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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lectro - 欧洲电气电子行业机构针对《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
法》修订稿《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2015-05-18 版征
求意见稿）的行业建议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5 年 5 月 1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政策法规司公开征求对《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修
订稿《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2015-05-18 版征求意
见稿》) 的意见。
作为欧洲电气电子制造商的代表，我们一直非常积极地关注《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
的修订工作。2006 年原信产部正式发布了《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并从 2007 年 3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此《管理办法》中对有毒有害物质的控制采取了“两步走”方式，第一步，在《管理
办法》生效之日起，仅仅要求进入市场的电子信息产品以自我声明的方式披露相关的环保信息；第二
步，对进入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重点管理目录的产品实施严格监管，需要实现有毒有害物质的替代
或达到限量标准的要求，然后要经过强制认证（3C 认证）才可以进入市场。
EuropElectro1 召集电气电子行业内的企业代表和专家逐条认真分析了《2015-05-18 版征求意见
稿》，并提出本行业建议书。
我们相信国内同行和国内企业也会支持和受益于我们的行业建议。我们非常希望法规制定者本着
一直以来支持和引导行业发展从而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繁荣的原则，考虑和接受我们的建议。
1
EuropElectro 使欧洲和中国在电气电子产品的技术法规、标准化及认证领域联系更加紧

密，旨在促进双边电气电子产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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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评价
我们注意到，《2015-05-18 版征求意见稿》相比较于现行的管理办法在 RoHS 信息的标注规定、
用于管理纳入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的电器电子产品的合格评定制度等方面，
立法者考虑到了企业的负担和声音，对管理办法做了调整，我们行业对此表示欢迎和支持。
《2015-05-18 版征求意见稿》中涉及的产品范围覆盖了依靠电流或磁场工作，发生、传输和测量
这种电流和磁场，额定工作电压在直流电 1500 伏特、交流电 1000 伏特以下的所有的电气电子设备及
配套产品。其中涉及电能生产、传输和分配的设备除外。这个产品范围非常广，对行业的影响非常大。
尤其是用于管理纳入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的电器电子产品的合格评定制度，
具体内容和要求目前尚不明确。EuropElectro 将密切关注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希望能在这个
过程中争取行业的积极介入。
我们希望下一步的相关具体工作能够继续保持透明和公开，以确保《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
使用管理办法》的制定和实施能够更加地充分、科学和合理，使得具体的条款更具有可操作性、可行
性和高效性。
二、建议和意见
针对《2015-05-18 版征求意见稿》，EuropElectro 组织行业内企业专家们对其进行了细致认真地
分析，最后将建议汇总为以下七个方面，所涉及到的条款有 13 条。
我们的建议按如下结构阐明，
1．适用产品范围和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
2．关于产品包装规定
3．产品标注规定
4．合格评定

5．适用的标准
6. 表扬和奖励的规定
7. 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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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产品范围和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
相关条款：
第三条 本办法下列术语的含义是：
（一）电器电子产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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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不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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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以下简称达标管理目录），是为实施电器
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而制定的目录，包括电器电子产品类目、限制使用的有害物质种类、
限制使用时间及例外要求等内容。
第十九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
检总局，根据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发布列入达标管理目录的电器电子产品中不得含有有害物质的实
施时间。

建议一：这个范围与欧盟的RoHS指令几乎一样，建议下一步如欧盟RoHS指令定义目录的做法一
样，做一个详细的产品目录以及哪些产品属于“涉及电能生产、传输和分配的设备”，以指导企业鉴
别自己的产品是否属于此范围。
建议二：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的制定应考虑现在的技术发展水平等因素，
允许豁免的情形，建议参照欧洲RoHS指令中关于豁免的条款规定。这些规定已考虑了现有技术发展水
平等因素。
现行的欧盟RoHS指令2011/65/EU中的豁免包括附件三和附件四中给出的动态清单。附件三中包
含39种豁免情形；附件四中包含针对医疗设备和测控设备目录范围内的20种豁免情形。这些豁免情形
将在2016年7月22日失效，如果出于技术原因需要延长其豁免时限的话可以按照程序向欧盟委员会提
出申请。
2011/65/EU指令中的第二条中指出了本指令不适用10个排除的产品组范围，包括：
1. 涉及国家安全所必要的设备
2. 用于升太空的设备
3. 特别设计的并且将被作为部件安装在另一种类的设备上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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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型固定的工业工具
5. 大型固定装置
6. 用于运载货物或人的交通工具案
7. 非道路使用移动机器
8. 主动植入式医疗器械
9. 太阳能光电板
10. 仅为研发目的特别设计的设备，仅限于B2B的业务
此外，元器件目前不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电器电子产品（因为并不是一个功能单元），也不属于
RoHS的目录范围内。但是当元器件作为部件安装在RoHS目录范围内的整机产品中时需要符合有害物
质限制使用的要求。
电缆和和附件只有作为单独的电器电子产品销售时才需要符合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的要求。
备品备件只有当其整机产品属于RoHS目录范围内时，才需要符合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的要求。
建议三：建议立法者对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以下简称达标管理目录）
的制定设定明确的时间表。
意见：对于电器电子产品的定义不明确，只是指工作电压在直流电1500伏特、交流电1000伏特以
下的设备及配套产品。这个范围太大，制造商很难判断自己的产品是否属于此产品目录范围内。

