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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规范回收渠道 旧电器变废为宝

家中抽屉里的旧手机、 桌上
厚重的笔记本电脑、 卫生间里老
式半自动洗衣机， 弃之可惜， 留
着又挤占空间， 着实让许多市民
头疼不已。 2017年， 北京率先开
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新型回收利
用体系建设试点。 不久前， 本市
确定第二批名单， 试点工作截至
2020年底。 现在本市共有19家试
点。 如今， 这些 “沉睡的宝藏”
有了适合的 “归宿”。

【现状】
规范回收建设试点

对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
收， 调查中， 记者发现有些消费
者会将其和普通废品一样卖给不
正规的个人废品收购摊。 任意拆
卸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到处堆砌
零件、 随意处置等等做法， 让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流入非正规渠
道。 不少人反映， 这样的做法不
仅会带来信息安全的隐患还会造
成环境污染。 但是苦于找不到正
规渠道， 不少人只得将这些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卖给个体不正规收
购摊。 如何规范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回收渠道？ 如何减少对环境的
污染、 保障信息安全？ 在对本市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情况调研
基础上， 经过征集评审， 2017年
底， 市发展改革委、 市城市管理
委、 市商务局、 市经信局等部门
联合发布了北京市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新型回收利用体系建设的第
一批试点单位名单。

据了解， 为了鼓励形成 “多
元回收” 的格局， 试点单位包括
5类回收模式， 分别是环卫企业
依托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网络回
收、 生产企业依托售后服务渠道
回收 、 销售企业通过 “以旧换
新” 等形式回收、 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企业拓展服务范围回收、 互
联网企业 “互联网+回收”。

第一批试点的经验表明 ，
“互联网+回收 ” 模式的回收效
果较好， 尤其是在消费类产品的
回收方面， 但在大家电回收方面
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 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企业将回收作为主营业
务， 对 “四机一脑” 类产品的回
收效果明显。 结合社区生活垃圾
分类开展的回收虽然回收量较

少 ， 但因其方式便捷 、 贴近居
民， 仍是较为有潜力的一类回收
方式。

【成效】
形成多种回收方式

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了解
到， 经过一年多的试点建设， 本
市在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相关工
作上取得了不少成效。 “多元回
收” 格局初步形成。 “互联网+
回收” 模式创新性强， 渠道和服
务范围拓展迅速， 宣传活动丰富
灵活， 成为了消费类电子产品的
回收主体；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
业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作为
主营业务， 充分利用既有回收网
络， 成为了传统 “四机一脑” 类
产品的回收主体； 电器电子产品
生产和销售企业利用自有销售和
售后服务网点分布广， 获取回收
信息最为迅速； 环卫企业的回收
服务最贴近市民生活， 提供的服
务最为便捷。 各种回收方式互为
补充， 可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回
收需求。

回收数量超过计划目标

第三方机构年度跟踪评价报
告显示， 2018年， 13家试点企业
共回收各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109万台， 超过计划回收量目标
约16%。 2019年第一季度， 试点
单位共回收各类产品31万台， 同
比增长约63%， 其中， “四机一
脑 ” 产 品 回 收 量 同 比 增 长 了
454%， 消费类产品回收量同比
增长约4%， 其他类产品回收量
同比下降约15%。 通过跟踪评估
表明， 试点建设进一步拓展了市
民交投废弃电子电子产品的渠
道， 缓解了大宗废旧家电无处去
的困境， 但另一方面， 数据也表
明， 大部分家庭的手机等消费类
产品还在沉睡， 并没有进入回收
体系。

标准规范制订

针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
领域标准、 规范不健全的现状，
政府部门支持行业协会、 试点企
业将试点建设中好的做法转化为

引领行业发展的规范， 支持3项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用有关
标准的研究制订。 支持制订 《废
旧移动终端信息清除安全要求》，
从保障回收手机、 电脑信息安全
的角度， 提出了废旧移动终端信
息清除各个环节应遵循的技术要
求和管理要求。 支持研究 《废旧
电器电子产品分类与代码》， 从
保障回收产品安全环保处置的角
度， 建立回收产品从收到处的全
流程可追溯系统， 确保回收产品
的流向安全规范。 支持制订 《北
京市电子废物环境污染第三方治
理服务标准》， 从规范全市电器
电子产品回收服务市场的角度，
提出一致性的服务标准， 促进行
业规范发展 。 从服务 、 流向跟
踪、 安全等大家关心的领域逐步
健全标准体系， 规范行业运行。

