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届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与回收处理技术国际网络

会议（2020） 

——暨 2019 中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行业白皮书发布会 

（第二轮） 

 
2020 年，是中国“十三五”的最后一年。在这五年中，中国出台了许多重要

的政策和法规，例如《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循环发展引领计划》、《关

于推进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转型升级的意见》、《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

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等政策文件和法规。在这五

年中，不论是中国电器电子产品制造行业，还是回收处理行业都在经历绿色转型升

级的阵痛，愈加严格的市场环境给优秀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2020 年，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与回收处理技术（EEE&EPR）

国际会议进入了一个新的轮转。 自 2005 年以来，大会已成功举办了十二届，吸

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专家学者、以及来自生

产、流通、回收、处理等协会和企业代表参会。2020 年，第十三届 EEE&EPR 国

际会议将继续由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联合 15 家中国知名科研院校和行业协会，以

及 10 家来自全球的协办单位共同组织筹备。 

 

本届大会将以国际化的视角，追踪分析发达国家和地区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责

任延伸制度实施的经验和面临问题。同时，大会从电器电子产品全生命周期出发，

聚焦行业的热点话题，从标准、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剖析，旨

在推动中国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构建，提升绿色制造管理和技术水

平，促进电器电子产品的生产、销售、回收、再制造、处理企业、以及科研院所的

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受疫情影响，经大会秘书处决定，本届大会将以网络形式召开，诚邀各界新老

同仁莅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会议主题：资源综合利用立法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会议时间：2020 年 6 月 5 日 

会议关键词：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责任延伸、资源综合利用、回收处理技术 

 

 

 



 
 

会议主办单位：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同济大学 

中国文化办公设备制造行业协会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 

中国旧货业协会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生产者责任延伸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电器电子产品专委会 

绿色消费与绿色供应链联盟 

 

会议协办单位： 

台湾电器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TEAA） 

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公会（TECA） 

国际电池循环基金会（BFI） 

美国信息产业机构北京办事处（USITO） 

欧洲电子电气行业机构（EUROPELECTRO） 

欧洲回收平台（ERP） 

韩国电子信息通信产业振兴会（KEA） 

韩国电子产业再生联盟（KERC） 

日本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协会（JEITA） 

日本办公机械及信息系统产业协会（JBMIA） 

会议承办单位：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国家环境保护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信息化与处置工程技术中心 

会议承办单位：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海尔家电产业集团 

深圳市爱博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澳宏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新金桥环保有限公司 

陶朗分选技术（厦门）有限公司 

 

 

 



 
 

会议日程： 

第一部分：国际动态与行业白皮书发布 

（线上发布+线上互动） 

9:30-10:00 

• 主办方领导、协办方代表、赞助商代表致辞 

• 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电器电子产品专委会授牌仪式； 

• 2019EPR 联盟工作报告 

10:00-11:00 
• 欧盟、韩国、日本、印度、中国台湾等专家介绍最新回收处

理政策与行业现状、绿色领域相关标准等视频介绍 

11:00-11:30 
• 2019 中国 WEEE 行业白皮书发布 

• 旧电器电子产品品质鉴定标准发布 

第二部分：资源综合利用立法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研讨 

（小型专家现场研讨+企业在线发言+参会者互动） 

14:00-14:40 主题 1：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制度与目标管理 

14:40-15:20 主题 2：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制度与补贴方式 

15:20-16:00 主题 3：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体系构建与相关方责任 

第三部分：学生报告专场 

19:00-20:30 

• 将高效学生投稿海报按主题进行分类：管理类与技术类 

• 每个投稿学生在线做 5 分钟视频介绍； 

• 推荐老师对每个介绍进行点评（1-2 分钟）。 

• 设立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并在会后进行

评奖和颁发奖状、奖金。 

 

 

支持媒体：网络：中国家电网、环球家电网、易再生 

杂志：《家电科技》、《家用电器》 

 

 

 



 
 

会议专家委员会成员（排名不分先后） 

刘  挺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院长 

刘福中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高级顾问  

田  晖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电器循环与绿色发展中心 副所长 

蔡  毅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电器循环与绿色发展中心 主任 

乔  琦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研究员 

郭玉文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冷欣新 中国文化办公设备制造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 教授级高工 

崔  燕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 副秘书长 

潘永刚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副会长 

秦立东 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 副秘书长 

于治璞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高级商务专员 

常大磊 中国旧货业协会 专职副会长 秘书长 

张  芳 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 研究员 

马鸿昌 国际回收局 顾问 

阿哲 雷周度里 国际电池循环基金会 主任 

王  旭 欧洲电子电气行业机构 总经理 

崔  兵 美国信息产业机构 政策事务经理 

廖全平 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公会 会长 

王李荣 中华演艺设备行业技术协会 理事长 

 

段广洪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制造工程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盛明 清华大学教授/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 

向  东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 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曾现来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靳  敏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童  昕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 博士 副教授 

杜欢政 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教授、中国废塑料协会 会长 

刘志峰 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守许 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教授 

王景伟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教授 

郝  皓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教授 

张深根 北京科技大学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教授 

钟永光 青岛大学商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  冰 北京化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教授 

章  竟 北京交通大学 副教授 

尹凤福 青岛科技大学 教授 

 

靳桂祥 海尔家电产业集团 服务创新总经理 

潘晓勇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军  博西家用电器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高级总监 

陈  龙 珠海格力绿色再生资源公司 总经理 

鲁习金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武汉园区  总经理； 

秦玉飞  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义晨 上海新金桥环保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海涛 天津澳宏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道斌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兼废家电事业部经理 

张国柱 有闲有品•云易达（天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唐百通 深圳市爱博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朱文明 佩里约翰逊认证（上海）有限公司  认证审核经理 

 

会议注册： 

本次会议免费，扫码关注 EPR 联盟公众号，关注会议最新动态。 

 

大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电器循环与绿色发展中心 

联系人： 

谢淼雪 13716818306（同微信号）xiemx@cheari.com  

蔡毅 13693321269（同微信号） caiy@cheari.com 

王星 13120497878 （微信号 venusczsc）wangx@cheari.com   

田晖  13911870387（同微信号）tianh@cheari.com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 6 号 电话/传真：010-68069353    

会议网站: www.weee-epr.org        电子邮件: caiy@cheari.com 

微信公众服务号 weee-epr 

 

 

 

 

 

 

 

 2020 大会秘书处 

二 0 二 0 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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