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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
缔约方大会
第十一次会议
2013 年 4 月 28 日–5 月 10 日，日内瓦
议程项目 4(e)（一）
与执行《公约》有关的事项：国际合作、协调与伙伴关系：
巴塞尔公约伙伴关系方案

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
经修订的对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进行无害环境管理的指导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
1.
巴塞尔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一次会议以伙伴关系工作组编制的经修订的
指导文件（载于文件 UNEP/CHW.11/6/Add.1）为基础，在经有关计算机设备行
动伙伴关系的第 BC-11/15 号决定修正后，通过了对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进行
无害环境管理的指导文件第 1、2、4 和 5 节。
2.
为避免出现重复和矛盾之处，尚未获得通过的指导文件第 3 节可在电子
和电气废物（电子废物）越境转移问题（尤其是废物与非废物之间的区别问
题）技术准则获得通过之后予以修订。
3.
已通过的指导文件第 1、2、4 和 5 节最终版案文与提交缔约方大会第十一次
会议的第 3 节案文一并载于本增编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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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PACE)

关于对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进行无害环境管理的指导文件

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工作组批准
修改日期：2013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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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1.1

指导文件的目的

1.1.1

本文件的目的是为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的无害环境管理提供指导。文件重点强
调了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的再利用和再循环问题，以期避免在垃圾掩埋或焚烧
等最终处置设施中最终处置上述废旧产品。

1.1.2

为此，本文件介绍了与可能不属于废物的旧计算机设备和属于废物的报废计算机
设备的无害环境管理有关的一般指导，并且涉及到无害环境管理标准；越境转移
程序；检测、翻新和维修以及材料回收和再循环等问题。

1.1.3

本文件对各项目组编写及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工作组批准的准则起到了补充
作用。它对由关于无害环境管理标准的建议问题临时工作组编写的报告、由越境
转移问题分组编写指导文件以及项目组 1.1（废旧计算机设备检测、翻新和维修的
无害管理问题）编写的准则以及项目组 2.1（报废计算机设备的材料回收和再循环
的无害管理问题）编写的准则中所提供的信息进行了总结。

1.1.4

与关于无害环境管理标准建议的报告、个别项目准则和越境转移程序一起，本文
件的目的是用于提高认识，促进执行与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无害环境管理各阶
段相关的最佳做法。本文件提供的信息可用于传递关于翻新和维修旧计算机设备
的现有专业知识以及材料回收和再循环的最佳做法。因此，本文件为旨在帮助落
实在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之下所设项目组制定的各项建议和行动的培训方案
（例如，以讲习班的形式）提供了基础。各巴塞尔公约区域中心也可以利用本文
件中所用材料来编写其所涉专题的培训材料。

1.2

内容

1.2.1

本文件不仅转载了相关的《巴塞尔公约》一般条款，而且还载有计算机设备和计
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的背景信息、各报告的执行摘要和建议、与无害环境管理
标准建议有关的准则及其相关附录、越境转移程序、检测、翻新和维修以及材料
回收和再循环。

1.2.2

在整个文件当中，提及附件一、二、三或四系指《巴塞尔公约》的附件。

1.3

《巴塞尔公约》的一般条款

1.3.1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系于 1989 年 3 月 22 日获得通过，
并于 1992 年 5 月 5 日生效。除其它原则外，它着重强调了危险废物的无害环境管
理，它被视为“采取一切可行步骤，确保危险废物或其它废物的管理方式将能保
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使其免受这类废物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该公约载有若干
具体目标，缔约方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负有义务，其中包括以下目标：
(a) 将受本公约管辖的危险废物和其它废物的越境转移降到最低限度；
(b) 防止产生危险废物以及将其降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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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据各缔约方的国内法律、法规和政策，就使用和转让与危险废物和其它废物
的无害环境管理有关的清洁技术和管理系统开展积极合作。
1.3.2

这些目标得到了《公约》中所述危险废物监测和控制管理制度的支持。该管理制
度的一些关键要素为：事先通知和知情同意；禁止向非《公约》缔约方的国家出
口；适用于再进口职责的条款；以用适用于参与越境转移的当事方责任的条款。
出口国的义务是提供事先通知，并在启动装运危险废物之前得到进口国和过境国
的同意。应该承认，所有国家都有禁止外国危险废物及任何其它废物进入其领土
或对其进行处置的主权。

1.3.3

出口国和进口国必须确保以无害环境的方式对预定进行处置（包括再循环和最终
处置）的废物进行管理。如果出口国和进口国认为所涉废物得不到无害环境管
理，则不允许进行越境转移。最后，从越境转移起始点开始到处置点止，每一批
危险废物或其它废物都必须有转移文件。一旦征得同意，必须对等待运输的废物
进行适当包装和贴标签，这些工作应按照《联合国运输危险货物建议书：示范条
例》一等国际运输规则的要求进行。

1.3.4

《公约》第 11 条涉及到与废物越境转移有关的双边、多边和区域协定或安排。根
据第 4(5)条和第 11 条的规定，《公约》缔约国不得与非缔约国进行旨在进行处置
的危险废物贸易，双方已经达成《公约》第 11 条所述某种协定或安排的除外。根
据第 11 条第 1 款之规定，缔约国可与非缔约国签署上述协定或安排，只要这些协
定或安排“不减损本公约关于以对环境无害方式管理危险废物或其它废物的要
求”，并“规定这些协定或安排应特别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无害于环境
方面做出的规定不应低于本公约的有关规定”。该条第 2 款规定，《公约》的条
款不得妨碍按照此类协定开展的越境转移活动，前提是此类协定遵守《公约》提
出的关于对危险废物和其它废物进行无害环境管理的要求。

1.3.5

因此，第 11 条的协定或安排应包括：一致的覆盖范围；事前通知和同意；禁止在
未获得同意的情况下装运；努力减少越境转移；利用以无害环境方式运作的授权
机构；禁止向已经禁止此种进口的国家出口；只能由经过授权的人进行装运；搁
浅货物的替代措施；采用跟踪文件（根据第 II/10 号决定的附件）。有关公认的第
11 条协定及安排的名单可见《公约》网站：http://www.basel.int/article11/multi.html。

1.4

为什么《公约》第二伙伴关系选择计算机设备

1.4.1

《公约》之下第二伙伴关系选择计算机设备的原因是：
(a) 各国人民都可能会涉及到这种非常引人关注的产品；
(b) 计算机技术已在全球广泛应用；
(c) 计算机设备回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
(d) 对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的不当管理可能对公共健康、工人安全及环境构成威胁；
(e) 与所有电气和电子产品相比，推动以共识为基础进行项目管理的计算机设备生
产厂商的数量有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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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在过去三十年里，全世界的人们迅速获得了计算机技术，在利用新技术促进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二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在与信息和通讯有关的技术方面。随
着市场继续扩大及有更多的社区获得信息技术，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和经济
转型国家在享受到这些新技术带来的惠益的同时，也在管理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
备及其它电子产品方面面临新的挑战。

1.4.3

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在推动对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进行无害环境管理方面发挥
作用。目前已经有了确保对计算机设备进行适当管理所需的技术和技能，包括适
当翻新和维修计算机设备所需的技术，这些技术不仅可以带来就业机会，而且还
能延长贵重设备的使用寿命，使欠发达国家的人们也能够拥有使用计算机设备的
机会。另外，可以对无法重新利用的计算机产品进行无害环境材料回收和再循
环，这项工作可以在国内进行，也可以在有能力进行贱金属和贵金属回收及适当
处理问题物质及保护资源和能源的其它国家进行。

1.4.4

从下图可以看出，从 2000 至 2010 年期间，所有区域的个人计算机销量都有显著增
长，这一趋势预计至少会一直持续到 2014 年。全球总销量（所涉年份所有区域销
量总和）从 2000 年的 1.7 亿台增加到 2010 年的约 3.7 亿台。据预测，全球在 2014
年的总销量将会达到 4.7 台。在过去 10 年里，销售量增加了两倍多，增长速度最
快的是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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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各区域个人计算机(PC)销售情况及预测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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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于出现这种增长，应该记住的是，在很多工业化国家，所有个人计算机迟早都
要被替换。个人计算机通常会在报废或停止工作之前被替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环境署）发现，在被新产品替换之前，个人计算机的第一次使用年限一般不到
四年，因为它们的拥有者想要拥有更新的型号以便拥有更多或更新的功能。由于
个人计算机销售量的增长，二手产品可以用于翻新和再利用或再循环，直到电子
及电气废物（电子垃圾）的使用寿命结束。据环境署称， 四 全世界每年大约产生
2000-5000 万吨电子垃圾，在全部城市固体废物中占 5%以上。全世界每年有数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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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台已经购买的计算机过时，如果不能以无害环境的方式对其进行管理，将会使
很多铅、镉、汞和其它危险物质进入环境，从而对环境产生影响。
1.4.6

另外，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称， 四虽然电子垃圾在废物流中不是占大部分，但电子垃
圾的增长速度快于任何其它类别的城市废物。总之，在 2005 至 2006 年期间，城市
废物总量只增长了 1.2%，而电子垃圾的增长速度为 8.6%。这说明在个人计算机的
使用寿命结束之前不应该被忽视。可以对其进行翻新、维修和再利用，或送到无
害环境的材料回收和再循环企业，从而对各种材料进行回收和再循环，以便加工
新的产品。

1.4.7

还应该认识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快速发展的二手和翻新的计算机设备市
场，二手和翻新的计算机设备经常被运到这些国家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同
时，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还有非正规经济部门在从事二手及废旧和报
废计算机设备收集、维修、翻新和再利用以及从电子垃圾中回收铜和金等材料。
不幸的是，在这种非正规经济部门中，材料回收业务往往并不安全和/或无害环
境，结果导致从事此类业务的人极有可能曝露于危险物质之下。另外，还有研究
表明，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的人往往未受过必要的教育和培训，无法采用无害
环境的方式对各种材料进行收集、翻新、维修和回收。最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缺少以无害环境方式回收使用寿命结束的计算机设备的基本基础设施和工业能
力，因此，必须依赖境外企业。

1.5

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

1.5.1

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是由巴塞尔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议于 2008 年 6 月在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发起的。它是在《巴塞尔公约》主持下由多个利益攸关方组成
的一个公私伙伴关系，为来自个人计算机生产厂家、回收企业、国际组织、行业
协会、学术机构、环保团体和政府的代表以无害环境的方式处理废旧和报废计算
机设备的翻新、维修、材料回收、再循环和处置问题提供了一个论坛。创建计算
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的目的是进一步以无害环境方式管理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
备，同时考虑到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推动分享寿命周期思维方面的
资料。

1.5.2

为了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之目的，计算机设备被定义为：个人计算机及相关
显示器、打印机和外围设备；个人台式计算机，包括中央处理器(CPU)及其中所包
含的所有其它部件；个人笔记本电脑和膝上型电脑，包括笔记型计算机船坞、
CPU 及计算机中所包含的所有其它部件；计算机显示器，包括显像管、液晶显示
器和等离子显示器；计算机键盘、鼠标和电源线；计算机打印机，包括点阵打印
机、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热敏打印机以及任何具备扫描和/或传真功能的计
算机打印机。

1.5.3

计算机设备效仿的一些例子：
(a)

CPU 和个人台式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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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b)

监控器或显示器；

(c)

键盘和鼠标；

(d)

打印机和扫描仪。

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的目的是为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提供新的和创新办法。它
的其它目的是：
(a) 通过对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进行持续利用、翻新和维修，促进发展中国家和
经济转型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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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寻找鼓励措施和办法，使达到使用寿命的计算机设备能够从掩埋和焚烧处理转
为无害环境的商业材料回收或再循环作业处理；
(c) 制定适当的翻新、维修和材料回收或再循环准则，包括检测标准、为翻新后的
废旧设备贴标签以及对无害环境维修、翻新和再循环企业的认证；
(d) 停止向法律禁止进口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的国家运送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
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1.5.5

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的活动包括启动有关协助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评
估和改进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管理的试点示范项目、提高对计算机设备行动伙
伴关系认识以及开展有关实现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和《巴塞尔公约》各项目
标的培训活动。

1.5.6

缔约方大会在其第 IX/9 号决定中设立的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工作组是计算机
设备行动伙伴关系的运作机制，起到了分享信息论坛的作用。该工作组的成员包
括《巴塞尔公约》的缔约国和签字方；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巴塞尔公约能
力建设和技术转让区域和协调中心；以及其它利益攸关方，包括：生产厂家、回
收企业、翻新企业、行业协会及拥有本工作组各项活动所需具体专业知识和经验
的学术机构。

1.5.7

自其成立以来，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工作组讨论了其任务，确定了其职责范
围，并且决定设立五个项目组和两个分组来执行其工作方案，其目标如下：
无害环境管理标准问题临时项目组
该临时项目组的目标是：
(a) 查明可用于支持在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工作组之下设立的其它项目组的现
有相关国际、国家、行业及其它无害环境管理指导材料；
(b) 提出与无害环境管理核心标准有关的建议五，以供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项
目组在制定准备或开展试点项目时使用。该项目组也可在必要时制定具体业务
的分类标准。
负责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无害环境翻新和维修问题的项目组 1.1
该项目组的目标是制定和开展关于无害环境翻新和维修的工具（如准则）和活
动，包括检测标准、认证和贴标签。该项目组将与负责无害环境管理原则、再循
环标准和试点项目的其它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项目工作组进行合作与协调。
负责对报废计算机设备进行无害环境材料回收和再循环问题的项目组 2.1
该项目组的目标是了解收集、审查和传播（通过一项准则）有关对计算机设备进
行无害环境材料回收和再循环的实践信息的风险和好处。该项目组将与负责无害
环境管理原则、翻新标准和试点项目的其它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项目工作组
进行合作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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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从非正规经济部门收集和管理报废计算机设备问题的项目组 3.1
该项目组的目标是制定和推动旨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无
害环境管理试点计划；增加有关收集和管理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试点项目的供
资金额；并确保此种项目的长期财政可持续性。
负责提高认识和培训问题的项目组 4.1
该项目组的目标是制定一个有关提高认识和培训产品的清单，执行这些产品以进一
步推动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并且完善在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框架内编写
和制定的各项报告和准则。
负责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越境转移问题的分组
该分组的目标是审查可能适用于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越境转移问题的各项规
则，同时要考虑到在移动电话伙伴关系倡议框架下制定的《收集移动电话越境转
移准则》。该分组的参与者还认识到需要继续协调缔约方大会在第 IX/6 号决定和
第 BC-10/5 号决定中所授权的工作，制定有关电子废物越境转移的技术准则，特别
是关于废物与非废物之间的区分。
负责资源调动和财政可持续性问题的分组 3.1.1
该分组的目标是增加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收集和管理试点项目可以利用的资
金，以及确保此类项目的长期财政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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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无害环境管理标准的建议六