2．关于产品包装规定
相关条款：
第十二条 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进口者制作、使用电器电子产品包装物时 ，不得违反强制性标
准或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必须执行的标准，应当采用无害、易于降解和便于回收利用的材料，
遵守包装物使用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商务、海关、工商、质检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
内依法予以处罚：
（三）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进口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制作或使用的电器电子产品包
装物违反包装物使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
建议：删除本管理办法中关于包装物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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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关于包装物的规定不应该放在仅关于电器电子产品规定的管理办法中。

3．产品标注规定
相关条款：
第十三条 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进口者应当按照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识的国家标准
或行业标准，对其投放市场的电器电子产品中含有的有害物质进行标注，标明有害物质的名称、含量、
所在部件及其产品可否回收利用，以及不当利用或者处置可能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影响的信息等；
由于产品体积、形状、表面材质或功能的限制不能在产品上标注的，应当在产品说明中注明。
第十四条 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进口者应当按照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识的国家标准
或行业标准，在其生产或进口的电器电子产品上标注环保使用期限；由于产品体积、形状、表面材质
或功能的限制不能在产品上标注的，应当在产品说明中注明。
建议一：建议法规制定者支持制造商使用更加环保低碳的方式来传递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的信息，
比如允许制造商在公司网站上公示。
意见：随着更多复杂产品进入管理范围，有害物质种类增加，以及要求标注信息的内容增加，单
一采用标签方式可能会给标签粘贴者和使用者带来额外的负担并降低传递有效信息的效果，同时纸质
标注也不是最环保低碳的做法。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通过网络提供方便查询的标注信息应该是一个
可以考虑的选择，具体情况可以在相应的标准中规定和更新。

相关条款：
第十三条 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进口者应当按照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识的国家标准
或行业标准，对其投放市场的电器电子产品中含有的有害物质进行标注，标明有害物质的名称、含量、
所在部件及其产品可否回收利用，以及不当利用或者处置可能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影响的信息等；
由于产品体积、形状、表面材质或功能的限制不能在产品上标注的，应当在产品说明中注明。
建议二：建议删除标明“不当利用或者处置可能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影响的信息”。
意见：生产者、进口者很难预见“不当利用或者处置可能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影响的信息”，
所以无法进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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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条款：
第三条 本办法下列术语的含义是：
（三）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是指为减少或消除电器电子产品污染而采取的下列措施：
2．设计、生产、销售以及进口过程中，标注有害物质名称及其含量，标注电器电子产品环保使用
期限等措施；
（六）电器电子产品环保使用期限，是指按照产品说明正常使用时，电器电子产品中含有的有害
物质不会发生外泄或突变，电器电子产品用户正常使用该电器电子产品不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或对
其人身、财产造成严重损害的期限。
第十四条 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进口者应当按照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识的国家标准
或行业标准，在其生产或进口的电器电子产品上标注环保使用期限；由于产品体积、形状、表面材质
或功能的限制不能在产品上标注的，应当在产品说明中注明。
第十五条 电器电子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由电器电子产品的生产者或进口者自行确定。相关行业组
织可根据技术发展水平，制定相关电器电子产品环保使用期限的指导意见。
工业和信息化部鼓励相关行业组织将制定的电器电子产品环保使用期限的指导意见报送工业和信
息化部。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商务、海关、工商、质检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
内依法予以处罚：
（五）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进口者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未标注电器电子产品环保使用
期限的；
建议三：建议法规制定者删除本管理办法中关于环保使用期限的有关规定。
意见：电子电气产品中含有的有害物质在没有进行特殊的化学和物理加工前，在自然界中使用不
会发生外泄或突变。对环保使用期限进行的估算，没有科学，可量化的统一的方法。

4．合格评定
相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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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国家建立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制度。纳入达标管理目录的电器电子
产品，应当符合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限量要求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按照电器电子产品
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制度进行管理。
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工作整体安排，向国家认证认可监督主管部
门提出建立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制度的建议。国家认证认可监督主管部门依据职
能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发布并组织实施合格评定制度。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实际情况，会同财
政部等部门对合格评定结果建立相关采信机制。
建议: 什么是新的强制的“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制度”？建议“制造商的自我
声明符合性”可以被新的强制的“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制度”所接受。
意见：我们欢迎和支持立法者取消了“应按照国家推行的电子电气产品污染控制认证制度的要求
实施认证”所表示的仅限于强制第三方认证的符合要求。我们行业非常希望“制造商的自我声明符合
性”可以被新的强制的“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制度”所接受。

