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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已于 2016 年 1 月 6 日颁布，并将于 2016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为了帮助相关方理解《管理办法》

各项要求，确保《管理办法》有效实施，工业和信息化部

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组织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

究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

究所，以及中国电器工业协会、中国家用电器协会、中国

电子节能技术协会、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中国电子视像

行业协会等共同编制《实施〈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

使用管理办法〉的常见问题答疑》（以下简称《常见问题

答疑》）。

《常见问题答疑》编制过程中征求了中国外商投资企

业协会投资性公司（ECFIC）工作委员会环境工作组、欧洲

电气电子行业机构、美国信息产业机构(USITO)、日本电子

信息技术产业协会(JEITA)等国外相关协会和机构，以及国

内外相关行业专家的意见。在征得发展改革委、科技部、

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同意

后，形成《常见问题答疑》，正式向社会发布。



2

相关方对《管理办法》及相关配套标准等的执行有疑

问，可发邮件至 hbc@miit.gov.cn 及 wrfz@cesi.cn。

本文件将根据《管理办法》及相关配套文件的制修订，

以及相关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予以适时更新和调整。

第一部分 综合性问题

Q1.Q1.Q1.Q1. 哪些法律和行政法规是哪些法律和行政法规是哪些法律和行政法规是哪些法律和行政法规是《《《《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的上位法的上位法的上位法的上位法????我国制我国制我国制我国制

修订《管理办法》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修订《管理办法》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修订《管理办法》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修订《管理办法》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答：《管理办法》是一部部门级规章，其上位法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

条例》。

《管理办法》制定的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落实《中国制造 2025》，全面推行绿色制造，

开发绿色产品，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2.将电器电子产品中有害物质限制工作作为我国工业

清洁生产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再利用的基础性工作，

体现“污染防治，预防在先”的环境保护原则，落实“从

源头抓起”的工作思路；

3.将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纳入行业管理，

mailto:%E8%AF%B7%E5%8F%91%E9%82%AE%E4%BB%B6%E8%87%B3ChineseRoH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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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法制化并与国际接轨；

4.推动电器电子产品中的有害物质替代或减量化，倡

导生态设计，促进电器电子产品在生产、使用及末端处置

等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5.加快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确保实现相关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Q2.Q2.Q2.Q2. 《管理办法》是在原《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管理办法》是在原《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管理办法》是在原《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管理办法》是在原《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

法法法法》》》》（以下简称（以下简称（以下简称（以下简称““““原办法原办法原办法原办法””””）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部新部门）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部新部门）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部新部门）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部新部门

规章规章规章规章，，，，与原办法相比与原办法相比与原办法相比与原办法相比，，，，《《《《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做了哪些主的相关要求做了哪些主的相关要求做了哪些主的相关要求做了哪些主

要调整？要调整？要调整？要调整？

答：与原办法相比，修订后的《管理办法》在具体要

求方面主要做了以下调整：

1.适用范围

原办法修订后，名称修改为《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

限制使用管理办法》，与原办法相比，《管理办法》的适

用范围由原办法的电子信息产品扩大至电器电子产品，但

核心内容都是有害物质限制使用。

2.有关合格评定制度

《管理办法》仍采用“两步走”的工作思路，即“第

一步”对《管理办法》适用范围内的产品仅要求声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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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害物质信息，即遵从标识要求标准；“第二步”则对进

入《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
1
（以

下简称《达标管理目录》）的产品实施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不同的是：对于“第二步”涉及的合格评定模式，《管

理办法》第十八条指出 “国家建立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

限制使用合格评定制度”，即将依据产业发展实际，制定

适合我国国情的合格评定制度，并依据《管理办法》中确

定的程序另行制定相关文件，明确具体措施和办法。

3.删除了有关包装物的标识要求

《管理办法》中保留了有关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进

口者制作、使用包装物时，应当采用无害、易于降解和便

于回收利用的材料的要求，考虑到我国已发布了有关产品

包装物标识要求的国家标准，因此，《管理办法》删除了

原办法有关产品包装物的标识要求。

Q3.Q3.Q3.Q3. 《管理办法》中要求限制使用电器电子产品中的有害《管理办法》中要求限制使用电器电子产品中的有害《管理办法》中要求限制使用电器电子产品中的有害《管理办法》中要求限制使用电器电子产品中的有害

物质，而原办法中则称之为物质，而原办法中则称之为物质，而原办法中则称之为物质，而原办法中则称之为““““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请请请请

