物处置的另一个重要的集散中心，同时

还承接了不少进口电子废弃物的拆解和初加工，每年的处理量可达

200 万吨。 

二、我国电子废弃物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回收环节监管力度不足，政府多部门管理、责任界定不清 

目前我国对电子废弃物的监管主要集中在处置领域，对电子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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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回收环节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体系。虽然商务部主要负责电子

废弃物回收产业的规划和发展，但尚缺少有操作性的目标和扶持政

策，使得市场上规模较大的专业回收企业还不多见，而以个体经营为

主的商贩垄断了居民层面的回收，而这些商贩流动性强，监管难度较

大，给规范的市场运作带来了困难。值得注意的是，电子废弃物的回

收管理缺乏专门的监管机构，政府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精力完善回收环

节的执法。在商务部的管理体系中，电子废弃物的回收管理是同二手

市场监管、废旧资源的循环再利用放在一起综合管理的，没有针对电

子废弃物回收价值高、易污染的特点设置专门的监管体系；而且商务

部主要职能在于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市场的发展，繁荣资源循环利用贸

易，对电子废弃物回收方式可能会引起的环境问题关注度不够。 

电子废弃物回收环节的监管上，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地配

合，责任与义务界定不明确。虽然电子废弃物回收环节的管理主要由

商务部牵头，但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往往和垃圾管理联系在一起，这就

涉及了其他政府管理部门。例如，在回收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主要由

住建部及市政市容单位负责，但其很多政策举措是围绕垃圾的清运、

处理展开的，电子废弃物回收并不是其关注的重点，这使得与电子废

弃物回收相关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此外，电子废弃物回收

市场的发展主要由商务部牵头负责，而电子废弃物终端处置由环保

部、发改委负责监管，由于双方部门在职能划分和利益诉求方面的差

异，在职能行使过程中缺乏有效地配合，使得电子废弃物回收环节和

终端处置环节脱节，大量电子废弃物没有得到专业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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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补贴集中在终端处置环节，缺乏对消费者的直接补贴 

当前我国对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置政策主要针对终端的电子废弃

物处置企业，采取按件补贴的方式，对每个专业处置的废旧电子产品

进行从量补贴。但电子废弃物回收环节的扶持政策缺失，没有专门鼓

励消费者参与回收的补贴政策，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参与回收

的积极性，催生了电子废弃物回收市场的乱象。 

政府补贴终端处置商的初衷是以电子废弃物处置商为主导，将财

政补贴延伸到回收、前端消费者等各个环节，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终端的专业处置企业相对而言处于强势和主导地位，在电子废弃物的

回收价格的制定上有很大的话语权，往往压低电子废弃物的回收价

格，市场上使用 5 年左右的电冰箱、洗衣机往往只能卖到 20-50 元的

回收价格。居民由于享受不到直接的废旧家电回收的补贴，转而将手

中废旧的电子电器产品贩卖给个体散户回收者，而个体回收者也倾向

于选择出价较高的非法处置商或自行拆解，使得大量的电子废弃物得

不到专业的拆解处置，进而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 

（三）电子废弃物专业处置市场缺乏有效竞争，没有长效的考核

和退出机制 

电子废弃物专业处置市场是以行政审批的计划经济模式为主，缺

乏有效的市场竞争。所有享受补贴的专业电子废弃物处置企业是由环

保部牵头，联合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统一审批，首先按照省份编

制计划，确定每个省享受补贴的电子废弃物处置企业的数量，然后由

地方政府确定企业在省内的分布情况，并组织兴建或招标电子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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