2.1

概要

2.1.1

本节介绍了针对无害环境管理标准问题临时项目组制定的无害环境管理标准提出
的一些建议。该项目组的报告可参见《巴塞尔公约》网站 (http://www.basel.int/
industry/compartnership/documents.html)。

2.1.2

本组报告的目的是针对无害环境管理标准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其它计算机设备行
动伙伴关系项目组在执行计算机设备无害环境管理原则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
转型国家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试点项目中制定国家使用准则时使用。该报告
还可被各国政府和企业用作无害环境管理问题一般指导的信息资源。为了计算机
设备行动伙伴关系之目的，且按照本文件附录一中所述术语表之中的定义，无害
环境管理是“采取一切可行步骤，确保废旧和报废产品及废物的管理方式将能保
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2.1.3

无害环境管理标准建议尽可能仿照各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工业界和非政府组织
现有相关指导，目的就是为尽量避免重复和促进与现有做法保持一致。与无害环
境管理标准以及《巴塞尔公约》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工作之中的
核心业绩要素保持一致是在编写无害环境管理标准建议时的一项重要考虑因素。
查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需求是这项工作的另一重要方面。此种需求包
括企业一级的最佳管理做法，并且往往还包括有效保护工人、社区和环境的法律
制度和基础设施，而单个企业则必须利用和依赖这些法律制度和基础设施来实现
无害环境管理目标。

2.1.4

人们认识到，各国的无害环境管理能力参差不齐，它往往取决于计算机设备行动
伙伴关系范围之外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同样，为各国政府提出新的建议需
要进行广泛磋商，并且需要得到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以外各组织的承认。因
此，本文件向各国政府提出的无害环境管理标准建议仅代表在《巴塞尔公约》和
经合组织之下现已得到认可的一些建议。

2.1.5

虽然一般性政府和社会无害环境管理标准的重要性没有降低，但工作重点却是放
在查明针对具体企业的建议，其中包括确保各企业采取以下措施：
1.

高级管理层致力于采用一种系统性的做法：展示高级管理层致力于采用一种系
统性的做法，以便在企业业务的所有方面实现无害环境管理，其中往往包括某
种环境健康和安全管理制度；

2.

风险评估：查明与各项活动、产品和服务相关的、对公众和工人健康与安全以
及环境构成的实际和/或潜在危害和风险；

3.

风险预防和最小化：尽可能消除且在任何情况下力求最大限度减少与各项活
动、产品和服务相关的、对公众和工人健康与安全以及环境构成的实际和潜在
危害和风险；

4.

法律要求：查明、利用和力求满足适用的法律要求，包括与各种立法、法规和
条例；法令和指示；执照、许可和批准证明或其它形式的授权；由管制机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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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命令；和/或法院或行政法庭的判决有关的要求。各企业还应该考虑到各
种习惯法或土著法律和条约、公约和议定书；
5.

认识、能力和培训：确保雇员拥有与有效管理职业风险有关的适当认识水平、
能力和培训；

6.

保存记录和绩效评估：保存记录、监测、跟踪和评估企业在实现无害环境管理
方面的绩效；

7.

纠正行动：采取适当行动，解决对公众和工人健康与安全以及对环境构成的严
重实际和/或潜在风险，并且在实现无害环境管理过程中纠正已经发现的不足；

8.

透明度与核查：在适当保护机密商业信息的情况下，落实支持上述每一个组成
部分关于透明度和核查工作的条款。这可能有助于各企业向公众确保其业务和
活动符合无害环境管理要求。此种条款可能包括第三方参与审查和检查。

2.1.6

最后，有人建议，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项目组应该在设计和执行其技术指导
和试点项目期间考虑关于无害环境管理标准建议的报告中提出的所有建议。

2.2

建议

2.2.1

针对具体国家的建议

2.2.1.1 各国应该对其所采取的措施进行审查，以便履行其在《巴塞尔公约》之下承担的
义务，支持执行关于按照《巴塞尔公约》制定对废物实施无害环境管理的技术准
则指导文件中所提出的适用建议。七
2.2.1.2 经合组织成员国应该对其所采取的措施进行审查，以便支持执行经合组织理事会
关于对废物实施无害环境管理的第 C(2004)100 号建议（见附件 B），八以及经合组
织关于对废旧和报废个人计算机特定废物流实施无害环境管理技术指导
(ENV/EPOC/WPWPR(2001)3/FINAL)九中提出的适用建议。
2.2.1.3 如果国内环境管理制度已经成为国内无害环境管理做法的一部分，则应该特别考
虑专门针对中小企业制定一种环境管理制度。有人建议，无论选择何种制度，政
府或大公司都要制定有关在信息和专业知识分享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支助的计划。
2.2.1.4 根据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技术指导执行的国内政策和方案应该有利于提高遵
守有关废物管理方面的适用国际协定和议定书以及国内法律要求的能力。
2.2.2

针对具体企业的建议

2.2.2.1 各企业应该确保采取措施，以证明符合以下无害环境管理标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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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险评估：查明与各项活动、产品和服务相关的、对公众和工人健康与安全以
及环境构成的实际和/或潜在危害和风险。

3.

风险预防和最小化：尽可能消除且在任何情况下力求最大限度减少与各项活
动、产品和服务相关的、对公众和工人健康与安全以及环境构成的实际和潜在
危害和风险。

4.

法律要求：查明、利用和力求满足适用的法律要求，包括与各种立法、法规和
条例；法令和指示；执照、许可和批准证明或其它形式的授权；由管制机构发
布的命令；和/或法院或行政法庭的判决有关的要求。各企业还应该考虑到各
种习惯法或土著法律和条约、公约和议定书。

5.

认识、能力和培训：确保雇员拥有与有效管理职业风险有关的适当认识水平、
能力和培训。

6.

保存记录和绩效评估：保存记录、监测、跟踪和评估企业在实现无害环境管理
方面的绩效。

7.

纠正行动：采取适当行动，解决对公众和工人健康与安全以及对环境构成的严
重实际和/或潜在风险，并且在实现无害环境管理过程中纠正已经发现的不足。

8.

透明度与核查：在适当保护机密商业信息的情况下，落实支持上述每一个组成
部分关于透明度和核查工作的条款。这可能有助于各企业向公众确保其业务和
活动符合无害环境管理要求。此种条款可能包括第三方参与审查和检查。

2.2.2.2 各企业应该对其所采取的措施进行审查，以便支持执行关于按照《巴塞尔公约》
制定对废物实施无害环境管理的技术准则指导文件中所提出的适用建议。十
2.2.2.3 各企业应该对其所采取的措施进行审查，以便支持执行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
指导文件及《巴塞尔公约》之下其它适用指导之中所提出的适用建议。
2.2.2.4 经合组织成员国境内的企业也应该对其所采取的措施进行审查，以便支持执行经
合组织理事会关于对废物实施无害环境管理的第 C(2004)100 号建议，以及经合组
织关于对废旧和报废个人计算机特定废物流实施无害环境管理技术指导
(ENV/EPOC/WPWPR(2001)3/FINAL)中提出的适用建议。
2.2.3

在规划与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管理有关的各项工作时应该考虑的建议十一

2.2.3.1 应该考虑本文件之中提出的所有建议。
2.2.3.2 应该在编写技术指导文件和试点项目时考虑到废物管理体系。按照降序排列，拟
议的废物管理体系内容包括：预防；最少化；再利用、再循环、能源回收；以及
处置。从理想的角度来讲，所有可行的废物管理机会都将在该管理体系的较高层
级加以利用。它并不排除可能会考虑到与产品使用寿命的各个阶段以及产生或可
能释放危险废物以及减少和避免温室气体排放机会等企业业务的影响相关联的其
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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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 应该考虑到危险和非危险废物之间以及危险和非危险工艺之间的差别。
2.2.3.4 不应该阻碍翻新或再循环活动，特别要认识到每个国家在提高低风险废物的无害
环境回收率时需要采取灵活措施。
2.2.3.5 应该确定企业措施和具体行动。这将包括企业内经营者可能用来证明符合所有无
害环境管理标准的任何适当核查措施。
2.2.3.6 应该考虑为八项无害环境管理标准中的每一项标准制定企业措施分层核对清单。
分层核对清单可支持持续改进无害环境管理，使企业能够迅速查明应该采取何种
措施才能逐渐从无害环境管理的较低层级上升到较高层级。
2.2.3.7 应该查明可用于将非正规经济部门业务纳入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地方、区
域和国家方案的切实备选方案和潜在资源，最终目标是促进这些业务向正规经济
部门过渡。
2.2.3.8 应该确定自我可持续的和在经济方面可行的解决方案，以便支持长期执行计算机
设备行动伙伴关系旨在按照无害环境管理标准对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收集、翻
新和再循环的试点项目活动。
2.2.3.9 应该支持各企业采取奖励和救济措施，支持制定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技术指导。
2.2.3.10 在制定及开展技术指导和试点项目时应该考虑到企业规模（特别是中小企业规
模）、废物的类型和数量、业务性质和国内立法。
2.2.3.11 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认证/注册程序及报告要求可以简化。因此，环境、
健康和安全报告等可每三年公开发布一次，而不是对大型企业要求的每年一次。
但是，作为企业实现无害环境管理做法的一部分，上述奖励和/或救济措施不应该
损害适当和有效保护公众和工人的健康与安全或环境。因此，允许在非经合组织
国家内对其中小企业进行更加简单或更少的企业审计是不适当的。
2.2.3.12 应该考虑到，中小企业的业务面临的风险较小或者没有风险，故它们更多地需要
比较有限的应急计划。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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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越境转移十三

3.1

概要

3.1.1

本节涉及收集到的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的越境转移问题。一旦收集起来，就应
该对计算机设备进行评估或检测，并且要贴标签，以确定其在可能经过维修、翻
新或升级之后是否适合再利用，十四或是否必须进行材料回收和再循环（见附录二 B
节）或最后处置（见附录二 A 节）。

3.1.2

本节应该对管理机构和主管当局、出口商、进口商、生产厂商、维修企业、翻新
企业和再循环企业以及涉及以下业务的任何组织有帮助：
a)

以再利用为目的进行废旧计算机设备的出口或进口；

b)

转移适合于再利用的废旧计算机设备，可在进口国内进行维修、翻新或升级之
后；

c)

越境转移必须进行材料回收和再循环（见附录二B节）或最后处置（见附录二
A节）的报废计算机设备。

3.1.3

即将采用的越境转移程序类型取决于被收集计算机设备的结构成分及危险特性，
并且取决于在进行评估或检测及贴标签或为检测结果提供证明文件十五 之后为其选
择的处置方式。为确定各类物质是否适用于《巴塞尔公约》，《公约》在其第 2
条第 1 款对其适用的“废物”进行了定义，规定“废物”是指处置或打算予以处
置的或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必须加以处置的物质或物品。《公约》随后又规定“处
置”是指本公约附件四（见附录二）所规定的任何作业。此种废物的危险成分和
特性则在一系列技术附件（一、二、三、八和九）中进行了定义和分类。另外，每一
缔约方可在其本国国内立法中对作为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其它物质和物品进行定义。十六

3.1.4

根据建议，如果报废计算机设备中含有《巴塞尔公约》附件一中所述成分，则应
该对打算进行材料回收和再循环（见附录二 B 节）或最后处置（见附录二 A 节）
的报废计算机设备实施《巴塞尔公约》越境转移管制程序，除非能够利用《巴塞
尔公约》附件三中特性证明这种报废计算机设备没有危险性。

3.1.5

以在进口国内进行维修和翻新且随后进行再利用为目的对废旧计算机设备进行越
境转移的，应该适用以下程序：

3.1.5.1 根据《巴塞尔公约》第 2 条第 1 款或国内立法，对于打算要在进口国进行维修或翻
新的废旧计算机设备而言，如果在参与越境转移的有关国家当中至少有一个国家
确定 十七此种设备属于废物，那么就应该启用决策树程序（附录四(b)）。如果根据
以下条款确定此种废旧计算机设备属于危险废物，则应适用《公约》管制程序
（及适用管制和贸易禁令）：
(a) 第 1 条第 1 款(a)项（载有《巴塞尔公约》附件一所载废物，除非能够利用《巴
塞尔公约》附件三中特性证明这种废旧计算机设备没有危险性）；或
(b) 第 1 条第 1 款(b)项（被某个参与缔约国国内立法视为危险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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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2 根据《巴塞尔公约》第 2 条第 1 款及国内立法，如果在参与越境转移的有关国家当
中没有一个国家确定打算要在进口国进行维修或翻新的计算机设备属于废物，则
不适用于《巴塞尔公约》管制程序。但是，在此情况下，参与国应该考虑采用自
愿通知程序（附录四(a)）或决策树（附录四(b)）程序，以确保对转移活动进行监
测，并为进口国提供应对机会（同意、反对或查明条件）。
3.1.6

按照附录四(a)和四(b)的各自描述，应该在具体时间间隔内对自愿通知程序和决策
树程序进行进一步审查，以便确保坚持无害环境管理的目标，并且要反映已经取
得的，包括从拟议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试点项目中获得的知识和技术专长。

3.1.7

对于已经收集的计算机设备，经检测适合再利用且贴过标签或提供证明文件的，
如果未进行进一步维修、翻新或升级，则其越境转移不属于《公约》和适用计算
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建议的范围之内，且此种设备可以进行装运，条件是要确保
接收国内的再利用目标。如果此种废旧的可用设备已经被有关国家归类为危险废
物，或受到适用国内法律的其它限制，比如，有关国家禁止进口此种废旧商品，
则缔约国和出口商应该考虑这些适用限制。