问两种说法有什么区别？问两种说法有什么区别？问两种说法有什么区别？问两种说法有什么区别？

答：《管理办法》规范了限用物质的表述，不影响《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1 在原办法中称为《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重点管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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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Q4.Q4.Q4. 《管理办法》是否适用于我国的港、澳、台地区？《管理办法》是否适用于我国的港、澳、台地区？《管理办法》是否适用于我国的港、澳、台地区？《管理办法》是否适用于我国的港、澳、台地区？

答：《管理办法》不适用于我国的港、澳、台地区。

但在我国港、澳、台地区生产、在中国大陆销售的电器电

子产品应满足《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

Q5.Q5.Q5.Q5. 对于《对于《对于《对于《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适用范围内的产品，满足《管理办》适用范围内的产品，满足《管理办》适用范围内的产品，满足《管理办》适用范围内的产品，满足《管理办

法》要求是以产品生产日期为准，还是以投放市场的时间法》要求是以产品生产日期为准，还是以投放市场的时间法》要求是以产品生产日期为准，还是以投放市场的时间法》要求是以产品生产日期为准，还是以投放市场的时间

为准？为准？为准？为准？

答：对于《管理办法》适用范围内的产品，满足《管

理办法》要求是以产品生产日期为准的。即：相关方应确

保 2016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生产的产品满足《管理办法》的

要求。其中，生产日期是指产品在生产线上完成所有工序，

经过检验并包装成为可在市场上销售的成品时的日期。

Q6.Q6.Q6.Q6. 对于进口产品对于进口产品对于进口产品对于进口产品，，，，《《《《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也应以产品的生产日期为也应以产品的生产日期为也应以产品的生产日期为也应以产品的生产日期为

准吗？是否与进关或投放市场的时间有关？准吗？是否与进关或投放市场的时间有关？准吗？是否与进关或投放市场的时间有关？准吗？是否与进关或投放市场的时间有关？

答：进口产品与国内生产的产品要求相同，实施时间

都以产品的生产日期为准，与进关或投放市场的时间没有

关系。

Q7.Q7.Q7.Q7. 《管理办法》中多处提到了《管理办法》中多处提到了《管理办法》中多处提到了《管理办法》中多处提到了““““应符合电器电子产品有应符合电器电子产品有应符合电器电子产品有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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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物质限制使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害物质限制使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害物质限制使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以及以及以及以及““““不得违反电不得违反电不得违反电不得违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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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请问请问请问请问

这些主要指的哪些标准？这些标准是否必须执行？这些主要指的哪些标准？这些标准是否必须执行？这些主要指的哪些标准？这些标准是否必须执行？这些主要指的哪些标准？这些标准是否必须执行？

答：根据《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

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的规定，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国家

标准或行业标准目前是指以下标准（包括标准修改单）：

1.《电子电气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识要求》（SJ/T

11364-2014）；

2.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GB/T

26572-2011）；

3. 有害物质检测方法标准：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铬、

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测定》（GB/T 26125-2011，IDT

IEC 62321：2008）；

《电子电气产品中六价铬的测定 原子荧光光谱法》

（GB/T 29783-2013）。

上述标准均是为《管理办法》实施配套制定的，属于

《管理办法》规定必须执行的标准，企业只有执行《管理

办法》采用的标准，才能满足《管理办法》要求，所以适

用范围内的产品须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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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Q8.Q8.Q8. 《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六）款中提出了环保使用期《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六）款中提出了环保使用期《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六）款中提出了环保使用期《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六）款中提出了环保使用期

限的概念，限的概念，限的概念，限的概念，环保环保环保环保使用期限是否等同于安全使用使用期限是否等同于安全使用使用期限是否等同于安全使用使用期限是否等同于安全使用期限？期限？期限？期限？

答：根据《管理办法》中的定义，电器电子产品环保

使用期限是指用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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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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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使用期限与环保使用期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环保使

用期限不包含因电性能安全、电磁安全等方面因素所限定

的使用期限。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安全问题常常伴随着一

些有害物质外泄的问题。

Q9.Q9.Q9.Q9. 电器电子产品结构复杂，如何确定某产品的环保使用电器电子产品结构复杂，如何确定某产品的环保使用电器电子产品结构复杂，如何确定某产品的环保使用电器电子产品结构复杂，如何确定某产品的环保使用

期限？环保使用期限是否要政府审批？期限？环保使用期限是否要政府审批？期限？环保使用期限是否要政府审批？期限？环保使用期限是否要政府审批？

答：根据《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电器电子产

品的环保使用期限可由企业自行制定，并鼓励各行业协会

制定本行业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的指导意见。企业也可参

考《电子信息产品环保使用期限通则》（SJ/Z 11388-2009）

中的方法确定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

一般情况下，整机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应以该产品中

环保使用期限最短的部件的时间期限为准。

环保使用期限的确定不需要政府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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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关于《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关于《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关于《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关于《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