创新回收途径

2018年4月 ， 试点单位依托
北京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协会自
发成立了 “北京市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回收利用产业联盟”， 成为
了推进行业规范发展的平台。 产
业联盟组织试点单位共同开展现
场回收推广活动， 并就回收业务
开展情况和行业发展进行交流和
讨论， 互相交流经验和信息； 组
织试点单位就废旧家电拆解、 废
弃手机安全处置等达成了多项合
作， 例如， 试点单位华新绿源和
奇立软件签订关于回收手机环保
处置的定向交投协议， 实现了在
产业联盟框架下试点单位产业链
上下游的合作； 组织试点单位签
订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行业自
律公约， 对回收行为的规范有序
和绿色环保作出承诺； 发布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绿色便民网站
窗口， 将试点单位信息、 回收品
类、 服务范围、 联系方式等内容
公布， 居民可根据需要便捷地选
择正规回收单位。 产业联盟的成
立为本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
行业规范、 长效、 稳定发展和行
业自我提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 试点单位还积极创新
回收途径， 通过与700多个商业
零售网点、 邮政网点、 农资网点
合作， 扩大了回收网络， 提升了
试点影响力。 政府委托的第三方

机 构 也 按 季 度 对 试 点 单 位 开
展 跟 踪评价 ， 第一年度无不合
格单位。

【推进】
确定第二批试点单位

今年2月， 本市开始征集第
二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试点
单位， 经过前期的试点申请、 专
家评审和现场踏勘， 第二批名单
已经出来了———共有 6家单位 ，
试点工作截至2020年底。 加上去
年公布的13家， 现在本市共有19
家试点。

据了解， 第二批试点主要选
择了两类结合体， 一是 “再生资
源回收+社区生活垃圾分类” 结
合体， 第一批试点中从事再生资
源回收的企业较之生产、 销售企
业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
回收业务 ， 回收效果较好 ， 目
前， 本市很多再生资源回收企业
结合自身特点参与到社区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 将工作重心向前端
收集网络拓展， 成为 “再生资源
回收+社区生活垃圾分类” 结合
体， 这类企业更加贴近市民日常
生活， 市民交投更加便捷， 相互
间沟通交流更加顺畅。

二是 “互联网+上门回收 ”
结合体。 “互联网” 回收模式可
以通过邮寄等方式回收或者根据
居民的预约时间合理设置回收路
线， 回收行为符合了大城市居民
工作节奏紧张的特点， 也符合技
术发展的趋势， 而大家电的回收
仍需要依托线下回收 ， 上门取
件， “线上+线下” 的回收模式
既符合信息时代市民的消费习

惯， 也解决了大家电交投不便的
问题。 这两类结合体主要侧重于
在第一批试点基础上的完善和补
充， 不断丰富本市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回收模式。

【计划】
对回收企业进行名单制管理

目前， 试点单位回收产品总
量占全市理论废弃量的比例仍比
较小， 消费类产品的回收局面仍
未打开， 手机等产品仍是居民家
中 “沉睡的宝藏”。 下一步， 政
府部门、 行业协会、 回收单位将
继续共同发力， 唤醒 “沉睡的宝
藏”， 使之成为新的矿山。

将统筹推进两批试点建设 ，
引导行业健康运行， 核心工作是
探索建立试点期结束后的长效机
制。 支持发挥对试点企业的监督
管理作用， 由行业协会 （产业联
盟） 通过认证等方式对回收企业
进行名单制管理， 确保行业规范
发展 。 此外 ， 持续推进行业规
范和标准的制订工作。 支持将试
点单位的有益做法向全行业进行
推广 ， 让企业和行业的运行有
规可循 ， 通过标准的制订推动
消费类等涉及居民信息安全的
产品回收 ， 破解手机等产品回
收难的问题。 再有， 将优化线下
回收布局网络 ， 通过企业与社
区、 各类服务网点定向合作等方
式， 逐步扩大线下回收网络覆盖
和服务便捷度。 对于试点建设中
回收企业遇到的进社区难、 运输
难、 暂存难等共性问题， 协调相
关部门补齐制约行业规范发展的
“短板”。

唤唤醒醒““沉沉睡睡的的宝宝藏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