3.2

建议

3.2.1

对于已经收集起来的所有废旧计算机设备，首先应该进行评估，以确定其是否适
合直接再利用，在经过维修或翻新之后是否适合再利用，或者是否适合材料回
收。对于适合再利用的计算机设备，应该在进行越境转移之前做进一步的功能检
测及贴标签，或者提供适当的证明文件，包括有关检测结果的声明（附录七）。

3.2.2

对打算再利用的计算机设备进行检测。检测工作应该至少采用一种有效检测方
法，以便证实设备完全能够发挥作用（附录五），并且要进行电池检测（附录
六），以便确定在经过或不经过维修、翻新或升级的情况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适
合再利用。

3.2.3

除在第 3.2.7 款之中规定的之外，已经收集但未进行过是否适合再利用评估或检测
及贴标签或提供证明文件的废旧计算机设备必须接受《巴塞尔公约》危险废物程
序的管辖，除非能够利用《巴塞尔公约》附件一和附件三中特性证明这种废旧计
算机设备没有危险性。

3.2.4

对于打算进行材料回收和再循环（附录二 B 节）或最后处置（附录二 A 节）的报
废计算机设备，含有《巴塞尔公约》附件一中所载成分的，必须受《巴塞尔公
约》越境转移管制程序管辖，除非能够利用《巴塞尔公约》附件三中特性证明这
种报废计算机设备没有危险性。

3.2.5

如果废旧计算机设备经过评估被认为在进口国进行维修、翻新或升级之后可能适
合再利用，十八且在参与其越境转移过程的有关国家当中至少有一个国家将其归类
为废物，则应启用决策树程序（附录四(b)）。

3.2.6

如果打算在进口国用于维修或翻新的废旧计算机设备未被任何有关国家归类为废
物，则参与计算机设备越境转移的国家应该考虑启用自愿通知程序（附录四(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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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决策树程序 （附录四(b)），以确保转移过程受到监测，并且为进口国提供一个
应对机会（同意、反对或查明条件）。
3.2.7

以下货物通常被视为不属于上述程序和《巴塞尔公约》范围之内，除非被装运的
计算机设备被定义或被视为《公约》第 1 条第 1 款(b)项意义上的危险废物，或依
据适用国内法受到限制，比如被有关国家禁止进口此种废旧货物：

3.2.7.1 根据附录七，被收集的计算机设备已经进行过检测且贴过标签或提供证明文件，
并被宣布能够完全发挥作用十九及打算用于直接再利用的二十；
3.2.7.2 单个消费者装运其本人有瑕疵但处于保证期内或根据法律允许退回设备进行维修
或翻新的以及同一类型或类似产品打算退还消费者的计算机设备。这还不包括收
回计划中的设备；
3.2.7.3 处于保证期内或根据法律允许退回的、已经从单个消费者手里收集起来或经生产
厂商、原部件供应商或其合同代理人整理过并送回生产厂商、原部件供应商或其
合同代理人的，以及同类或类似产品已被或将被退回消费者的批量缺陷计算机设
备或部件；
3.2.7.4 根据某种文件租赁计划装运的废旧计算机设备，如果此种设备因需要维修而再次
转移、提供证明文件和根据附录七被宣布具备工作条件肯退还计算机设备所有者的。
3.2.8

建议 3.2.7 中提到的所有货物都应该附随一份在越境运输之前填写的客户发票和/或
其它装运单据，并且要包括附录八中所列信息。

3.2.9

如果与被进口废旧或报废计算机设备有关的翻新、维修、材料回收或再循环所引
起的危险废物或残留物要被送回原出口国或送到某个第三国，则应采用《公约》
通知程序。在适当的情况下，单证中应该包括提到原始单证，以确保能够进行有
效追踪。

3.2.10

如果出现与被进口废旧或报废计算机设备有关的翻新、维修、材料回收或再循环
所引起的危险废物或残留物要被送回原出口国或送到某个第三国的情形，建议在
出口商和进口商之间的合同中明确说明退回危险废物的细节，包括退回日期和财
务责任。

3.2.11

废旧和/或报废计算机设备的所有越境转移都应该依照适用的运输规则进行。

3.2.12

根据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准则和关于无害环境管理标准的报告，每个进口国
都应该采取措施以便建立适当的基础设施，从而确保有企业在国内或国外采取无
害环境的方式收集已经报废的计算机设备并进行再循环。

3.2.13

所有打算进行翻新或维修且在越境转移之后准备进行再利用的废旧计算机设备都
应该进行适当包装，以确保在运输期间保护其资产价值以及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见附录三中所述包装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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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废旧计算机设备检测、翻新和维修二十一

4.1

概要

4.1.1

本节介绍了关于以无害环境废旧计算机设备检测、翻新和维修准则二十二为基础进行
无害环境废旧计算机设备检测、翻新和维修的信息，上述技术准则可从公约秘书
处获取。该准则倡导加大对此种计算机设备进行再利用的力度，并且倡导对所有
废弃计算机设备或部件进行无害环境管理。附录九显示了一种典型的翻新和维修
过程。从总体来讲，延长计算机设备的使用寿命会带来最好的环境成果，减少对
自然资源的需求，并且减少废物的产生。通过无害环境管理的方式对废旧计算机
设备进行翻新和维修可能需要拥有广泛的技能或针对具体设备的专业知识和业务
控制能力，从而提高翻新和维修过程的效率，最大限度减少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
影响。考虑到计算机设备市场的复杂性，该准则的意图在于提供在今后几年能够
有效发挥作用并为全球翻新企业提供指导的一般指导。

4.1.2

关于无害环境废旧计算机设备检测、翻新和维修的准则分为四个部分：
(a) 第 1 部分介绍该准则的背景、目的和用途。它还列出了一份与废旧计算机设备
翻新或维修有关的无害环境管理标准清单；
(b) 第 2 部分提供了适用于翻新企业的指导。它涉及到翻新和维修企业及企业管理
者可能采取的措施，以便更好地确保对废旧计算机设备进行无害环境管理，并且
涉及到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无害环境管理标准临时项目组的每一项无害环境
管理标准；
(c) 第 3 部分为翻新和维修企业提供补充指导，进一步支持无害环境管理。它包括
翻新过程流程图和关于可翻新和不可翻新设备的分类指导。它还为数据安全与销
毁及设备拆解提出指导意见。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是关于再利用之前为确保功能性
对废旧设备进行检测的指导，包括电池检测。最后，它还为被翻新和维修设备的
贴标签和提供证明文件、包装和保管提供了指导意见；
(d) 第 4 部分载有关于被翻新和维修计算机设备和部件的营销、捐赠（附录十中所
列捐助原则）和重新部署的指导意见。

4.1.3

本信息还应该对参与废旧和翻新后计算机设备收集计划和运输的个人、公司和机
构以及利用被翻新计算机设备的消费者有帮助。以再利用为目的参与买卖计算机
设备的所有组织都应该会发现本信息很有用。

4.2

建议

4.2.1

与支持无害环境管理机构措施有关的建议。

4.2.1.1 机构的高级管理层应该确保采取某种系统性的做法，以便创造一种无害环境的管
理环境。这一政策应该拥有充分的文件依据，并且应该通过一项有关无害环境管
理的行动计划予以实施，该行动计划应该对持续审查和改进做出规定。应该关注
向所有工作人员、分包商和来访者介绍和宣传本组织在无害环境管理方面的政策
和有效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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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管理层应该力求发现与翻新和维修活动、产品和服务有关的对工人健康与安全以
及环境造成的危害和风险。
4.2.1.3 一旦高级管理层对风险进行评估之后，他们应该力求创造和维持对参与此种活动
所有人员的福祉适当的安全工作环境，建立高质量的提高认识和培训系统，最大
限度减少或消除与翻新和维修活动有关的、对工人健康与安全以及环境造成的危
害和风险。
4.2.1.4 翻新和维修企业都应该定期进行评估，以便查明所有适用法律、条例和授权，并
且应该确定它们如何适用于本企业，以便确保遵守所有适用要求。翻新和维修企
业在理解和运用法律时应寻求最佳可得指导和培训。
4.2.1.5 应该保留与废旧计算机设备无害环境翻新和维修有关的检查、检测和企业业绩评
估记录，并且应该根据适用法律及无害环境管理做法随时向消费者、审计人员和
管理部门提供。
4.2.1.6 处理可能对工人健康与安全以及环境具有危害的产品的翻新和维修企业也应该采
取措施，确保对各种危害进行定期检查和监测。另外，还可制定必须满足的管理
要求。
4.2.1.7 应当有满足某种经认证的全面环境管理制度及电子再循环标准的企业证明，该证
明将帮助政府及其他有关人员对翻新和维修业务和企业进行评估。如有可能，这
种证明应该由拥有适用标准审计权的某个独立认证机构出具（关于认证计划的补
充信息见附录十三）。
4.2.2

与翻新/维修过程有关的建议

4.2.2.1 企业管理人员应该根据其技术能力制定一项政策，规定什么样的废旧计算机设备
可以进入其工厂进行翻新或维修。
4.2.2.2 从事废旧计算机设备翻新或维修业务的工厂应该采取措施，从即将进行再循环和
材料回收的废旧计算机设备中确定哪些设备可以进行翻新或维修，并对其进行分类。
4.2.2.3 翻新企业只应出售、转让或运输那些经过评估后认为可以翻新或经过适当功能检
测的计算机设备（附录五）。
4.2.2.4 翻新和维修企业在翻新之前在保管和搬运废旧计算机设备时应该对其进行保护，
并防止可能对环境造成危害性排放以及对工人造成伤害。
4.2.2.5 翻新企业应该防止废旧计算机设备中所储存的数据从其收到并处理的计算机设备
中流出，并且应该力求通过电子方式销毁这些数据。
4.2.2.6 翻新和维修企业应该确保对经过翻新或维修的设备进行适当的贴标签或提供证明
文件。标签或证明文件应在适当和可行的情况下包括设备类型、型号和序号、生
产年份、翻新或维修日期、可能进行的评估和检测，以及全面证实经过翻新或维
修的设备适合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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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7 翻新企业应该利用《公约》准则，确保下游材料回收和再循环企业在开展业务时
能够保护环境和工人健康与安全，并且遵守《公约》的各项要求。此种再循环企
业应该考虑本指导文件的第 5 章——关于报废计算机设备的材料回收和再循环的
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准则和国际劳工组织职业安全准则和健康管理体系。二十三
4.2.2.8 翻新企业应该确保，所有计算机设备、部件（例如，电池、显像管设备、含汞设
备和电路板）以及打算进行材料回收、再循环和处置的残留物在随后准备装运和
运输时完全遵守所有适用法律以及其它多边废物贸易协定的规定，包括与国内执
行《公约》有关的各项规定（见本指导文件第 3 章）。
4.2.3

与被翻新或维修计算机设备的营销和调配有关的建议

4.2.3.1 营销废旧计算机设备的所有组织都应该确保此种设备继续符合所有适用的工业和
政府标准及要求，包括原产品的额定操作特性。
4.2.3.2 废旧和被翻新或维修设备附随的证明文件应该证明已经对设备进行过检测，证明
其达到工作条件且适合其预期用途（附录七）。
4.2.3.3 向其它国家出口被翻新计算机设备的翻新企业应该谨慎行事，应该确保遵守产品
和废旧产品进口适用的所有相关法律、技术标准、贴标签以及健康与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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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报废计算机设备的材料回收和再循环二十四

5.1

概要

5.1.1

本节以有关本专题的准则二十五为基础，介绍了关于无害环境报废计算机设备的材料
回收和再循环信息，该准则可从公约秘书处获取。它为无害环境报废计算机设备
的材料回收和再循环的最佳做法提供了指导意见，并且涉及到计算机设备所有部
件的再循环问题，其中包括个人计算机和外设；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的中央处理
器(CPU)；监视器、显像管和液晶显示平板显示器技术；键盘和鼠标；以及打印机
和扫描仪。它还讨论了当前材料回收和再循环基础设施及其能力足以处理越来越
多的废旧计算机设备被直接送到材料回收和再循环企业，而不是选择进行掩埋、
焚烧或其它最终处置形式。

5.1.2

关于报废计算机设备的无害环境材料回收和再循环的准则分为 11 个部分：
(a) 第 1–4 部分为执行摘要和导言，介绍所涉材料的类型，并且确定了计算机设
备中常见的若干材料；
(b) 第 5 部分为初级再循环企业做法提供指导意见，辅之以一系列流程图；
(c) 第 6 部分解释应该如何对材料进行安全保管，以及在以进一步加工为目的进行
装运时应该如何运输；
(d) 第 7 和 8 部分讨论了材料回收程序，以及因回收作业所产生的不同类型残留物
的管理和处置；
(e) 第 9 部分介绍了材料回收和再循环企业为遵守适用健康、安全及环境法律法规
而应遵守的法律要求以及应采取的措施；
(f) 第 10 部分重点介绍了与开展具有经济价值和无害环境的材料回收作业有关的
商业因素；
(g) 第 11 部分就确保报废计算机设备材料回收和再循环业务无害环境及具有经济
效益而可能执行的各项方案和政策向国家主管当局提出建议。

5.1.3

从理论上讲，通过无害环境管理（附录十一），报废计算机设备的每个部分都能
找到持续的有益用途，包括从作为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直接再利用到作为渣库建设
集料的一部分进行再利用。但在实践中，材料回收存在某些经济限制，全部六个材
料回收步骤所产生的某些过程残留物都需要最后处置，并且要小心保护环境。

5.1.4

计算机设备含有 60 多种金属成分及其它材料：主要成分是拥有大量的钢；次要成
分是拥有少量的银；并且还有微量或极微量的金。当然，每个生产企业和每件设
备的具体材料也各不相同，并且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从报废计算机中
回收材料的企业必须拥有回收新旧设备的能力，并且要拥有新老技术。