一、《管理办法》适用范围说明一、《管理办法》适用范围说明一、《管理办法》适用范围说明一、《管理办法》适用范围说明

Q10.Q10.Q10.Q10. 《《《《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中电器电子产品定义中的》中电器电子产品定义中的》中电器电子产品定义中的》中电器电子产品定义中的““““配套产品配套产品配套产品配套产品””””

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什么？

答：《管理办法》中电器电子产品定义中的“配套产品”

是指用于《管理办法》适用范围内电器电子设备的组件/

部件、元器件和材料。

注：电器电子设备的标准配件或可选配件，以及用于

维修、翻新、扩容或升级等的备件也属于上述组件/部件。

其中，标准配件是指随机配备的辅助部件。如果缺少标准

配件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产品的使用和性能；可

选配件是指在标准配置之外，可以增强产品功能，提高产

品性能的部件。和标准配件不同，不使用可选配件不会影

响到产品的基本功能的使用。

配套产品作为电器电子产品的一部分应当符合《管理

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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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Q11.Q11.Q11. 电器电子产品定义中电器电子产品定义中电器电子产品定义中电器电子产品定义中““““涉及电能生产涉及电能生产涉及电能生产涉及电能生产、、、、传输和分配的传输和分配的传输和分配的传输和分配的

设备除外设备除外设备除外设备除外””””，主要是把哪些设备排除在外了？除此之外，主要是把哪些设备排除在外了？除此之外，主要是把哪些设备排除在外了？除此之外，主要是把哪些设备排除在外了？除此之外，，，，还还还还

有哪些产品和情况被排除了？有哪些产品和情况被排除了？有哪些产品和情况被排除了？有哪些产品和情况被排除了？

答：以下电器电子设备及其专用或定制的配套产品不

属于《管理办法》适用范围。

1. 涉及电能生产、传输和分配的设备，如发电厂、输

配电站、建筑物供配电所用的系统及设备;

2. 用于军事用途的电器电子设备;

3. 用于特殊环境或极端环境的电器电子设备；

4. 用于出口的电器电子设备；

注：用于出口的电器电子设备应符合出口目的地国家/

地区关于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的规定。

5. 暂时进口产品或进境维修，但不销售的电器电子设

备；

6. 用于科研/研发、测试用途的样机；

7. 用于展会、展览等用途，但不销售的样品、展示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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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Q12.Q12.Q12. 《《《《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是否有配套的类似是否有配套的类似是否有配套的类似是否有配套的类似《《《《电子信息产品分类电子信息产品分类电子信息产品分类电子信息产品分类

注释》的文件，列举《管理办法》适用产品的目录？注释》的文件，列举《管理办法》适用产品的目录？注释》的文件，列举《管理办法》适用产品的目录？注释》的文件，列举《管理办法》适用产品的目录？

答：原办法的《电子信息产品分类注释》采用列举法

对所适用的十大类产品进行了列举。但《管理办法》的适

用范围已扩展至电器电子设备及其配套产品，考虑到电器

电子行业技术发展快、产品更新换代快的特点，仍采用列

举的方式难以穷尽所有电器电子设备，现采用对《管理办

法》适用的主要设备大类进行归纳和说明
2
的方式，供相关

方执行过程中对产品进行归类对照时参考使用，并不再另

行制定其他有关《管理办法》产品适用范围的说明文件。

《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设备类型

及其配套产品：

1.通信设备

固定或移动通信接入、传输、交换设备、通信终端设

备等，包括有线通信设备和无线通信设备。如测速雷达、

无线摇控及导航设备、对讲机、手机、传真机、电话机、

无线射频产品等。

2.广播电视设备

2 产品分类的主要依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11）、国家统计局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以及《电子信息产品分类注释》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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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及播控设备、广播电视发射及传输

