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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物资再生协会提出和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中国物资再生协会。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江西格

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新创资源再生有限公司、重庆市中天电子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TCL

奥博（天津）环保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天元绿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绿洲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州翔宇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西南科技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天津再生资源

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于可利、李淑媛、邓毅、郭玉文、张贺然、刘雨浓、胡巧真、郭子亮、黄信谋、

罗文琼、王春林、王小丹、江博新、杨振盛、陶育安、吴春南、樊文建、余人杰、陈梦君、苑文仪、胡

嘉琦、吕彬、武晓燕、曹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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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企业资源环境 

绩效评价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源环境绩效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企业，已获得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发放的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证的企业可参考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21474 废弃电气电子产品再使用及再生利用体系评价导则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31 环境管理 环境绩效评价 指南 

GB/T 24040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T 29769 废弃电子电气产品回收利用术语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6132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HJ 527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 

ISO/TS 14031:2021 环境管理–环境绩效评价–指南（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Guidelines） 

ISO/TS 14067 温室气体 - 产品碳足迹 - 要求和准则量化和通信（Greenhouse gases — 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 —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quantif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CRRA 1301-2018 电器电子产品尽责循环管理体系要求 

CMS-073-V01 电子垃圾回收与再利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电器电子产品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指依靠电流或电磁场工作或者以产生、传输和测量电流和电磁场为目的，额定工作电压为直流不超

过1500伏特、交流电不超过1000伏特的设备及配套产品。其中涉及电能生产、传输和分配的设备除外。 

[来源：GB/Z 20288，定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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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waste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产品拥有者不再使用且已经丢弃或放弃的电器电子产品（包括构成其产品的所有零（部）件、元（器）

件和材料等），以及在生产、运输、销售、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报废和过期的电器电子产品等。 

[来源：HJ 527,定义3.1] 

 

拆解  disassembly 

通过人工或机械方式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进行拆解、解体、以便于处理的活动。 

[来源：HJ 527,定义3.6] 

 

处理  treatment 

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进行除污、拆解和回收利用等活动。 

[来源：HJ 527,定义3.10] 

 

处理企业  treatment company 

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活动的法人，需具备处理资质并拥有相应的贮存处理场地、设施、设备、

信息管理系统和污染防治措施。 

 

处置  disposal 

采用焚烧、填埋或其他改变废弃物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达到减量化或者消除其危害性的

活动，或者将废弃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场地或者设施的活动。 

[来源：HJ 527,定义3.11] 

 

可再生利用材料  recycling material 

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具有可再生利用价值的材料。但不包括用于能量回收的材料。 

[来源：GB/T21097.1,术语和定义3.11] 

 

资源环境绩效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与资源、环境因素的管理有关的绩效。 

[来源：GB/T 39966,定义3.2 已修改] 

 

资源环境绩效评价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帮助管理者对组织的资源环境绩效进行决策的过程，包括选择参数、收集和分析数据、依据资源环

境绩效准则评估、报告和交流资源环境绩效信息，并定期评审和改进这一过程。 

[来源：GB/T 39966,定义3.4 已修改] 

4 资源环境绩效评价信息基本要求 

用于资源环境绩效评价的信息应当符合下列原则： 

——关联性：资源环境绩效信息应当与处理企业对资源和环境因素的管理有关； 

——完整性：资源环境绩效信息应当完整，以确保所有的资源环境因素都得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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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和准确性：资源环境绩效信息应当一致、准确，以便对过去、当前以及将来的资源环境

绩效进行有效的比较； 

——透明性：资源环境绩效信息应当清晰、透明，以便预期用户能获得并理解资源环境绩效数据，

以做出合理可信的决策。 

5 基本要求 

企业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不得使用淘汰或禁止的

落后工艺和装备。 

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活动的企业应具备处理资质，拥有相应的处理设备和场地，符合

所在地的省级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发展规划。 

企业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企业宜按照 GB/T 24001、GB/T 45001、GB/T 23331 分别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 

企业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和处置应符合国家相关环境和安

全等管理标准。 

6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设定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的资源环境绩效评价方案包括基本要求、资源环境管理、资源绩效和环

境绩效的一级指标，每一个一级指标由若干个反应企业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生产管理水平的二级指标和

三级指标组成。本标准根据上述各方面对企业资源环境绩效整体表现影响的程度确定了相应的分数。评

价标准参见附录A，评价指标解释及计算方法见附录B。 

 

基本要求 

 

参与资源环境绩效评价的企业应满足本标准5中的相关要求。 

 

资源环境管理 

 

资源环境管理相关二级指标从提高企业生产管理水平、加强信息公开、加强上下游产品流向追溯等

方面设置。三级指标在二级指标的基础上进行细分，具体包括管理体系、监控体系、追溯体系、信息发

布、行业认证。 

 