5.1.5

在这些材料当中，钢等有些材料危害很少或没有什么特殊危害或关切。其它材料
在破裂、粉碎、切碎或融化时可能会产生危害，除非采用无害环境管理做法。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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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再循环过程中也可能会使用或产生其它物质，主要有三种类型：在材料回收
期间可能释放且应该关切的物质：计算机设备的原有成分，比如铅和汞；在某些
回收过程中可能添加的物质，如氰化物等；以及再循环过程可能产生的物质，如
二噁英等，应采取措施防止这些物质的释放。
5.1.6

为了保护其工人和社区，材料回收企业应该以无害环境管理标准为指导采取措
施。这些标准共同指导和帮助材料回收企业实现对计算机设备和材料回收的无害
环境管理。虽然企业需要获得比准则所能提供的技术信息更加详细，只有这样才
能够准确地确定最适当和最有限的技术和做法，但人们应该能够发现，该准则概
括介绍了很多材料回收步骤以及它们如何共同作用。

5.1.7

在采用这些无害环境管理标准时，材料回收企业应该首先收集报废计算机设备，
但只收集其有能力、有资质和有执照接收和处理的类型。其次，它们应小心拆除
和分离那些最容易诱发问题的成分，即那些含有可能污染其它材料的有害物质的
成份，比如汞、电池和显像管，这些成分通常需要辅助加工和/或无害环境最终处
置。从剩余计算机设备中进行材料回收一般由一个长系列的步骤和过程组成，有
些步骤和过程会持续若干个月，每个步骤都会增加价值。所有这些过程也可能会
导致释放有危害的物质，作为合理的企业管理措施的一部分，不仅需要对社区进
行保护，也需要对工人进行细心的培训和保护。每个步骤的一般意图是根据无害
环境管理下游处理企业的规范和质量要求，包括无害环境管理设备买方和卖方间
商定的质量规范，把复杂材料分类单独保管，以获取最大价值和优化材料回收工
作。在每个步骤中，一种比较集中的产出材料将会成为另一过程中比较宝贵的投
入材料，直到能够作为一种新材料投放市场为止。而且，从计算机设备中进行材
料回收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减少了废物处置，而且还比通过采矿方式获得同样的原
材料更加环保。

5.1.8

材料回收企业有时在回收过程中使用人工，有时使用机械化和先进的分类程序。
有很多企业两种方式都采用，这取决于哪一种方式对于某一特定步骤最有效。在
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人工成本相对较低，往往更多采用人工拆解方式，
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即使在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在采取适当预防措施的情况下进
行人工拆解和分类可能是对机器处理的一个有益补充步骤，以实现材料回收率的
最大化。在人工拆解及相关处理和处置过程中，对有些技能的掌握以及最为重要
的是对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如含汞开关、含聚氯联二苯及其它物质的电容器及含
有溴化阻燃剂的塑料等）的了解极其重要。对工人进行风险方面的培训和教育应
成为所有工人在开始从事拆解工作之前接受的入职训练的一部分，并应持续不断
地对他们进行评估和专业能力培养。它可以产生清洁的分类材料和工作部件，比
如，需要送到其它机械化设施进行其它材料回收的电子芯片和电线或电缆等。这
些步骤不是不重视健康、安全和环境因素，只是没有接触危险物质的风险。

5.1.9

采用切碎机、研磨机和分离技术的机械化材料回收工艺更有可能高速和高产量地
进行作业，在若干切碎步骤之后，利用 X 射线技术、电磁技术（针对有色金属）
和涡流技术（针对铜和铝），对塑料和金融进行复杂的现代化识别和分离。

5.1.10

如果产生集中的金属流，则它们通常会通过专门针对金属的火冶和/或湿冶工艺进
行进一步提炼。废钢可利用电弧炉生产新钢。废铜器可利用再生铝炉生产新铝。
废铜、废贵金属及一些其它特种有色金属通常是通过火冶工艺和/或针对金属的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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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提炼工艺，从计算机电路板及其它部件或碎片中进行回收。通过酸性浸出等工
艺从电路板及其它含有贵金属的材料中进行非正规材料回收的效率不高，并且会
使工人、社区和环境有机会接触到氰化物、强酸、危险气体和其它危险。
5.1.11

一些功能正常的显像管可能无需修改就可以再利用，或者可以用于生产电视或其
它电子显示器。如果它们无法被再利用，则可在显像管生产企业中使用清洁和进
行过分类的显像管玻璃生产新的显像管玻璃。但随着新的显示技术和不同显示技
术的出现，已经促使对回收显像管玻璃的需求下降，并且今后会继续下降。同
时，废旧显像管玻璃，尤其是铅熔炉中的废旧显像管玻璃的传统材料回收方案正
在逐渐消失。故需要替代性地使用少量的显像管玻璃（混合玻璃、分离板或漏斗
玻璃）或按照适用环境法律进行安全处置。废旧显像管玻璃正用于新出现的制造
用途。在这些用途中，含铅的漏斗玻璃应与可能含铅的镶嵌玻璃隔离开，以保证
再循环过程中对碎片的安全使用。在绝缘玻璃丝和建筑材料的生产过程中添加遮
光玻璃碎片就是此类再循环方案的例子。然而，将遮光玻璃碎片作为研磨材料和
反射材料等其它回收方案则无法进行再循环。目前还在开发其它用途，但含铅漏
斗玻璃的回收方案非常有限。磷涂层在所有情况下都应该去除并以无害环境的方
式处理。应对新用途进行审查，以确保含铅显像管玻璃不用于可能导致危险材料
渗入环境或危害人类健康或环境的用途。如果不能对含铅漏斗玻璃进行再循环或
回收，则应以无害环境的方式另外对其进行处置。

5.1.12

液晶显示屏(LCD)可能含有作为背景灯的汞灯，在密闭、高度机械化系统（新出现
的技术）中进行处理或管理之前，应该通过人工小心地拆除汞灯。汞灯应该适当
包装，要送到专门的汞回收机构。应该定期监测工作区域中空气和环境中的汞含量。

5.1.13

如果对塑料进行分类，并且大部分没有金属及其污染物，则塑料可以进行再循
环；而且塑料应没有某些危险的溴化阻燃剂，除非这些溴化阻燃剂可以拆除或可
以继续合法用作阻燃剂。如果能够充分控制熔炉排放，特别是控制二噁英和呋喃
排放，则可以将塑料用作燃料及作为还原剂用于熔化作业。

5.1.14

现在，大多数计算机设备上的电池都是锂电池和含有镍金属氢化物电池，所以应
该对来自计算机设备的电池进行评估，看其是否适合继续用作电池，是否满足关
于无害环境测试及用于电池测试和最低性能的废旧计算机设备的翻新和维修的计
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准则的标准。如果电池不能再继续使用，只能通过有权进
行腐蚀性和毒性等危险特性管理的专门机构进行安全处理。应对个别电池上的电
触头进行物理包覆或隔离处理，防止在运输和处置过程中由于无意放电或爆炸而
引发火灾的风险。所关心的主要金属是钴、镍和铜，锂也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回
收目标。

5.1.15

不可能进行有效回收的加工和污染控制系统所产生的残留物可能含有令人担忧的
金属及其它物质，往往成为危险废物，应该进行谨慎管理。其中包括尘渣室过滤
器及灰尘、扫除垃圾、玻璃纤维、荧光粉、塑料和炉渣。由于这些残留物中很可
能含有金属、塑料和卤素，所以不适合在没有得到有效污染控制的焚烧炉中进行
处理。同样，因为加工残留物可能浸出有害成分，所以也不适合在一个不受控制
的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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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6

材料回收链中产生的很多残留物需要进一步回收或进行最后处置，并且将被归类
为危险废物。因此，用于处理危险废物的材料回收、能源回收和处置企业必须要
得到适当授权和许可，并且必须遵守所有适用地方、国家、区域、多边和国际法
律。如果涉及到越境转移问题，此种法律还可能包括有关执行《巴塞尔公约》的
法律，报废计算机设备的越境转移问题就属于这种情况。

5.2

建议

5.2.1

目标和具体目标

5.2.1.1 材料回收、能源回收和处置企业应该得到适当授权和许可，并且应该遵守所有适
用地方、国家、区域、多边和国际法律。在涉及到越境转移问题时，此种法律还
将包括有关执行《巴塞尔公约》的法律，报废计算机设备及残留物的越境转移问
题就属于这种情况。
5.2.1.2 鼓励《巴塞尔公约》缔约方和签字方执行有利于无害环境且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报
废计算机设备的材料回收和再循环政策和/或方案。
5.2.1.3 根据《关于无害环境管理的巴塞尔宣言》，应该改变废旧计算机设备的处置做
法，例如，垃圾掩埋和焚烧，通过大力收集方案，改为更无害环境的再利用、翻
新、材料回收和再循环。
5.2.1.4 必须对报废计算机设备进行有效收集（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即使是在工业化国
家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应在必要时为收集报废计算机设备提供资金。
5.2.1.5 无害环境报废计算机设备的材料回收和再循环需要建立有效的再循环链，包括大
力收集废旧计算机设备、评估、检测/翻新/再利用（在适当时）、准备/拆卸不能再
利用的计算机设备或部件、材料流分离、可上市原材料的最终回收及不可再循环
碎片和加工残留物的处置等措施。有些危险碎片应该送到危险物质销毁企业进行
销毁，以确保其不再被使用。所有参与每个步骤的人都应该了解并且应该与参与
整个再循环链的人员进行沟通。无害环境管理再循环企业应该确保源于进行处理
的计算机设备的危险碎片和材料都要被送到那些获得许可和允许管理这些材料的
无害环境管理企业进行处置。
5.2.1.6 电池和汞灯等很多令人担心的部件和材料可能会在进行材料回收加工时释放出危
险物质；应该对这种材料和部件进行识别和小心拆除，以避免它们进入粉碎等更
加密集的加工程序。
5.2.1.7 对计算机设备进行无害环境材料回收和再循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处理不
正确，可能会接触到危险物质。应该充分理解本文件中所介绍的各种做法，并且
应该按照这些做法进行管理和执行，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工人、社区和环境。应该
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避免采取不合理的计算机设备材料回收和再循环做法，比
如，不执行适当的工人和环境保护措施（例如，非正规后院操作）以及不准备最
大限度回收材料的措施。
5.2.1.8 应该优先考虑那些坚持和增加废物管理结构惠益的材料回收程序：废物预防、废
物最少化、再利用、再循环、能源回收和处置。此种程序导致计算机设备的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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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和贵重材料的最后处置；以及减少能源使用、温室气体
排放及对环境和健康造成的其它不良影响。
5.2.2

再循环基础设施的发展

5.2.2.1 除了需要经济效率之外，在选择计算机设备材料回收和再循环设施或作业及在制
定有关无害环境材料回收和再循环的国内政策时，应该考虑与国家自足、邻近、
尽量减少越境转移以及无害环境管理相关的《巴塞尔公约》一般义务。然而，目
前许多国家没有符合无害环境管理标准的材料回收设施。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好
的做法也许是出口一些可能包含危险物质或需要进行特殊加工才能保证实现较高
的材料回收率的部件。这些材料（例如显像管玻璃、汞灯及开关、液晶显示屏、
电池、含溴化阻燃剂的塑料或电路板）应根据《巴塞尔公约》要求出口，在无害
环境管理设施进行处理。
5.2.2.2 因为遵守这一准则可能意味着增加再循环成本，故缔约方、工业部门，包括生产
者、进口商以及其它利益攸关方应该携手合作，确保为计算机设备材料回收和再
循环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由于认证和审计的费用非常昂贵，所以需要为全世界
回收和再循环企业提供其可以承受和实现的认证程序。多边和区域开发银行及双
边捐助者的支持对于在发展中国家设立重要和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方案极其重要，
以确保建立起符合无害环境管理的再循环基础设施。
5.2.2.3 缔约方应该做好准备，及时同意及以其它方式批准废旧计算机设备的合法进出
口，以便在无害环境管理设施中加以处理。
5.2.3

企业级准则

5.2.3.1 高级管理层应该系统化地规划和执行无害环境材料回收和再循环业务和企业。如
果没有高级管理层的持续承诺，企业就不可能始终如一和不断增加地最大限度减
少其业务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鼓励各企业发展和利用公认的环境、健康和
安全综合管理制度，以便对其环境、健康和安全做法进行规划和监测。此种制度
应该包括有关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的具体无害环境材料回收和再循环要素（附
录十二）。
5.2.3.2 对符合公认的综合管理制度的企业进行认证是值得的，并将帮助各国政府、材料
回收企业和其他相关人员评估和批准无害环境材料回收业务和企业。在可能的情
况下，此种认证应该由独立的合格审计员和公认的认证机构进行。
5.2.3.3 企业应该制定有关了解和遵守适用法律要求的程序。此种要求可在很多地方找
到，比如，在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以及在各种许可和执照之中，并且可能会需要
特殊专业技能。管理机构、政府出版物和新闻稿、法律顾问、法律期刊和商业数
据库和行业协会也可以帮助了解适用的法律要求。企业还应该考虑习惯法或土著
法律以及各种国际条约、公约和议定书。
5.2.3.4 再循环企业应该通过人工和机械加工手段来拆卸和分离那些不能直接再利用的计
算机设备，并且应该直接将其送到拥有适当设备的材料回收企业，以确保尽量减
少有用材料的损耗。企业应该将具有潜在危险的物品和物质（比如电池和含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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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送到已经获得适当接收和使用许可的加工、回收或处理企业，以便对其进行
安全和有效管理。如果缺乏适当的能力，企业就不应该试图开展部件或材料回收
业务。
5.2.3.5 在启动业务及随后系统化地开展业务之前，再循环企业应该查明和评估所存在的
或可能出现的危害以及职业和环境风险。应该将这种危害查明和风险评估做法纳
入企业管理制度，职工应对此种危害和职业风险的有效管理具备一定程度的认识
和能力，并受到一定程度的培训。然后应采取环境、健康和安全措施。此种措施
可能包括利用工程控制（置换、隔离、通风、灰尘控制、紧急关闭系统、火灾扑
灭）、行政管理和工作实践控制（定期、有据可查的健康与安全培训、岗位轮
换、安全工作做法、医疗监护、安全会议）以及个人防护设备（呼吸器、防护
镜、防切割手套）。此种企业应该考虑《国际劳工组织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制
度》。二十六
5.2.3.6 在计算机设备材料回收和再循环过程中进行拆卸、加工、熔化、提炼或其它步骤
的企业应该加强与其相关的管理当局之间的沟通。具有管辖权的许可发放机构和
检查机构应该对这些企业进行检查，以确保它们遵守健康、安全和无害环境管理
要求。
5.2.3.7 处理电子设备的材料回收企业在选择下游厂商时应该尽到适当注意的职责，以确
保这些下游厂商（搬运企业和处理企业）践行无害环境管理。适当注意应该包括
核实确实存在有据可查的管理系统，包括本准则所载危害识别、风险和纠正行
政、环境许可、遵守适用法律要求及其它一般原则。
5.2.3.8 企业应该监测、跟踪和评估其业绩，并且保存其活动记录。保存记录和业绩评估
使企业在是否能够取得预期成果以及是否需要执行纠正行动方面做出更好的知情
决策。在有些情况下，法律可能会对保存记录和业绩评估做出要求。
5.2.4