设备，以及应用电视设备等。如专业广播电视接收设备、

专业录音录像重放及音响设备，以及观察监视电视、教育

电视、特殊成像电视、特殊功能电视和跟踪电视等应用电

视设备等。

3.计算机及其他办公设备

计算机设备包括计算机整机及其外围设备，以及计算

机网络设备和应用于金融、信息安全、工业控制、信息采

集及识别等领域的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及终端等。如工作

站、服务器、微型计算机、学习机、电子词典、电子相册、

路由器、打印机、人机交互设备、IC 卡读写机具、手写板、

生物特征识别设备、移动存储介质、不间断电源、语音及

图形图像输出设备等。

其他办公设备包括幻灯及投影设备、照相机、复印和

胶印设备、计算器及货币专用设备等。如各种用途的复印

设备和集复印、打印、扫描、传真为一体的多功能一体机、

碎纸机、打字机、考勤机、计算器、点钞机等。

4.家用电器电子设备

家用电器电子设备指家用及类似用途的电器电子设备

及装置，包括音视频设备、音响设备、制冷电器具、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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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器、通风电器具、厨房电器具、清洁卫生电器具、美

容电器具、保健电器具、电热电力器具，以及缝纫、编织

等加工设备及类似产品，以及电子钟表等，也包括如家用

燃气炊事器具、燃气取暖器、燃气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

等的电辅助家用器具，以及安防、监控等系统终端设备等。

其中，“家用和类似用途”是指主要用于家庭，但也可

用于办公室、工厂、商场、饭店等公共场所，由非专业人

员使用的非生产型机器及装置
3
。

5.电子仪器仪表

电子仪器仪表是用以检出、测量、观察、计算各种物

理量、物质成分、特性参数等的电子器具或设备。例如：

电工电子测量仪器、电子分析仪器、电子计数/计时器、电

子监测设备和仪器等。

6.工业用电器电子设备

包括工业加工、生产及检测用电器电子设备、工业控

制用监控仪器设备等。

7.电动工具

电动工具是指由电动机或电磁铁为动力，通过传动机构

驱动工作头的一种机械化工具，包括手持式、可移式以及园

3 修改引用自：GB/T21097.1-2007《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使用年限和再

生利用通则》中有关“家用和类似用途产品”的定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进出口税则-统计目录》中“家用型”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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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电动工具。按照操作方式及用途可分为金属切削类、砂磨

类、装配类、林木类、农牧类、园艺类、建筑道路类和矿山

类等。

8.医疗电子设备及器械

医疗电子设备及器械是指直接或者间接用于人体的电

子仪器、设备、器具、以及其他类似或者相关的物品，用

于疾病的诊断、预防、监护、治疗或者缓解。

9.照明产品

包括电光源和灯具。如电光源包括：白炽灯、卤钨灯、

荧光灯及高强度气体放电灯，及 LED 灯等；灯具包括室内

照明用灯具，户外照明用灯具，以及应急灯具等。

10.电子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产品

包括各类电子乐器，以及带有电子或电气组件的玩具、

体育用品及游艺器材和娱乐用品等。

Q13.Q13.Q13.Q13. 相关方如何判断电器电子设备是否属于《管理办法相关方如何判断电器电子设备是否属于《管理办法相关方如何判断电器电子设备是否属于《管理办法相关方如何判断电器电子设备是否属于《管理办法》》》》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

答：以下流程归纳了法规和本文件中有关《管理办法》

适用范围的条款，相关方可以按照以下流程判断产品是否

属于《管理办法》产品适用范围。

必要时，相关方有责任保存和/或提供有关其产品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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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明确排除的产品类型的证明材料。



15

二、有关适用范围的具体案例二、有关适用范围的具体案例二、有关适用范围的具体案例二、有关适用范围的具体案例

Q14.Q14.Q14.Q14. 电动运输器械及工具是否属于《管理办法》适用范电动运输器械及工具是否属于《管理办法》适用范电动运输器械及工具是否属于《管理办法》适用范电动运输器械及工具是否属于《管理办法》适用范

围？围？围？围？

答：电动运输器械及工具不属于电器电子产品，因此

不属于《管理办法》适用范围。

Q15.Q15.Q15.Q15. 对于不同应用的电池和蓄电池，如何判断是否属于对于不同应用的电池和蓄电池，如何判断是否属于对于不同应用的电池和蓄电池，如何判断是否属于对于不同应用的电池和蓄电池，如何判断是否属于

《管理办法》适用范围？《管理办法》适用范围？《管理办法》适用范围？《管理办法》适用范围？

答：除了仅适用于本文件明确的《管理办法》排外产

品的专用电池和蓄电池外，其它各类型号的电池和蓄电池

均属于《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

Q16.Q16.Q16.Q16. 对于对于对于对于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应用的电线电缆应用的电线电缆应用的电线电缆应用的电线电缆，如何符合《管理办法，如何符合《管理办法，如何符合《管理办法，如何符合《管理办法》》》》的的的的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答：除 Q11 第 1 项排除所涉及的输配电线缆外，其他