5．适用的标准
相关条款：
第九条 电器电子产品设计者在设计电器电子产品时，不得违反强制性标准或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
定必须执行的标准，在满足工艺要求的前提下应当按照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
准，采用无害或低害、易于降解、便于回收利用等方案。

第十条 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在生产电器电子产品时，不得违反强制性标准或法律、行政法规和规
章规定必须执行的标准，应当按照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采用资源利
用率高、易回收处理、有利于环保的材料、技术和工艺，限制或者淘汰有害物质在产品中的使用。
第十一条 进口的电器电子产品不得违反强制性标准或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必须执行的标
准，应当符合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第十三条 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进口者应当按照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识的国家标准
或行业标准，……
第十四条 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进口者应当按照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识的国家标准
或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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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电器电子产品销售者不得销售违反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
准的电器电子产品。
第十八条 国家建立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制度。纳入达标管理目录的电器电子
产品，应当符合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限量要求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按照电器电子产品
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制度进行管理。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商务、海关、工商、质检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
内依法予以处罚：
（一）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所采用的材料、技术和工艺违反电器电子
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以及擅自将生产的违反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
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电器电子产品出厂、销售的；
（二）电器电子产品进口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进口的电器电子产品违反电器电子产品
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
（六）电器电子产品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销售违反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
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电器电子产品的；
（七）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和进口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自列入达标管理目录
的电器电子产品限制使用有害物质的实施之日起，生产、销售或进口有害物质含量超过电器电子产品
有害物质限制使用限量的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电器电子产品的。
建议一：建议法规制定者以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列出本管理办法中应当符合的相关国家标准或行
业标准清单。
意见：比如，对于有害物质的限值标准是适用于行标SJ/T11363-2006还是国标GB/T26572-2011？
对于测试标准是适用于行标SJ/T11365-2006还是国标GB/T26125-2011？

建议二：建议修改第9， 10，11，16条中的“应当按照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国家标准
或行业标准”为“应当按照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强制性的或本法规引用的国家标准或行业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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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第9条第一句明确了强制性要求的范围，即强制性标准或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必须执
行的标准，但第二句中的“应当”二字，又把强制性要求扩展到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即包括强制的
以及推荐性的。前后矛盾引起歧义。

6. 表扬和奖励的规定
相关条款：
第八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对积极开发、研制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电器电子产品
的组织和个人，可以给予表扬或奖励。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主管部门对在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
使用工作以及相关活动中做出显著成绩的组织和个人，可以给予表扬和奖励。
建议：删除第8条中关于表扬和奖励的第一部分的规定。
意见：本管理办法是具有强制效力的部门规章，一旦生效是所有制造商必须遵照执行的强制性要
求，“积极开发、研制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电器电子产品”是符合本管理办法的基本要求。
如果要对“积极开发、研制”进行表扬和奖励将会引入相应的评比活动，很可能会引发不合理的
行政成本。其次，由于评比会直接影响制造商的经济利益，很可能带来扭曲的市场竞争关系。中央政
府已经从历史中充分认识到各类政府机构组织的优秀评比活动所带来的弊端，在今年的改革过程中已
经大幅的缩减取消了各类评比。本条不符合深化改革的方向。

7. 过渡期
建议：建议给予新加入本管理办法的产品目录中的产品3-5年的过渡期。
意见：对于新加入产品目录中的产品，制造商为了符合本管理办法的要求，需要较长的一个时间
段来准备，比如，制造商在企业内建立 RoHS 信息管理；准备产品的 RoHS 信息的披露；电器电子产
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识的印刷及粘贴。特别是对于大批量的产品而言，这些工作需要较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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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请希望工业和信息化部能对以上所反映的建议给予充分考虑，来帮助生产企业解决所面临的实
际困难。盼复为感！

联系方式：
EuropElectro - 欧洲电气电子行业机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8 号亮马大厦 2 座 0830/08 室 100004
电话： +86 (0) 10 . 65396715
传真： +86 (0) 10 . 65396719
邮箱：xu.wang@europelectro.org
网址：www.europelectro.org

此致
敬礼！

EuropElectro - 欧洲电气电子行业机构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

ORGALIME - 欧洲工程协会代表来自 24 个国家机械，电气电子和金属行业的 35 行业协
会。 这些协会会员达 13 万家欧洲企业。其雇员达到 7 百万员工，年产值 117500 亿欧元，
占欧洲制造业产出的四分之一和欧洲制造产品出口的三分之一。
ZVEI – 德国电气电子行业协会是全球最大的电气电子行业协会之一，26 个专业分行业
协会，1600 多家会员公司。2011 年这些公司的产值达到 1780 亿欧元，占德国 90%的电气
电子行业的总产值。2011 年这些公司的雇员人数达到 84 万，约占德国电气和电子行工业
雇员总数的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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