再循环的设计

5.2.4.1 生产厂家应在产品设计时考虑到报废计算机设备的材料回收和再循环问题，要考
虑到毒性和再循环能力问题。
5.2.4.2 铍、汞和溴化阻燃剂等在生产新计算机设备过程中使用的很多材料已在本文件中
被确定为处理报废计算机设备期间尤其应该关切的物质。生产厂家可向回收产业
提供更多关于其产品中所含危险物质及如何安全拆卸这些产品的信息，同时还可
采用危险度较低的替代物质来执行相同功能。生产厂家还应该尽量使用在整个产
品使用寿命期内降低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危害的物质。
5.2.4.3 计算机设备生产厂家应该共同努力，提高计算机设备中塑料的可再循环能力。具
体来讲，应该考虑在所有计算机设备的设计阶段提高材料选择的一致性，从而使
塑料再循环企业能够消除必要的分类步骤，从而实现各类塑料的兼容性。
5.2.5

未来的合作措施

5.2.5.1 鼓励《巴塞尔公约》缔约方充分发挥巴塞尔公约区域中心的作用，开展有关无害
环境报废计算机设备的材料回收和再循环的培训和技术转让，以便帮助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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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执行无害环境管理报废计算机设备的管理框架，包括关于越境
转移方面管理规定。
5.2.5.2 应该发展审计清单或类似工具，以帮助缔约国及其它各方以本准则为基础开展检
查和尽职调查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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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术语表
注：以下术语是为了编写关于无害环境管理标准建议的报告、单个项目准则以及在计算机设

备行动伙伴关系之下编写总体指导文件之目的而确定的，其目的是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计算
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文件。

组件：由多个电子部件在某个设备内部组装起来且本身作为一个部件使用的部件。
《巴塞尔公约》：1989 年 3 月 22 日获得通过并于 1992 年生效的《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
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
清洁处理：清除灰尘、污垢和污点以及进行整形修理。
慈善捐赠：在没有任何货币报酬或利益或物品交换的情况下以慈善为目的转让尚未报废的计
算机设备或部件，以期进行直接再利用。
部件：具有电气或电子功能且与其它部件一起通常通过焊接方式连接到某个印刷电路板上的
元件，以便形成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电气或电子电路（例如，放大器、无线电接收器或震动器）。
计算机设备：计算机设备包括个人计算机(PC)及相关显示器；打印机和外围设备；个人台式
计算机，包括及中央处理器(CPU)及此种计算机中所包含的所有其它部件；个人笔记本电脑
和膝上型电脑，包括笔记型计算机船坞、CPU 及此种计算机中所包含的所有其它部件；计
算机显示器，包括显像管、液晶显示器和等离子显示器；计算机键盘、鼠标和电源线；计算
机打印机，包括点阵打印机、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热敏打印机以及任何具备扫描或传
真功能的计算机打印机。
缺陷/瑕疵：缺陷计算机设备系指由处于供应链中最后一个生产厂商交付的、未达到设计出
售条件或由于设备某一部件未达到设计条件而不能工作或存在故障的设备。缺陷设备不包括
由于正常磨损和使用或消费者过失造成失去功能或外形价值的设备。
直接再利用：由除原购买者之外的其他人在不进行必要的维修、翻新或硬件升级且不改变原
始用途的情况下再次使用尚未报废的计算机设备和部件。
拆卸：拆开计算机设备、部件或组件，以便分离各种材料和/或增加再利用、翻新或再循环
的选择，并且最大限度地利用回收价值。
处置：《巴塞尔公约》附件四中所述任何作业（《巴塞尔公约》第 2 条第 4 款以及本文件的
附录二）。
报废计算机设备：不再适合使用且打算进行拆卸及回收零部件或准备进行材料回收和再循环
或最后处置的废旧计算机设备。它包括已经送去进行材料回收和再循环或最后处置的不符合
规格的或新的计算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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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设计的垃圾掩埋场：经过设计的垃圾掩埋场属于经过选择和设计的垃圾处理场，目的是
最大限度地减少危险物质进入环境的机会，例如，通过采用塑料垃圾掩埋垫层和沥出物收集
系统。
无害环境管理：采取一切可行步骤，确保废物的管理方式将能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此类
废物的不利影响。
基本关键功能：设备或部件的原有预期功能，可使该设备或部件被成功再利用。
评估：对废旧计算机设备进行最初评估以确定其是否适合翻新、维修、材料回收或再循环。
最后处置：《巴塞尔公约》附件四 A 节中规定的处置作业（本文件的附录二 A 节）。
具备全部功能/全部功能性：计算机设备或部件在进行检测时能够完全发挥功能且证明能够
发挥原本设计的基本关键功能。
湿冶加工：从矿石、浓缩物或可再循环废物或产品中回收金属的水化学工艺。一般来讲，湿
冶加工法由三个步骤组成：
一）使用酸性、腐蚀性或成分复杂的溶剂对半成品进行过滤，通常结合氧化反应，在环境温
度或加温加压的情况下溶解所需的元素；
二）通过以下方法净化溶液：
(a) 沉淀不可溶化合物，
(b) 置换不需要的金属（使用另一种金属，使不需要的金属在溶液中沉淀）；或
(c) 溶剂萃取;
三）通过化学或电化学的方法沉淀所需的产品（以不溶性化合物或金属的形式）。
试剂回收及废水和残留物的处理与处置是该工艺的后续重要步骤。在核准的工业机构进行湿
冶作业不同于非正规部门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开展的有害环境的违法做法。
焚烧：通过摄氏 850 度至摄氏 1100 多度的高温焚烧或销毁废物、淤泥或残留物的一种高温
处理技术。
贴标签：根据本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准则，单独或成批次地对计算机设备贴标识以说明
其状态。
垃圾填埋：将废物置于土壤中（即地下）或地面上。
材料回收：《巴塞尔公约》附件四 B 节中规定的相关作业（本文件的附录二 B 节）。
机械分离：采用机械手段将计算机设备分成各种材料或部件。
再利用（可再利用）的潜力：拥有或可能拥有直接再利用或在经过翻新或维修之后拥有进行
再利用所需的质量的计算机设备及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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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冶加工：对金属和矿石、淤泥及残留物进行高温加工的一种工艺，包括煅烧、熔炼和再熔
炼，旨在回收可作为适销产品的金属。在核准的工业机构进行火冶作业不同于非正规部门在
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开展的有害环境的违法做法。
RoHS：《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关于限制在电子和电器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成分的指令》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waste/weee/index_en.htm)。
再循环：《巴塞尔公约》附录四 B 中规定的相关作业（本文件的附录二 B 节）。
调换：废旧计算机设备或其部件的所有者调换或使用新计算机设备或其部件的任何行动。
可以翻新的计算机设备：可以进行翻新从而使之回到能够发挥其设计基本功能的计算机设备。
翻新：修理废旧计算机设备，以提高其性能和功能或使其达到适用的技术标准或规范要求，
包括清洁、数据清毒处理和软件升级等活动。
重新上市：直接或间接向消费者出售先前已经使用过的计算机设备或其部件所需的任何行
为，包括营销活动。
维修：修复计算机设备某个特定故障和/或替换计算机设备有缺陷的部件，以便使计算机设
备恢复完全状态。
再利用：由除原购买者之外的其他人在不改变原始用途的情况下再次使用尚未报废的废旧计
算机设备或废旧计算机设备中某个能够正常运行的部件，这一过程可能发生在经过翻新、维
修或硬件升级之后。
分类：将计算机设备从其它电子垃圾中分离出来以便在下游过程中进行再利用或处理，该过
程可能包括再循环、废料回收、翻新、维修、再利用或处置。
分离：通过人工或机械手段将特定部件（例如，电池）、组成部分或材料从计算机设备上拆除。
中小企业：根据欧洲委员会标准，中小企业系指雇用职工不到 250 人且年营业额不超过
5000 万欧元或年资产负债表总额不超过 4300 万欧元的企业。
有关国家：出口、进口或过境国，不管属不属于《巴塞尔公约》缔约国。
检测：通过既定规程对废旧计算机设备进行检测，以确保废旧计算机设备是否适合再利用的
过程。
运输危险货物建议书：联合国运输危险货物建议书，该建议书涉及到危险货物分类、危险告
示、贴标签、记录保存以及在运输危险货物期间与保护公众安全有关的其它事项。
处理：在拥有计算机设备的某个机构中进行的任何物理、化学或机械活动，包括拆卸、拆除
危险部件、材料回收、再循环或进行处置准备。
升级：通过添加最新软件或硬件以提高计算机设备性能和/或功能的方式，对具备全部功能
的计算机设备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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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计算机设备：原购买者或其他人已使用过的计算机设备。废旧计算机设备可能是也可能
不是废物，取决于其特性、预期用途和归宿。
WEEE 指令（《关于报废电子电气设备的指令》）：《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关于报废电
子电气设备的指令》。
废物：处置或打算予以处置的或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必须加以处置的物质或物品（《巴塞尔公
约》第 2 条第 1 款）。
工作条件：见完全发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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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巴塞尔公约》——附件四 处置作业
A.

不能导致资源回收、再循环、直接再利用或其它用途的作业方式
A 节包括实际采用的所有处置作业方式。

D1

置放于地下或地上（例如填埋）

D2

土地处理（例如在土壤中进行液体或污泥废弃物的生物降解）

D3

深层灌注（例如将可用泵抽的废弃物注入井中、盐丘或自然形成的
地库）

D4

地表存放（例如将液体或污泥废弃物放置在坑中、池塘或氧化塘
中）

D5

特别设计的填埋（例如，放置于加盖并彼此分离、与环境隔绝的加
衬的隔槽）

D6

排入海洋之外的水体

D7

排入海洋包括埋入海床

D8

未在本附件别处指明的生物处理，产生的最后化合物或混合物以 A
节的任何作业方式弃置

D9

未在本附件别处指明的物理化学处理，产生的最后化合物或混合物
以 A 节的任何作业方式弃置，例如，蒸发、干燥、焚化、中和、沉淀

D10

陆上焚化

D11

海上焚化

D12

永久储存（例如，将容器放置于矿井）

D13

在进行 A 节的任何作业之前先加以掺杂混合

D14

在进行 A 节的任何作业之前重新包装

D15

在进行 A 节的任何作业之前暂时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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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能导致资源回收、再循环、直接再利用或其它用途的作业方式
B 节包括所有对于在法律上确定为或视为危险废物物质的作业方式，这些物质若
非以本节作业方式处理将以 A 节所列作业处置

R1

作为燃料（而不直接焚化）或以其它方式产生能量

R2

作为燃料（而不直接焚化）或以其它方式产生能量

R3

没有用作溶剂的有机物质的再循环/回收

R4

金属和金属化合物的再循环/回收

R5

其它无机物质的再循环/回收

R6

酸和碱的再产生

R7

回收污染减除剂的组分

R8

回收催化剂组分

R9

废油再提炼或以其它方式重新使用已使用过的油

R10

能改善农业或生态的土地处理

R11

使用从编号 R1 至 R10 任何一种作业之中产生的残余物质

R12

交换废物以便进行编号 R1 至 R11 的任何一种作业

R13

积累 B 节内任何一种作业所用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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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包装准则
1. 以下准则可用于区分准备用于再利用或直接再利用的计算机设备和部件的正确包装和
不正确包装。
2. 就装运而言，二十七应采用以下包装准则来帮助保护设备的价值和可再利用性，它们只
是用于区分废物和非废物的一项标准：


应该使用适当的垫料对每一件计算机设备进行保护，以便保护其资产价值（例
如，发泡包装材料、包装泡沫材料）。
o 膝上型电脑及其充电器应放在与其相匹配的盒子里一起包装。



批量电源线、键盘和鼠标应该放在单独的盒子中进行包装。



分层堆叠的计算机设备应该采用适当的直接包装进行分隔，以便保护其资产价值
（例如，纸板、发泡包装材料、包装泡沫材料），应该采用热缩塑料包以确保将
装运货物固定在集装架上。



设备堆叠不应该超过：
o 显示器设备——最多四层，除非 17 英寸（43.2 厘米）或以上，在此情况
下，最多堆 2 层；平板显示器应该垂直堆放；
o 台式电脑——15 层；
o 膝上型电脑——垂直堆放 5 层；
o 打印机——5 层。



电池包装应该防止与其电极接触，避免造成短路和火灾；



液晶显示器背光灯——因为液晶显示器背光灯易碎，所以在拆卸时应该单独用硬
质容器进行包装，并且应该密封在铝箔袋中，以防止在运输期间出现破碎。总而
言之，液晶显示器背光灯的再利用拆卸和包装是一项专业活动，应该由具备危险
部件处理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专业人员进行。



每一件货物都应该适当固定在集装架上（例如，使用塑料热缩塑料包）。

3. 计算机设备当中小的单个物品应该使用盒子进行包装，装入适当的垫料，并且周围应
填满垫料以防止移动。如果同一盒子之中有多个物品，则每个部件都应该使用适当的
直接包装材料进行包装。包装盒应该适合所采用的运输设备的长度和类型。如果使用
集装架，应该使用热缩塑料包或其它手段将盒子固定在集装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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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a)
自愿通知程序
1.
如果由同一个出口商定期将废旧计算机设备送往同一个维修、翻新或升级企业，且
出口商与有关进出口国家的政府主管当局之间尚未就进出口事宜达成协议的，则出口商
将在货物离开出口国之前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其它商定办法，向有关进出口国家（及
过境国，如有）的政府主管当局二十八提供一份评估声明和再利用意向书。在一年期或所涉
各方商定的其它期限以内，一份声明足以适合于在此期间的所有货物。
2.
如果是单次运输超过 5 台废旧计算机设备，或单次运输超过所涉各方商定的其它数
量的（特别是尝试性地向一个新的维修或翻新企业运送废旧计算机），已经进行过评价
和评估且可能适合再利用的，则出口商将在货物离开出口国之前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
其它商定办法，向有关进出口国家（及过境国，如有）的政府主管当局提供一份声明。
在此情况下，声明将用实际装运数量替代最大装运数量。
3.