用于《管理办法》适用范围内电器电子设备的线缆均应满

足《管理办法》要求。对于市场上销售的、未明确最终用

途的线缆，也应满足《管理办法》要求。



16

Q17.Q17.Q17.Q17. 硒鼓硒鼓硒鼓硒鼓、、、、墨盒等耗材是否属于墨盒等耗材是否属于墨盒等耗材是否属于墨盒等耗材是否属于《《《《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

答：对于本身属于电器电子产品的，消费者可自行更

换安装使用的耗材（如硒鼓、墨盒等）属于《管理办法》

的适用范围。对于本身不属于电器电子产品的耗材，如吸

尘器用的吸尘袋等，当其与吸尘器一同销售时，应满足《管

理办法》要求，当单独投放市场时，则不受《管理办法》

约束。

Q18.Q18.Q18.Q18. 来料加工产品和进料加工产品是否都要符合来料加工产品和进料加工产品是否都要符合来料加工产品和进料加工产品是否都要符合来料加工产品和进料加工产品是否都要符合《《《《管理办管理办管理办管理办

法》的规定？法》的规定？法》的规定？法》的规定？

答：来料加工、来料装配从广义上来说，就是运用国

外提供的原料、零部件加工成品或装配整机，然后出口的

行为。出口产品和为出口而进口的原料、零部件不受《管

理办法》约束。

进料加工是用国外提供的原料、零部件加工成品或装

配整机后进行销售，若产品出口则不受《管理办法》约束，

若产品在中国境内市场销售，则应符合《管理办法》要求。

出口产品应符合出口目的地国家/地区关于有害物质

限制使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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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9.Q19.Q19.Q19. 预定安装到预定安装到预定安装到预定安装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适用范围外产品中的电器电适用范围外产品中的电器电适用范围外产品中的电器电适用范围外产品中的电器电

子产品是否属于《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子产品是否属于《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子产品是否属于《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子产品是否属于《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

答：对于仅预定安装到《管理办法》适用范围外产品

中的电器电子产品，不属于《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如

预定安装在汽车或飞机座椅上的显示屏、预定安装于发电

设备上的通用元器件等。但这些产品在未明确最终用途且

在市场上单独出售时则属于《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

Q20.Q20.Q20.Q20. 售后服务中的整机包换产品是否属于《管理办法售后服务中的整机包换产品是否属于《管理办法售后服务中的整机包换产品是否属于《管理办法售后服务中的整机包换产品是否属于《管理办法》》》》适适适适

用范围？用范围？用范围？用范围？

答：整机包换产品视为与原产品性质相同的新产品投

放市场，属于《管理办法》适用范围。

Q21.Q21.Q21.Q21. 已经销售使用后已经销售使用后已经销售使用后已经销售使用后，，，，作为二手电器电子产品再次销售时作为二手电器电子产品再次销售时作为二手电器电子产品再次销售时作为二手电器电子产品再次销售时

是否属于《是否属于《是否属于《是否属于《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辖范围？》管辖范围？》管辖范围？》管辖范围？

答：二手产品不在《管理办法》适用范围之内。

Q22.Q22.Q22.Q22. 租赁产品应如何执行租赁产品应如何执行租赁产品应如何执行租赁产品应如何执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答：产品以租赁方式投放市场视同销售，属于《管理

办法》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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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3.Q23.Q23.Q23. 《《《《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实施后实施后实施后实施后，，，，海外母公司将电器电子产品转海外母公司将电器电子产品转海外母公司将电器电子产品转海外母公司将电器电子产品转

卖给在中国的子公司时是否需要满足卖给在中国的子公司时是否需要满足卖给在中国的子公司时是否需要满足卖给在中国的子公司时是否需要满足《《《《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

答：海外母公司若将产品转卖给具有不同的独立法人

资格的中国子公司，则应满足《管理办法》的要求；海外

总公司若将产品转卖给具有同一法人资格的中国分公司，

则此种情况属于公司内部资产的转移，不属于“投放市场”

的行为，所以不受《管理办法》的约束。

第三部分 《管理办法》的基本要求

一、《管理办法》实施及企业执行过程一、《管理办法》实施及企业执行过程一、《管理办法》实施及企业执行过程一、《管理办法》实施及企业执行过程

Q24.Q24.Q24.Q24. 《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实施及企业执行过程大致是怎样的？实施及企业执行过程大致是怎样的？实施及企业执行过程大致是怎样的？实施及企业执行过程大致是怎样的？