资源绩效 

 

资源绩效相关二级指标从加强回收体系建设、提高仓储管理水平、保障物流运输、保障信息安全、

提高拆解处理水平、提高废弃产品资源化水平、提高企业深度资源化水平等方面设置。三级指标在二级

指标的基础上进行细分，具体包括回收能力建设、回收保障、贮存管理、危废仓库、物料堆放、泡棉仓

库、运输信息采集、危废运输能力、信息清除、指南符合性、实际拆解量、拆解规范性、拆解处理水平、

投入产出、再生材料利用、废电路板资源化、废塑料资源化、废五金资源化、特征固废资源化。 

 

环境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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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绩效相关二级指标从污染防治、污染物收集处置、清洁生产和碳减排等方面设置。三级指标在

二级指标的基础上进行细分，具体包括污染控制防治、噪声控制、固废贮存、在线监测、平衡盐水处置、

废矿物油收集、制冷剂收集、发泡剂收集、清洁生产评价、清洁生产改造、碳排放核算、碳减排效益。 

7 评价方法和程序 

人员组成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的资源环境绩效评价应由与企业无直接关系的第三方组织进行。 

 

数据收集 

 

开展评价的组织应遵循附录A的要求收集企业信息，具体方式应包括但不限于查看企业提供的报告、

报表及原始记录、访谈企业相关人员、实地走访调查等。 

 

评分方式 

 

根据附件A中三级指标说明打分，企业满足条件要求得到相应的分数，不满足则不得分。 

 

评分结果与分级 

 

评分项目总分为100分，等级由评分结果确定，按照行业内优秀企业所能达到的先进水平确定为优

秀（85分以上）、良好（75-85分）和不合格（75分以下）。 

 

报告与交流 

 

将收集到的企业信息、评价计算情况及结论整理成评价报告。 

 

评审与改进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处置企业应按照资源环境绩效评价结果改进，并定期进行资源环境绩效评

价，以识别资源环境绩效改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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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企业开展资源环境绩效评价要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打分条件 

基本要求 

（12） 

基本要求 

（6） 

合法经营（2） 
企业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不应使用淘汰或禁止的落后工艺和装备 

资质条件（2） 
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活动的企业应具备处理资质，拥有相应

的处理设备和场地，符合所在地的省级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发展规划 

无事故（2） 企业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管理体系 

（6） 

环境管理（2） 企业宜按照GB/T 24001建立、实施并保持环境管理体系 

职业健康管理（2） 
企业宜按照GB/T 45001建立、实施并保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两年

内没有劳动纠纷和职工职业病发生 

能源管理（2） 企业宜按照GB/T 23331建立、实施并保持能源管理体系 

资源环境 

管理 

（10） 

信息管理 

（6） 

管理体系（2） 企业建设有ERP系统，实行单台扫码上线 

监控体系（2） 
实现所有生产环节视频监控全覆盖，摄像头不少于120个/百万台处理能

力 

追溯体系（2） 
企业应记录所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来源及其处理产物的下游处理

环节的相关信息 

信息公开

（4） 

信息发布（2） 
企业定期向社会发布披露环境保护有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企业环境报

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ESG（环境、社会与管理）报告 

行业认证（2） 
企业宜取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相关行业认证证书，包括但不限于电器电

子产品尽责循环管理体系等认证 

资源利用绩

效（50） 

回收体系 

（4） 

回收能力建设（2） 
企业建立了线上或者线下的自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网络，或者已与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回收保障（2） 
对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企业名单内的企业，自有或者合作

回收能力应能保障总体产能利用率不低于资格条件的90% 

仓储管理 

（8） 

贮存管理（2） 
仓储区域分区规划合理，无混存现象；拆解处理产物应按要求分类存放，

清楚标识 

危废仓库（2） 危废仓库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要求设置识别标志，台账记录准确无误 

堆放合理（2） 
拆解处理产物中废玻璃、废金属、泡棉等使用专用容器存放，无散装堆放

现象 

泡棉仓库（2） 泡棉贮存仓库设置喷淋设施 

物流运输 

（4） 

运输信息采集（2） 运输前应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信息进行登记以确保运输物料的可追溯性 

危废运输能力（2） 危险废物应按照HJ 2025-2012的要求进行运输 

信息安全 

（2） 
信息损毁（2） 

企业宜采用有效的数据销毁程序销毁所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载体上的信

息；数据销毁率达到100% 

拆解处理

（16） 

指南符合性（2） 
符合《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规范拆解处理作业及生产管理指南》拆解处理要

求 

实际拆解量（2） 企业年实际拆解量不低于资质许可中拆解能力的80% 

拆解规范性（2） 企业年规范拆解率不低于95% 

拆解处理水平（10） 
企业采用2种以上整体破碎等自动化技术开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