按照上文第 1 和 2 段之规定，声明应该包括如下内容：

(a) 出口商承诺将遵守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准则，并且保证采用无害环境方式
对所运货物进行管理；
(b)
(c)
多高；

设备说明，包括特定内容、最大数量和包装材料；
说明是否属于单次装运或多次装运，如果是多次装运，另外装运的估计频率是

(d)

说明规定期限内第一次装运和最后一次装运的拟议日期；

(e)

标明进出口港口；

(f)

进口商和出口商的身份和联系信息（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

(g) 用于确定运输中的废旧计算机设备在可能经过维修、翻新或升级之后适合再利
用的评估说明；
(h) 与能够提供与运输货物有关的任何补充信息的进口商和出口商相关的本地人士
的身份和联系信息（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
(i)

关于如何管理维修、翻新或升级所产生的残留物和废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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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有单独或分批装运的计算机设备都应该提供适当证明文件，要提到上述声明，或
采用其它适当方法，从而使进口国的收货人能够得到适当信息。
5.
政府主管当局应该在三个日历日或其它商定期限内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其它商定
办法确认收到声明，并且应该将此种确认书送到有关国家和出口商及进口商。在此期限
结束之后，任何证明已向政府主管当局交付声明的证据应被视为确认日期。
6.
如果政府主管当局已经提供授权或未在确认日期之后 14 个日历日内做出回应，则
单次装运或多次装运的越境转移活动可在声明中规定的期限内开始。更新的声明可随时
提交。但：
(a) 如果出口国或进口国（或过境国，如有）的政府主管当局要求提供进一步的信
息， 则在提供被要求的信息之前不得开始装运；
二十九

(b)
7.

如果答复表明没有反对意见但建议只有在满足必要条件之后才能开始装运。

提供标有“商业机密”的声明只供政府主管当局使用，不得向第三方透露。

8.
本程序应在特定期限内进行审查，以确保坚持无害环境管理目标，并且体现已经获
得的知识和经验，包括从拟议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试点项目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

40

UNEP/CHW.11/6/Add.1/Rev.1

附录四(b)
决策树程序
关于被收集的废旧计算机设备的越境转移的决策树(1)
评估

计算机设备是否
进行过是否适合
再利用的评价和
评估？

检测

否或不知道

是

是否进行过功
能检测？(2)

否或不知道

是
翻新/维修

计算机设备是否在
未做进一步维修或
翻新的情况下被作
为计算机设备加以
再利用？

计算机设备是否会在
进口国进行维修、翻
新或升级？

否或不知道

计算机设备是否被
证明无害？(3)

否或不知道

是

是
是

否

如果未被国内法律定义为有
害废物或受到其他限制。根
据正常商业规则转移(6)

如果未被国内法律定
义为有害废物或受到
其他限制。作为
B1110 转移(5)

是否处理危险
部件？(7)
如果未被国内法律定
义为有害废物或受到
其他限制。作为
B1110 转移(5)

是或不知道

作为 A1180 加以管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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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进一步的建议和解释
.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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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设备在经合组织内部或在欧洲联盟成员国之间的转移可不遵守本程
序，此种转移可依照双边协定或作为国内立法定义的产品进行转移。
评估和检测结果应通过标签或适当的证明文件予以提供（涉及到的序号或
其它适当办法）。
如果报废计算机设备中含有附件一中所述成分，则其属于危险设备，除非
其能够说明（通过检测或其它证据）其不拥有附件三中所述特性。如果有
电池，应被视为属于分析的一部分（见关于被收集电池的越境转移的决策树）。
此种材料应作为《巴塞尔公约》之下的危险废物加以控制。代码系指附件
八中所述类别。如果有一个有关国家不是公约缔约国，则必须签订一份有
效的第 11 条协定。
如果缔约国未将其视为第 1 条第 1 款 b 项之下的危险废物或未被有关国家禁
止进口，则不得将材料视为危险废物予以控制。代码系指《公约》附件九
中所述类别。不过，出口商应该确保出口国或出口区域没有对废旧计算机
设备实施出口限制，并且要确保进口国也没有对废旧计算机设备实施任何
进口限制。
此种材料不应被视为废物，而是应被视为一种商品，除非被某个缔约国视
为第 1 条第 1 款 b 项之下的危险废物或因其它原因被有关国家禁止进口。设
备或其组成部分是否被进口国定义为《巴塞尔公约》第 1 条第 1 款 b 项之下
的危险废物？是否了解其它适用国内或区域限制？如果是，则设备应作为
A1180 进行管理。否则，应利用附录七将此种设备作为能够完全正常发挥
功能且打算进行直接再利用的设备进行记录和申报。然后，可以利用《商
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中所述商业装运代码进行装运，包括第 8471 节所
列计算机及零件代码以及第 8443 32 节所列打印机代码。就配有电池的计算
机设备而言，应该对电池进行检测，以确保其是否能够维持适当的电量
（见附录六）。
如果维修、翻新或升级方式与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准则不一致，或者
如果参与越境转移的废旧计算机设备部件或零件含有附件一中所述成分且
未经检测、不能正常发挥功能或预计会被替换，或有可能作为维修或翻新
的结果而被送到进口国中附件四所述目的地，则装运应被视为受控危险废
物装运，除非能够表明这些部件或零件未展示附件三所述特性。政府主管
当局应该确定将实施《巴塞尔公约》管制的适当最低废物数量和价值（污
染级别）。在《巴塞尔公约》的附件四中，废物入境 B1110（“电子和电
气组装部件”）有两个脚注：
1. “在有些国家，这些打算直接再利用的材料（废旧计算机设备）未被视
为废物。”
2. “再利用可能包括维修、翻新或升级，但不包括在进口国进行重大重新
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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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被收集的计算机设备电池越境转移的决策树
越境转移的计算机设备电
池

是否根据《计算机
设备行动伙伴关系
准则》进行过电池
检测？(1)

否或不知
道

否
电池是否含有铅、
镉或汞且呈现出危
险特性？

电池是否符合行
业规范？(2)

是
是

是或不知
道

否
作为 A1170 加以管制(4)

直接再利用(3)

作为
B1090 加以转移
(5)

进一步的建议和解释
(1)

为了确定电池是否应该被视为适合再利用或被视为非废物，应该按照《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
准则》中所述办法进行检测，以便确定其是否能够维持适当的电量（见附录六）。

(2)

所有计算机设备电池装运都应该进行分类和/或进行预处理，以便满足适当的国内或国际公认的技
术规范。

(3)

如果已经按照《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准则》中所述办法对电池进行过检测以便确定其是否能
够维持适当的电量且已经通过该检测（见附录六），则应被视为商品而非废物。应利用附录七将
此种电池作为具备全部功能且打算进行直接再利用的设备进行记录和申报。

(4)

如果电池不满足不含有铅、镉或汞的条件且不符合适当的国内或国际公认的技术规范，则应该根
据《巴塞尔公约》予以管制。本处的数字系指适用的《巴塞尔公约》附件八中所述危险废物类
别。如果有一个有关国家不是缔约方，则必须签订一份有效的第 11 条协定。

(5)

数字系指《巴塞尔公约》附件九中所述危险废物类别。不过，出口商必须确保出口国或出口区域
没有对适用附件九中所述类别实施出口限制，并且要确保进口国也没有对其实施任何进口限制。

本决策树程序的内容应在特定期限内进行审查，以确保坚持无害环境管理目标，并且体现已
经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包括从拟议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试点项目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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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旧计算机设备的有效功能检测

计算机设备
中央处理器
（CPU），包括台式
电脑

膝上型电脑/笔记本电
脑

键盘

功能检测
自我开机检测（POST）1
电脑开机且成功结束引导程序。这将证
实主要硬件在正常工作，包括电源和硬
盘。
 如果没有显示器，应提供一个能
够正常运行的显示器进行检
测。
 确保冷却风扇正常运行。
自我开机检测（POST）2
膝上型电脑开机且成功结束引导程序。
这将证实主要硬件在正常工作，包括电
源和硬盘。
 检测显示屏。
 检测电池功能。
 确保显示器正常运行。
 确保冷却风扇正常运行。

与计算机连接，并确保计算机和键盘成
功接合。
对键盘键进行功能检测。
对鼠标保护套、电线和部件进行评估。

鼠标

插上台式电脑或膝上型电脑的电源，进
行功能评估。

检测结果
计算机应该能够成功运行引
导程序。
计算机应该能够响应键盘和
鼠标输入。
冷却风扇应该能够正常运
行。

膝上型电脑应该能够成功运
行引导程序。
膝上型电脑应该能够响应键
盘和鼠标输入。
显示器应该在运行引导程序
期间打开。图像应该清晰，
并且是彩色，对比度和亮度
正确，没有烧屏图像，没有
划痕或裂纹（另见下文显示
器设备）。
膝上型电脑电池能够保持最
低运行 1 小时 3 运行时间；
换句话说，应该检测电池以
确定其是否拥有至少一小时
的充足电量（见附录六，膝
上型电脑电池的检测）。
计算机应该响应键盘输入。
键盘应该没有失灵或不能正
常运行的键。
鼠标不应该缺少任何部件
（例如，滚动球）。计算机
应该响应鼠标输入。屏幕上

1

自我开机检测（POST）是在个人电脑或膝上型电脑开机时自动运行。自我开机检测是所
有个人电脑或膝上型电脑不可缺少的一种软件系统。自我开机检测程序将检查计算机硬件
系统是否正常运行，包括硬盘、计算机端口、主板和显卡。如果有任何硬件系统出现故
障，自我开机检测程序将发出一声或一连串的嘟嘟声。有在线指导以供进一步了解报警规
则（例如见 www.poweronselftest.com/和 www.computerhope.com/beep.htm）。
2
3

同上。

一小时是电池应该拥有的最低电量，虽然有些膝上型电脑用户可能要求有更长的运行时
间。应该指出的是，有些最终用户还可能会利用电量更少的电池，例如，能够坚持 40 分钟
电量的电池不必丢弃，可足够通常将其膝上型电脑与可靠电源连接的用户使用。但为了本
指导文件及为了出口之目的，电池必须拥有至少一小时的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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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设备

功能检测

电缆和电源线

对电缆绝缘情况进行评估，并对插头进
行检查。

显示器设备

插上显示器插头，检测图像的像素质
量、色彩、对比度和亮度。
显示设备的软件诊断检测可随时在线进
行，4 并且应该加以使用。
进行视觉检查，以确定是否存在烧屏现
象（如果是显像管）或荧光屏余辉（如
果是平板显示屏）和裂缝或其它屏幕或
机架损坏。

检测结果
的可见光标不应该颤动。
电缆线路和插头应该完整且
无破损，例如，绝缘体没有
裂缝。
显示器设备：图像不应该模
糊，不应该有受损像素或太
暗。液晶显示器背光灯应该
完全正常运行。色彩、亮
度、色调和线的直度应加以
考虑。
软件诊断检测应该为正值。
电缆线路应该无破损。

激光和喷墨打印机

（从设备上拆除的）
部件包括主板、其它
电路板、声卡、显
卡、硬盘、电源和电
线/电缆

4

应该检查电缆线路，并且应配备电缆线
路。
利用单机模式打印机打印测试页，或连
接到某个计算机或局域网，以评估连通
性。
在喷墨打印机上，确保墨头未被干墨堵
塞。
应该在从主机或膝上型电脑上拆除部件
之前对其进行功能检测，或根据适用情
况插入测试工作台计算机，利用诊断软
件或某个已知工作设备进行检测。

打印机应该成功打印测试
页，没有卡纸或产生污迹或
不完整页面。

部件应该完全正常运行。
电源和电线/电缆应该完整
且无破损，例如，绝缘体没
有裂缝。

例如，见 www.softpedia.com/progDownload/Nokia-Monitor-Test-Download-4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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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膝上型电脑的电池检测方法

方法 1：示范
1.
这是一种最常用的方法，也是一种简单的检测方法，所有翻新企业都能进行。对系统/
电池组合进行检测，以确保其拥有适当的电量 5且满足最低一小时用电量的运行时间要求。
膝上型电脑的电池应插入膝上型电脑，然后充满电。系统6应首先运行失效的屏保程序，并
且允许运行各种功能，以证实具有在没有输电线路时能够运行的能力。记录全部用完电池电
量的时间，一小时运行时间为最低可接受的时间。根据其需求，有些最终用户可能要求电池
的使用时间更长。
方法 2：自行管理的智能电池
2.
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检测方法，需要拥有一些专业技能和知识，适用于比较新的电
池。现在，所有新的膝上型电脑电池都含有智能电池技术，使之能够利用生产厂家提供的电
池检查程序进行评估。对于使用智能电池供电的膝上型电脑而言，可用计算方法来确定运行
时间。膝上型电脑所使用的电量 7用瓦特（W）来确定。应该询问或检测电池以确定是否拥
有充足电量（FCC），8单位为瓦特时（Wh）。确定运行时间9的公式：