答：以下流程总结了《管理办法》实施及企业执行的

大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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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害物质限制种类二、有害物质限制种类二、有害物质限制种类二、有害物质限制种类

Q25.Q25.Q25.Q25. 《《《《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中第三条第中第三条第中第三条第中第三条第（（（（五五五五））））款中的款中的款中的款中的““““7.7.7.7.国家规定国家规定国家规定国家规定

的其他有害物质的其他有害物质的其他有害物质的其他有害物质””””应如何理解？应如何理解？应如何理解？应如何理解？

答：这是中国法律规范性文件的一般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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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发展和对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工业和信息

化部将适时对本条款中的有害物质列表进行调整。

三、标识要求三、标识要求三、标识要求三、标识要求

（一）有关过渡期内标准的执行

Q26.Q26.Q26.Q26. 在《管理办法》实施日期之前，相关方应如何执在《管理办法》实施日期之前，相关方应如何执在《管理办法》实施日期之前，相关方应如何执在《管理办法》实施日期之前，相关方应如何执行行行行

SJ/TSJ/TSJ/TSJ/T 11364-11364-11364-11364-2014201420142014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

答：SJ/T 11364-2014 已于 2014 年 7 月 9 日发布，依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4 年第 88 号公告
4
，SJ/T 11364-2014

的实施日期将与《管理办法》实施日期一致，即《管理办

法》实施之日起，SJ/T 11364－2014 也正式生效并实施。

因此，在《管理办法》实施日期之前，相关方可逐步

实现 SJ/T 11364 新旧标准的切换。在此期间，执行新旧标

准均符合《管理办法》要求。对于新纳入《管理办法》适

用范围内的电器电子产品，相关方应在过渡期内按 SJ/T

11364-2014 的要求逐步完成产品有害物质信息标识。

相关方应确保2016年7月1日及以后生产的电器电子

产品满足 SJ/T 11364-2014 的有关规定。

4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5 年 1 月 8 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的关于暂缓执行 SJ/T

11364-2014 的公告（2014 年第 88 号），内容可详见：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3057550

/c3540183/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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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7.Q27.Q27.Q27. 企业应如何操作以满足企业应如何操作以满足企业应如何操作以满足企业应如何操作以满足 SJ/TSJ/TSJ/TSJ/T 11364-201411364-201411364-201411364-2014 的有关规的有关规的有关规的有关规

定，同时应依据哪些文档对产品中的有害物质信息进行声定，同时应依据哪些文档对产品中的有害物质信息进行声定，同时应依据哪些文档对产品中的有害物质信息进行声定，同时应依据哪些文档对产品中的有害物质信息进行声

明？明？明？明？

答：相关方可根据企业自身的有害物质管控方式和风

险管理措施，通过但不限于以下方式的组合，对电器电子

产品中的有害物质信息进行收集、整合，并按 SJ/T

11364-2014 的要求对产品中的有害物质信息进行标识：

a) 要求上游供应商提供相关的自我声明信息以及支

持性技术文档；

b) 依据已有的来自任何一方的真实、有效的产品检测

报告，或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对产品中的有害物质进行检测；

c) 有效的第三方产品认证证书。

相关方应对声明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

Q28.Q28.Q28.Q28. 电器电子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的起始日期是以什么电器电子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的起始日期是以什么电器电子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的起始日期是以什么电器电子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的起始日期是以什么

日期为准？日期为准？日期为准？日期为准？

答：电器电子产品环保使用期限的起始日期是以其生

产日期为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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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9.Q29.Q29.Q29. SJ/TSJ/TSJ/TSJ/T 11364-201411364-201411364-201411364-2014正式实施后正式实施后正式实施后正式实施后，，，，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之前没用完的之前没用完的之前没用完的之前没用完的““““有有有有

害物质名称及含量表害物质名称及含量表害物质名称及含量表害物质名称及含量表””””是否可继续使用是否可继续使用是否可继续使用是否可继续使用，或使用插页的形，或使用插页的形，或使用插页的形，或使用插页的形

式作为原表格的勘误？式作为原表格的勘误？式作为原表格的勘误？式作为原表格的勘误？

答：通常情况下，SJ/T 11364-2014 实施日期后，企

业没用完的“有害物质名称及含量表”若不符合标准要求

则不能继续使用。若该表格为产品说明书中的一部分或印

刷在产品包装上，则说明书/包装可继续使用，但出于节约

的考虑，企业可使用插页等形式对原表格进行勘误。

(二)有关标准适用范围的问题

Q30.Q30.Q30.Q30. 《《《《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是电器电子产品，》的适用范围是电器电子产品，》的适用范围是电器电子产品，》的适用范围是电器电子产品，SJ/TSJ/TSJ/TSJ/T