置工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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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打分条件 

CRT屏锥分离碎屏率不超过10%（2） 

液晶背光灯管破损率不超过5%（2） 

废冰箱生产线处理能力不低于80台/小时（2） 

企业开展除“四机一脑”外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处置工作（2） 

拆解产物再利

用率水平

（8） 

投入产出（2） 各品类总拆解产物重量应达到拆解产品重量（原料重量）的98%以上 

再生材料利用（6） 

拆解产生的再生材料企业通过自建或委托至有资质、有能力的公司的方

式进行资源化再利用（1） 

废弃电视机及电脑材料再生利用率不低于95%（1） 

废弃冰箱材料再生利用率不低于85%（1） 

废弃空调材料再生利用率不低于90%（1） 

废弃洗衣机材料再生利用率不低于95%（1） 

废弃小家电等其它种类不低于80%（1） 

拆解产物深度

资源化水平

（8） 

废电路板资源化（2） 

电路板深度资源化设施（1） 

具备稀贵金属提取设备设施（1） 

废塑料资源化（2） 

具备塑料破碎分选设备（1） 

具备废塑料造粒设备（1） 

废五金资源化（2） 具备废五金分类和加工设备设施 

特征固废资源化（2） 具备废泡棉、废矿物油、废玻璃综合利用的设施设备 

环境保护绩

效（18） 

污染防治

（4） 

污染控制设施（1） 投入适宜的污染物处理设备设施 

噪音控制（1） 投入有效降低噪音污染的设备设施 

固废贮存（1） 
企业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危险固体废物应分别按照GB 18599、GB 18597

的要求进行贮存 

在线监测（1） 具备关键污染物的在线监测系统 

污染物收集处

置（8） 

平衡盐水处置（2） 平衡盐水稀释10倍后排放 

废矿物油收集（2） 
冰箱压缩机打孔沥油时间不应低于少于20分钟；空调压缩机打孔沥油时

间不应低于30分钟 

制冷剂收集（2） 
冰箱有氟冰箱氟利昂收集过程中漏氟率不超过1%，空调氟利昂收集过程

中漏氟率不超过2.5% 

发泡剂收集（2） 有效收集聚氨酯中的发泡剂 

清洁生产评价（1） 企业开展清洁生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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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打分条件 

清洁生产

（2） 
清洁生产改造（1） 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改造 

碳减排（2） 

碳排放核算（1） 
企业采用GB/T 32150、CMS或其他适用的标准及规范对厂界范围内的温室

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和报告 

碳减排效益（1） 
企业宜采用符合ISO 14067要求的碳足迹核算方法或符合GB/T 24040要求

的生命周期评价方法计算所处理的废弃产品资源再生过程的碳减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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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企业资源环境绩效指标解释及计算方法 

B.1 每百万台处理能力摄像头数量 

 每百万台处理能力摄像头数量 =
企业使用中摄像头数量×100

企业年处理能力（万台）
 ································· (B.1) 

B.2 信息销毁 

企业采用物理破碎或信息擦除的方式有效销毁所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载体上的信息。 

B.3 拆解规范率 

 规范拆解率 =
生态环境部公示认定拆解量（台）

企业实际拆解量（台）
× 100% ······································ (B.2) 

式中：从评价之日起计算近一年的规范拆解率。如生态环境部未公示本季度数据，则以最新公示季

度数量和前三个季度公示数量的和作为近一年生态环境部公示认定拆解量。 

B.4 破屏率 

 破屏率 =
屏锥分离过程中屏面玻璃破碎数量（台）

实际拆解量（台）
× 100% ······································ (B.3) 

式中：从评价之日起计算近三个月的破屏率。屏玻璃碎成两块及两块以上的即为破屏。 

B.5 背光灯管破碎率 

 背光灯管破碎率 =
背光灯管断裂数量（台）

实际拆解量（台）
× 100% ········································ (B.4) 

式中：从评价之日起计算近三个月的背光灯管破碎率。背光灯源是灯带的不计算在内。 

B.6 再生材料使用率 

 再生材料利用率 =
可再利用部分材料重量

企业购入某类废电器总重量
× 100% ······································· (B.5) 

式中：从评价之日起计算近 1 年的再生材料利用率。 

B.7 冰箱漏氟率 

 冰箱漏氟率=
抽氟过程中漏氟

实际拆解量
× 100% ···················································· (B.6) 

式中：从评价之日起计算近三个月的漏氟率。R600A 等对臭氧层不造成破坏的环保制冷剂冰箱不计

算在内。 

B.8 空调漏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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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漏氟率=
抽氟过程中漏氟

实际拆解量
× 100% ···················································· (B.7) 

式中：从评价之日起计算近三个月的漏氟率，对臭氧层不造成破坏的环保制冷剂空调不计算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