运行时间小时数（h) = 充足电量（Wh)/使用电量（W)。

5

“拥有适当电量”系指某个电池在用于特定系统时能够为该系统供电的时间长度满足目标
用户的需求，且至少为一小时。“满足目标用户需求的时间长度”是最终用户在预期运行
模式之下预期的运行时间。在绝大多数时候，用户可能使用输电线路为计算机系统供电，
电池作为备份使用，以便在出现电源故障时能够保存工作产品。对于此种功能而言，一小
时被视为最低可接受的时间。其他用户可能使用需要额外运行时间的便携系统。
6

“系统”系指膝上型电脑、笔记本电脑、上网本电脑或其他便携式计算机。

7

“使用的电量”系指系统在运行时实际使用的电量。

8

“充足电量”系指电池的能量储备能力，以瓦特时（Wh）为计量单位。根据设计规范，
这种数值可从微控制器中获得，微控制器属于智能电池的一部分，或通过使用能够确定电
池充足电量的设备中获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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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关于检测和确定旧计算机设备全部有效功能以及目的地再利用的声明
需要提供的检测信息
发货人/持有人
（对检测负有责任者）：
姓名：
地址：
电话：
电子邮件：

出口商
（如果不同于发货人）：
姓名：
地址：
电话：
电子邮件：

承运人

进口商：
姓名：
地址：
电话：
电子邮件：

用户、零售商、收货人
（如果不同于进口商）：
姓名：
地址：
电话：
电子邮件：

出口国：

姓名：
地址：
电话：
电子邮件：

进口国：

声明：
我是下列废旧计算机设备的合法持有人，我特此声明，在出口本次装运的废旧计算机设备之前，
以下所列设备在进行修理拆除之后或在维修/翻新之后已经进行过检测，且处于全部功能状态且能
够完全正常运行。10我证实，所进口的设备是用于直接再利用之目的，11不是用于再循环或最后处
置之目的。
姓名：

日期：

设备类型12

型号

序号（如有）

生产年份

签名：
检测日期

检测类型和意见

10

具备全部功能/全部功能性：计算机设备或部件在进行检测时能够完全发挥功能且证明能
够发挥原本设计的基本关键功能。
基本关键功能：设备或部件的原有预期功能，可使该设备或部件被成功再利用。
11

其他人在不进行必要维修、翻新或硬件升级的情况下，再次使用计算机设备和部件，前
提是该计算机设备和部件被继续用于其原本用途。
12

列出装运中的所有设备，并确定整个设备的类型，例如，个人电脑、膝上型电脑、打印机
和扫描仪。电路板、内存、硬盘、电源或电池等零部件可成批发送，无须提供第 2 和 3 栏
所要求的详细信息，但仍然需要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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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八
按质量保证退回的或因控制程序拒收的计算机设备装运单所附信息
（建议 3.2.7.2、3.2.7.3 和 3.2.7.4）
1. 安排装运的人/出口商：
姓名：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2. 进口商：
姓名：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5. 实际数量/容量：
7 (a) 第一承运人¹
姓名：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运输方式：
运输日期：
签字：

3. 收货人/收货机构（如
果不同于进口商）：
姓名：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4. 装运说明/装运理由：
按质量保证退回或依
照法律享有退回权
（3.2.7.2）
按质量保证成批退回
或依照法律享有退回
权（3.2.7.3）
根据备有证明文件的
租赁计划装运废旧计
算机设备（3.2.7.4）

6. 实际装运日期：
7 (b) 第二承运人
姓名：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运输方式：
运输日期：
签字：

8. 有关国家
出口/发送

7 (c) 第三承运人
姓名：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运输方式：
运输日期：
签字：

过境

进口/目的地

9. 设备所有人的声明：我特此声明，本次装运的废旧计算机设备系瑕疵设备，正要根据质量保证条款、允
许享有退回权的法律或备有证明文件的租赁计划，退回生产厂家或原部件提供商或其合同生产商。
姓名：
日期：
签字：
10. 排装运者的声明：我特此声明，据我所知，上述信息完整无误。
姓名：
11. 收机构接收货物： 

日期：

签字：

由接收机构填写
接收数量/容量：

姓名：
日期：
签字：
¹
如果承运人不止三人，则另附一页，按照 7(a)、(b)和(c)项中要求提供其它承运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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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九
典型无害环境的翻新和维修程序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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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
无故障废旧计算机设备的捐献原则
1. 提供有用的产品：捐献者只能提供预期使用寿命较长且在预期条件下无故障下的计算
机设备，且要满足接收国和接收社区的需要。
2. 提供适当的产品：捐献者应确保硬件和软件能够在接收国和接收社区的限制和条件下
运行。
3. 确保和核实技术支持的可用性：捐献者应鼓励从捐献国或捐献社区向接收社区介绍维
护和技术支持。
4. 检测、证明和标示有效功能：捐献者应提供有效功能的检测证明。
5. 确保提供培训：捐献者可支助接收者开展培训课程。
6. 确保充分透明度、合同以及通知和交货前同意：捐献者应确保接收社区以书面形式
同意按照捐献者与接收社区之间签订的合同所规定的条款和条件接收设备。
7. 出口管制：捐献者应根据适用国内和国际控制规定进行出口（另见《计算机设备行动
伙伴关系指导文件》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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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一
废旧计算机设备无害环境管理流程图

处置的危险材料和残留物

废旧计算机设备

收集

评估

拆卸

分类

回收

翻新

进入再利用市场的设
备和部件

进入市场的
回收材料

第一步：收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步骤，它可能具有挑战性，但非常重要。丢弃在家
庭垃圾中的计算机设备可能再也不会进入下面的步骤，可能失去进一步有益利用的机
会，或者可能会被错误管理。在有些国家，非正规的拾破烂者可能会在计算机设备被丢
弃被最后丢弃之前寻找一切可以回收的物品，对于他们而言，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有
足够的收集价值。这些拾破烂者以及非正规和二手市场成为重要的电子垃圾的来源。在
其它一些国家，需要在收集计算机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和花费更大的支出，并且可能有
必要找到为收集系统提供补贴的办法。 三十正规部门和政府应考虑接触和聘用非正规部门
并向其授权的机会，并帮助其过渡到正规系统，正规系统符合适用的法律和其它要求，
包括支持保护人类健康、工人安全和环境的各项条款。特殊收集活动往往是有组织进行
的，或者可能是由零售店或通过邮递收集方式进行的。有时慈善机构也以再利用为目的
收集计算机。就从大型企业收集计算机而言，由于可以从单一来源获得大量设备，且实
际上这些设备大多过早淘汰，因此翻新具有巨大的价值。
第二步：评估：收集工作完成之后，应对计算机设备进行评估，以确定其是否能够在
翻新或维修后再利用，或是否能够根据其再利用潜力、设施能力、经济和其它因素作为
材料回收。各设备的初步评估可以在初级回收点或在维修、翻新和拆卸前完成。另一方
面，对独立部件的评估将在翻新或维修和拆卸时完成，通过评估将确定其是否能够在翻
新或维修后再利用，或作为材料回收。继续使用计算机设备保留了原产品的高增加值，
节约了生产新计算机设备所需的资源和能源，降低了那些无力购买新计算机设备者获得
计算机技术的成本。评估方法不属于本准则范围之内（见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项目
组1.1编写的准则），但有经验的知识渊博者往往可以很快（根据型号、年限、状况和外
观）确定计算机设备是否具有继续使用的潜在市场价值，或是否应该进行材料回收，不
论是直接回收或经过拆卸和分类步骤后再回收。
第三步：翻新或维修：经过评估之后仍然能够利用的计算机设备可能需要进行翻新或
维修。这包括根据需要更换硬件和软件以及进行清洗、贴标签和配送，以便使有用的计
算机或部件回到市场进行持续利用。根据部件或零件的类型，应对无法维修或再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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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设备进行无害环境管理的拆卸或回收。在翻新活动或标准方面，其翻新准则应咨
询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项目组1.1。
第四步：拆卸：计算机设备往往需要打开来查看其部件是否仍然能够工作及是否仍然
能够作为计算机设备使用，或者对其采用材料回收程序。如果打算还想让废旧或报废计
算机仍然处于能够工作的状态，则拆卸工作应通过人工方式进行。计算机通常是利用螺
丝和简单的闭锁装置装配在一起的，很容易拆除，不过也有些部件是焊接的，分类起来
比较困难。拆除也可能是材料回收进程的开始。人工拆除不仅能够回收能够工作的部
件，而且还能回收清洁材料，比如钢的机箱。这里的人工分类与下一步中的机械分类有
所区别。其还可能涉及通过机械方式（如粉碎方式）强力分类各种部件和零件，并且可
能导致以粉尘和蒸汽形式释放各种物质。有必要首先通过人工方式拆除汞灯和电池等部
件及其包含的物质（其中有些物质有毒），从而使之在机械拆卸过程中不与整个设备一
起进行处理，因此不被释放出来或与其它材料混合。对于液晶显示屏来说，大量证据表
明，在对其拆卸过程中发生了汞排放，给工人造成了严重威胁。色粉盒也应该拆除，除
非已经对再循环或粉碎设备进行了专门设计，以便应对空气中粉尘浓度高的环境。与粉
状形式的很多有机材料一样，如果均匀分布在空气中，色粉可以形成具有爆炸性质的灰
尘-空气混合物。在此条件下，需要保护工人健康与安全，也需要保护环境，包括使用工
程控制系统、手套和防护镜等个人防护设备，以及呼吸面具等更复杂的防护措施。
第五步：分类：分类是对材料进行分类以便进行分批与合并，从而进行专业化的材料
回收过程。进行评估后认为没有通过翻新继续使用价值和没有剩余重要有效部件的计算
机设备将通过人工或机械方式进行分类，并分类成钢、塑料和电路板等部件。根据分类
程序和所处理的材料不同，可能需要有较高级别的工人和环境保护。有些材料可以迅速
回归市场（例如，钢质机箱很容易在废钢市场进行出售），而其它材料在进行适当合并
前，可能需要先采取若干分类程序。在分类过程的最后，为分类后的废物流寻找合适的
无害环境管理的回收设备，是无害环境管理的关键内容，因为此最后环节将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回收链最终的材料回收情况，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第六步：回收：回收使经过分类的成批材料进入更加专业化的程序，这一步骤往往分
系列进行；例如，电路板首先要经过铜回收，然后对剩余物进行专业化的提炼以便回收
其它金属，而工程热塑塑料则应进行粉碎和粒化程序。回收过程往往涉及高温（例如，
熔化和其它热冶工艺）、或者极强的化学品（例如，通过酸或氰化物的水冶工艺）、或
者危险排放，而且需要很高水平的工艺技术、监督和工人及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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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二
支持报废计算机设备的无害环境材料回收和再循环的企业措施
为了保护工人和社区，材料回收企业在采取措施时应该以以下无害环境管理标准为指导：
1.
2.
3.
4.
5.
6.
7.
8.

高级管理层致力于采取一种系统性的做法
风险评估
风险预防和最小化
法律要求
认识、能力和培训
保存记录和绩效评估
纠正行动
透明度与核查

1. 高级管理层致力于采取一种系统性的做法：材料回收企业的高级管理层应该明确致力
于采取一种系统性的做法以便在企业业务的所有方面实现和持续完善无害环境管理，
包括污染预防和环境健康与安全。应该提供充分的财政和人力资源。应该制定和执行
这样的政策，并且应向所有人进行宣传，包括视情况需要向承包商和来访者进行宣
传。高级管理层应该定期报告和审查政策绩效。在较为大型的材料回收组织，应该指
定一名或多名具体的管理代表，通过设计、执行和维护一种管理制度，负责监督该项
政策的执行。
2. 风险评估：材料回收企业开展的重工业活动涉及到强力机械、极高温和危险化学品。
虽然各企业因其业务及其所处地点不同而各不相同，但其工人都会面临多种健康和安
全风险，其企业所在地内外环境也可能受到潜在影响。材料回收企业管理层应该设法
查明及提供证据证明工人及其所处环境面临的相关健康和安全危害与风险，并对材料
回收活动、产品和服务做出规划。特别重要的是要查明潜在紧急状况和事故以及应对
办法。应该定期对应对程序进行检验和审查，特别是在已经发生事故或紧急状况之
后。应该提前查明现场停运和关闭的危害和风险，并且应该制定停运计划，包括建立
补救和财政机制，以便在必要时保护长期现场管理。
3. 风险预防和最小化：材料回收企业管理层在对企业活动、产品和服务的危害和风险进
行了评估之后，应该有计划地寻求最大限度减少或消除这些危害和风险。这种系统性
的办法应首先解决现有严重环境和健康与安全风险，除此之外，还要解决不遵守适用
法律要求的问题。应该考虑技术、业务和商业变革，包括改进程序、改进设备和替代
业务做法。除了现有重大危害和风险之外，材料回收企业还应该设法持续改进工作场
所设计、工艺、安装、机械、操作程序及工作安排，以期从源头消除或减少环境健康
与安全危害和风险。所有这些改进都应该有据可查，且应向所有工作人员及视情况需
要向承包商和来访者进行宣传。应该针对被回收材料在非常具体的材料回收过程中所
涉及的相关内容和风险与被回收材料的供应商和买主进行良好沟通，这一点极其重要。
4. 法律要求：处理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的材料回收企业必须拥有经营其业务所需的所
有运营许可、执照或其它授权，特别是在业务所在国法律将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定
义为废物的情况下，而情况通常就是这样。企业应始终遵守此种许可、执照和授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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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规定。针对无害环境管理采取系统性的做法包括进行定期评估，以查明适用法
律，包括对法律的修正以及新颁布的法律，并且确定其如何适用于某个企业及其业
务。系统性的做法还包括与主管当局进行定期沟通和保持合理的工作关系。因为材料
回收业务可能涉及到用品、废物和产品的越境转移，故材料回收企业还应该确保遵守
适用的国际法律（包括《巴塞尔公约》）及其它有关国家的法律。
5. 认识、能力和培训 ：企业管理人员应该确保对所有参与材料回收业务的人员进行培
训，使他们能够安全地履行其职责。这意味着不仅应该对雇员进行如何开展本企业业
务的培训，而且还应该使之具有适当水平的危害和风险认识，并且应该具有有效管理
此种危害和风险的能力，包括如何应对和处理可预期的紧急情况或事故。然后，应该
进行上述所述的风险评估和风险预防和最小化步骤。除了了解及使用之外，工人还需
要掌握如何使用与材料回收业务、检测设备和材料处理设备相关的专业工具以及与所
有物质相关的材料安全数据表等信息。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在对从事材料回收作业
的工人进行培训的书面用法说明中加入照片和图表，方便其理解。
6. 保存记录和绩效评估：针对无害环境管理采取系统性的办法包括编制和保存有关记录
无害环境管理的详细细节的文件。在通过文件对某个操作程序进行记录时，可采用一
贯安全的方式适当进行，并且应该定期改进。可对记录雇员培训情况的文件进行审
查，以便确保培训情况完整且适合雇员所负责的。可对废旧计算机设备进行检查、检
测和评估，以便根据企业规章及法律要求进行高效和无害环境管理。通过对此种活动
进行适当记录，并伴随以改进为目的进行的定期审查，一定会改进材料回收企业的各
种活动。
7. 纠正行动：材料回收企业应该采取适当行动，应对其在风险评估过程中查明或由主管
当局或第三方提请其注意的工人健康与安全以及环境风险。在实现无害环境管理方面
存在的过失也应该加以改正。应该采取适当和均衡的预防和纠正行动，并且应将这些
行动记录在案。除了向高级管理层报告纠正行动的结果之外，还应该向高级管理层报
告对纠正行动的需要。
8. 透明度与核查：材料回收企业可能会涉及到对工人健康与安全及环境具有危害的报废
计算机设备。因此，材料回收企业应该按照既定程序，对各种危害进行定期、有计划
的检查和监测。在可能的情况下，此种检查和监测应该由不参与企业业务内部环境管
理工作的人员或由第三方进行。上种既定检查和监测程序可能是法律要求的，但在任
何情况下都应该成为针对无害环境管理采取系统性做法的一部分。企业的环境、健康
与安全政策及其检查和监测时间表和结果应该向公众开放，而且还应该向那些即将对
企业活动及业务进行审慎调查的消费者和客户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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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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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3 月 25 日）（http://www.basel.int/industry/mppiwp/guid-info/guidrefurb.pdf）。