11364-201411364-201411364-201411364-2014的产品适用范围为电子电气产品的产品适用范围为电子电气产品的产品适用范围为电子电气产品的产品适用范围为电子电气产品，，，，请问企业应请问企业应请问企业应请问企业应

如何执行如何执行如何执行如何执行SJ/TSJ/TSJ/TSJ/T 11364-201411364-201411364-201411364-2014？？？？

答：在《管理办法》适用范围内的产品，应按照 SJ/T

11364-2014 进行标识；不在《管理办法》适用范围内但在

SJ/T 11364-2014 标准范围内的产品，推荐企业按 SJ/T

11364-2014 对产品进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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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电器电子设备配套产品的标识问题

Q31.Q31.Q31.Q31. 在为生产配套而采购的活动中在为生产配套而采购的活动中在为生产配套而采购的活动中在为生产配套而采购的活动中，，，，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应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应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应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应

如何传递和如何传递和如何传递和如何传递和标识标识标识标识有害物质信息？有害物质信息？有害物质信息？有害物质信息？

答：依据 SJ/T 11364-2014 的规定，为生产配套而采

购的电器电子产品，供方可以对所提供的产品不进行标识，

但必须向采购方提供标识所需的全部信息。这一规定主要

是为了降低企业生产成本，避免产品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出

现重复标识。根据此款规定，标识可以只出现在最终产品

上，但标识信息必须覆盖该产品的所有组成部分；而上游

供应商则有责任和义务为下游客户提供标识所需的全部信

息。其中，为生产配套而采购的电器电子产品包括为生产

配套而从国外采购的电器电子产品零部件、元器件或者原

材料。

Q32.Q32.Q32.Q32. 用于售后包换或维修的备件是否需要进行标识用于售后包换或维修的备件是否需要进行标识用于售后包换或维修的备件是否需要进行标识用于售后包换或维修的备件是否需要进行标识????

答：由于电器电子设备的备件通常用于维修、升级设

备上同类型的产品，为避免重复标识，用于售后服务的电

器电子设备的备件无需进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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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3.Q33.Q33.Q33. 对于本身不属于电器电子设备的配件对于本身不属于电器电子设备的配件对于本身不属于电器电子设备的配件对于本身不属于电器电子设备的配件，，，，当与整机一同当与整机一同当与整机一同当与整机一同

销售时，销售时，销售时，销售时，是否是否是否是否要进行标识？含量表中是否要注明这些配件要进行标识？含量表中是否要注明这些配件要进行标识？含量表中是否要注明这些配件要进行标识？含量表中是否要注明这些配件

的有害物质含有情况？的有害物质含有情况？的有害物质含有情况？的有害物质含有情况？

答：对于本身不属于电器电子设备的配件，当与整机

共同销售时，若其为满足产品结构要求或功能需要所必须

的一部分，如电动缝纫机的扩展台、照相机的遮光罩等，

则需要按照 SJ/T 11364-2014 进行标识，在“有害物质名

称及含量表”中也需要注明这些配件的有害物质含有情况；

否则可不进行标识。

Q34.Q34.Q34.Q34. 对于可拆卸的电器电子设备配件对于可拆卸的电器电子设备配件对于可拆卸的电器电子设备配件对于可拆卸的电器电子设备配件，，，，当其本身也属于电当其本身也属于电当其本身也属于电当其本身也属于电

器电子设备时，环保使用期限单独标注还是与整机一同标器电子设备时，环保使用期限单独标注还是与整机一同标器电子设备时，环保使用期限单独标注还是与整机一同标器电子设备时，环保使用期限单独标注还是与整机一同标

注？注？注？注？

答：对于可拆卸的配件，当其本身也属于电器电子设

备时（如电源适配器、键盘等），企业可自行选择是否与

整机一同标注环保使用期限。如一同标注，则“有害物质

名称及含量表”中应包含这些配件的有害物质信息；若分

别标注，“有害物质名称及含量表”可选择分别标注或一

同标注，但表中应覆盖这些配件并注明有害物质所在的部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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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需定期更换的，且含有有害物质的这类部件，特

别是当该部件的环保使用期限低于设备的其他部分时，可

以将那些需定期更换的部件和整机分开进行标识，这样整

机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就不会受到更换部件的影响。

Q35.Q35.Q35.Q35. 对于包含多个电器电子产品的成套设备对于包含多个电器电子产品的成套设备对于包含多个电器电子产品的成套设备对于包含多个电器电子产品的成套设备，，，，应如何进行应如何进行应如何进行应如何进行