10. 《全球对再利用通用定义的共同理解》。解决电子废旧问题（StEP）。（2009 年 3 月 5 日）
（http://www.step-initiative.org/pdf/white-papers/StEP_TF3_WPCommonDefinitions.pdf ）。
11. 《企业家的计算机再循环指南》。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http://www.ticethic.com/guide）。

经合组织
12. Council Recommendation C(2004)100 on the Environmentally Sound Management of Waste (9 June
2004) (http://webdomino1.oecd.org/horizontal/oecdacts.nsf/linkto/C(2004)100).
13. Guidance Manual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ncil Recommendation C(2004)100 on the
Environmentally Sound Management of Waste. (2007)
(http://www.oecd.org/dataoecd/23/31/39559085.pdf).
14. Technical Guidance for the Environmentally Sound Management of Specific Waste Streams: Used
and Scrap Personal Computers (18 Feb 2003)
(http://www.olis.oecd.org/olis/2001doc.nsf/LinkTo/NT000009E2/$FILE/JT0013946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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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
15. Basel Action Network (BAN) e-Stewards Standard for Responsible Recycling and Reuse of Electronic
Equipment (http://e-stewards.org/certification-overview/the-e-steward-standard/)
16.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for Electronic Waste. California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Board
(April 2004)( http://www.ciwmb.ca.gov/Publications/electronics/63004005.pdf).
17. Canada: Electronics Recycling Standard / Electronics Recycler Qualification Program
www.epsc.ca/
18. Canada: Electronics Reuse and Refurbishing Program (ERRP)
www.estewardship.ca/
19. Closing the Loop. Electronics Design to Enhance Reuse/Recycling Value. Green Electronics Council
(January 2009)
(http://www.greenelectronicscouncil.org/documents/0000/0007/Design_for_End_of_Life_Final_Repor
t_090208.pdf).
20. Creating a Successful Computer Reuse Programme – a guide
(http://www.computersforclassrooms.org/Building%20Successful%20Manual%202-18-10.pdf).
21. Dell’s Recovery and Waste Disposition Channels. Environmental Guidelines (December 2005)
(http://www.dell.com/downloads/global/corporate/environ/Disposal_Guidelines.pdf).
22. e-Stewards Standard for Responsible Recycling and Reuse of Electronic Equipment (http://www.estewards.org/documents/e-StewardStandard_ExcerptedVersion.pdf).
23. Hewlett-Packard Standard 007-2 Vendor Requirements for Hardware Recycling (October 13, 2008)
(http://www.hp.com/hpinfo/globalcitizenship/environment/recycle/finalrecstds.pdf).
24. Implementation Guide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Disassembly and Sorting Centres.
Centre québécois de développement (http://www.nrcan-rncan.gc.ca/mms-smm/busi-indu/radrad/pdf/cfe-imp-eng.pdf).
25. Ifixit step by step repair guide (www.ifixit.com).
26. Plug-In To eCycling: Guidelines for Materials Management. USEPA (May 2004)
(http://www.epa.gov/epawaste/partnerships/plugin/pdf/guide.pdf).
27. Recycler Vendor Qualification Standard. Electronic Product Stewardship Canada (Mar 2006)
(http://www.epsc.ca/pdfs/March2006_RVQP_standard.pdf).
28. Recycling Industry Operating Standard (RIOS), Institute of Scrap Recycling Industries (ISRI)
(http://www.firstenvironment.com/html/environmental_management_syste7.html).
29. Recycling Vendor Qualification Guidance Document. Electronic Product Stewardship Canada (March
2006)( http://www.epsc.ca/pdfs/March2006_RVQP_GD.pdf).
30. Recycling Vendor Qualification Process. Electronic Product Stewardship Canada (March 2006)
(http://www.epsc.ca/pdfs/March_2006_FINAL_Recycler_Qualification_Proce_ss.pdf).
31. Responsible Recycling ―R2‖ Practices for use in Accredited Certification Programs for Electronics
Recyclers (October 30, 2008) (http://www.decideagree.com/R2%20Document.pdf).
32. US EPA guide on what to do if a CFL breaks in the home (transferable to refurbishment operations)
(www.epa.gov/cfl/cflcleanup.html).
33. USA e-Stewards
http://e-stewards.org/
34. USA R2 (Responsible Recycling Practices for Use in Accredited Certification Program for Electronics
Recyclers)
http://www.r2solutions.org
35. USA RIOS (Recycling Industry Operating Standard)
http://www.isri.org/rios
36. USA R2/RIOS
http://www.CertifiedElectronicsRecycl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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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Waste Diversion Ontario’s Draft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Diversion Standard
(October 2007) (http://www.ene.gov.on.ca/envision/land/WDA/electronics/finalWEEProgramPlanappendices.pdf).

欧洲
38. Directive 2002/9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January 2003 on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 Consolidated version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ONSLEG:2002L0096:20080321:EN:PDF).
39. European Eco-Management Audit Scheme(EMAS)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emas/index_en.htm).
40. EU WEEE Forum WEEELABEX scheme
(http://www.weee-forum.org/index.)
41. France FEDEREC's CERTIREC
http://www.federec.org/qualification-certification/certirec.html
42. Germany Efb
www.gesetze-im-internet.de/bundesrecht/efbv/gesamt.pdf
43. HB 10194 Code of Practice for in-service inspection and testing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The
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http://www.theiet.org/publishing/books/wir-reg/cop.cfm).
44. Reuse of waste and used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UK Publicly Available Specification
(PAS 141) to be published January 2011 (http://shop.bsigroup.com/Navigate-by/PAS/)
45. United Kingdom PAS 141 (Publicly Available Specification) on Reuse of Used and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to be published 2011)
http://shop.bsigroup.com/Navigate-by/PAS/
46. UK Government National technical Authority for Information Assurance(CESG) Directory of Infosec
Assured products, Section 7 for information on approved data destruction systems
(http://www.cesg.gov.uk/publications/media/directory.pdf).

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47. E-waste assessment in Uganda: A situational analysis of e-waste management and generation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personal computers. UNIDO, Microsoft. (2008)
(http://ewasteguide.info/system/files/Finlay_2008_eWASA.pdf);http://ewasteguide.info/Wasswa_2
008_UCPC-Empa).
48. E-waste Assessment South Africa. Hewlett Packard, DSF, EMPA. (November 2008)
(http://ewasteguide.info/system/files/Finlay_2008_eWASA.pdf).
49. E-waste Management in Kenya. Hewlett Packard, DSF, Empa. (July 2008)
(http://ewasteguide.info/system/files/Waema_2008_KICTANet.pdf);
http://ewasteguide.info/Waema_2008_KICTANet).
50. Guidelines for Environmentally Sound Management of E-waste. India Central Pollution Control
Board (CPCB) and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 Forests (March 12, 2008)
(http://www.cpcb.nic.in/e_Waste.php).
51. Technical report on the assessment of e-waste management in Morocco. Hewlett Packard, DSF,
EMPA. (August 2008) (http://ewasteguide.info/system/files/Laissaoui_2008_CMP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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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52. Darik’s Boot and Nuke which offers a free download (http://www.dban.org/download)
53. ISO 14000 series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http://www.iso.org/iso/iso_14000_essentials).
54. ISO 14001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 Requirements with Guidance for Use (second
edition 2004-11-15) (http://www.iso.org).
55. ISO 14004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 General Guidelines on Principles, Systems and
Support Techniques (second edition 2004-11-15) ( http://www.iso.org).
56.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 – Specification (BSI - OHSAS 18001: 1999)
57.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n Metals Supply to the Electronic Industry. Global e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 (GeSI). (June 20, 2008)
(http://www.gesi.org/files/20080620_ghgm_ser_metalstoelectronics.pdf).
58. Tools for Environmentally Sound Management,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Recycling (BIR) (EN 2006
/ ES 2008 / FR 2009) (http://www.bir.org/pdf/GuideESM.pdf (English);
(http://www.bir.org/pdf/GuideESM_FR.pdf (French); (http://www.bir.org/pdf/GuideESM_ES.pdf)
(Spa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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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四
尾注
________________

一
二

《联合国运输危险货物建议书：示范条例》，第 15 次修订本，2007 年，或随后的版本。
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

三

eTForecasts 发布个人计算机和因特网行业市场研究报告。

四

新闻稿，《巴塞尔会议应对电子废物挑战》，2006 年 11 月 27 日，环境署。

五

《美国的电子废物管理》，办法 1，表 3.1，EPA530‐ R‐ 08‐ 009 美国环境保护署，2008 年 7 月
建议将考虑《环境与发展问题里约宣言》原则 11。

六
七
八
九
十

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临时项目组，关于无害环境管理标准建议的报告，2009 年 3 月。
http://www.basel.int/meetings/sbc/workdoc/framewk.doc
http://webdomino1.oecd.org/horizontal/oecdacts.nsf/linkto/C(2004)100
http://www.olis.oecd.org/olis/2001doc.nsf/LinkTo/NT000009E2/$FILE/JT00139462.PDF
http://www.basel.int/meetings/sbc/workdoc/framewk.doc

十一

临时项目组关于无害环境管理标准建议的报告。

十二

同上。

十三

“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越境转移问题分组，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越境转移指导”，2011 年
1 月 31 日。

十四

再利用：可能栽维修、翻新或升级之后再次利用废旧计算机设备或废旧计算机设备的可用部件的
过程（摘自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词汇表）。

十五

转移应随附证明文件，且应在装运单据中提及计算机设备。

十六

此决定应通过履行《巴塞尔公约》第 3 和 13 条之下缔约方义务的方式做出。各缔约方有义务通过
巴塞尔公约秘书处向另一缔约方通报其本国定义及随后的任何改动，包括将任何物质和/或物品增
列为废物及危险废物。URL：http://www.basel.int/natreporting/index.html。

十七

同上。

十八

词汇表，附录一。

十九

完全发挥作用/全功能：经检测和证明能够运行其主要基本设计功能的计算机设备或部件为能够
“完全发挥作用”。
主要基本功能：使设备或部件能够被圆满地重新利用的设备或部件原有预期功能。

二十

词汇表，附录一。

二十一

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项目组 1.1，《关于废旧计算机设备无害环境检测、翻新和维修的准
则》，2011 年 1 月。

二十二

同上。
http://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ilo-bookstore/orderonline/books/WCMS_PUBL_9221116344_EN/lang--en/index.htm

二十三

二十四

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项目组 2.1，《关于报废计算机设备无害环境材料回收/再循环的准
则》，2011 年 1 月。

二十五

同上。
http://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ilo-bookstore/order-online/books/WCMS_PUBL_9221116344_
EN/lang--en/index.htm

二十六

59

UNEP/CHW.11/6/Add.1/Rev.1

二十七

这些条款是对《联合国运输危险货物建议书（即联合国橘皮书）：示范条例》之下各项适用要求
的补充，第 15 次修订本，2007 年，或随后的版本。

二十八

政府主管当局系指由缔约方或签字方指定某个政府部门在该缔约方或签字方认为对执行相关规则
和条例适当的法律管辖权之下地理区域内负责废旧和报废计算机设备事务并接收以可能在经过维
修、翻新或升级之后进行再利用为目的越境运输废旧计算机设备相关的信息。

二十九

有关此种信息的请求可说明即将适用的更严厉的条款，如《巴塞尔公约》条款等。

三十

供资机制的例子：
• 预付处理费——在销售设备时由消费者支付，可采用在收据中以另立项目列示可见费用的方式
收取，也可以采取在总销售价格中不具体提及的不可见费用方式收取。
• 进口征税——由产品进口商在入境点支付（可由行业或政府代收和管理）。
• 废物副产品——由生产者和进口商在产品进入废物流时支付收集和再循环费用。该费用可按当
前或历史市场份额进行计算，且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遗留和遗弃废物。
• 最终用户付费——由最终用户在处置时支付收集和再循环费用。
• 纳税人——收集和再循环费用由所有纳税人通过其缴纳的税款方式予以支付。
• 短期赠款供资——可为初期收集基础设施等短期项目提供赠款，并且可从多种来源获得赠款，
包括私营部门、信托机构、政府、彩票、垃圾掩埋税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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