标识？例如电视机及随机销售的遥控器，是否都需要有独标识？例如电视机及随机销售的遥控器，是否都需要有独标识？例如电视机及随机销售的遥控器，是否都需要有独标识？例如电视机及随机销售的遥控器，是否都需要有独

立的标识？立的标识？立的标识？立的标识？

答：如果组成设备的这几个电器电子产品的环保使用

期限不同，则可以单独标识；如果环保使用期限相同，则

可以分别标识或在主体产品上标识，含量表中应包括整套

设备的有害物质含有情况并注明有害物质所在的部位。

（四）有关标识内容与标志的具体要求

Q36.Q36.Q36.Q36. 当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含量均未超过当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含量均未超过当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含量均未超过当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含量均未超过 GB/TGB/TGB/TGB/T 26572-20126572-20126572-20126572-2011111

中规定的限量要求，是否应标识中规定的限量要求，是否应标识中规定的限量要求，是否应标识中规定的限量要求，是否应标识 SJ/TSJ/TSJ/TSJ/T 11364-201411364-201411364-201411364-2014中图中图中图中图 1111

所示的所示的所示的所示的““““eeee””””标志？标志？标志？标志？

答：根据 SJ/T 11364－2014 第 6.2.1 的要求，若产品

中有害物质含量不超过 GB/T 26572-2011 中规定的限量要

求时，应选择图 1（“e”标志）进行标识，且可不必声明

有害物质含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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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7.Q37.Q37.Q37. SJ/TSJ/TSJ/TSJ/T 11364113641136411364-2014-2014-2014-2014第第第第 5.15.15.15.1 图图图图1111 标志中的标志中的标志中的标志中的““““eeee””””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字体？比例如何？字体？比例如何？字体？比例如何？字体？比例如何？

答：为了标志设计的美观，标志中的“e”采用了美术

体，其构成比例可以从 SJ/T 11364-2014 第 5.4.1 的图 3

的标准网格中得到。相关方也可进入以下网页下载图 1、

图 2的电子版使用：

http://www.cesi.cn/cesi/wrkz/biaozhunhuayanjiu/201

6/0309/12419.html

Q38.Q38.Q38.Q38. SJ/TSJ/TSJ/TSJ/T 11364-201411364-201411364-201411364-2014规定的绿标和橙标，是否必须选择规定的绿标和橙标，是否必须选择规定的绿标和橙标，是否必须选择规定的绿标和橙标，是否必须选择

这两个颜色？企业在执行时，当产品本身的颜色和标识相这两个颜色？企业在执行时，当产品本身的颜色和标识相这两个颜色？企业在执行时，当产品本身的颜色和标识相这两个颜色？企业在执行时，当产品本身的颜色和标识相

近时，如何处理？近时，如何处理？近时，如何处理？近时，如何处理？

答：SJ/T 11364-2014 未对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识的

颜色进行强制规定。根据 SJ/T 11364-2014 第 5.3，绿色

和橙色为不同标志的建议颜色。生产者或进口者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按标准要求的尺寸规格选用其他颜色进行标识，

但应满足标准 6.1.1 的要求。

http://www.cesi.cn/cesi/wrkz/biaozhunhuayanjiu/2016/0309/12419.html
http://www.cesi.cn/cesi/wrkz/biaozhunhuayanjiu/2016/0309/12419.html


27

Q39.Q39.Q39.Q39. SJ/TSJ/TSJ/TSJ/T 11364113641136411364-2014-2014-2014-2014第第第第5.4.25.4.25.4.25.4.2中规定的标志规格最小中规定的标志规格最小中规定的标志规格最小中规定的标志规格最小为为为为

5mm5mm5mm5mm××××5mm5mm5mm5mm，，，，如果制作这样大小的标志贴在产品上很不显眼如果制作这样大小的标志贴在产品上很不显眼如果制作这样大小的标志贴在产品上很不显眼如果制作这样大小的标志贴在产品上很不显眼，，，，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答：SJ/T 11364-2014 给出的标志规格仅为最小要求，

标注时可以根据产品规格的实际情况将标识按比例放大。

Q40.Q40.Q40.Q40. SJ/TSJ/TSJ/TSJ/T 11364-201411364-201411364-201411364-2014第第第第6.2.26.2.26.2.26.2.2表表表表1111最下方最下方最下方最下方““““企业可在此企业可在此企业可在此企业可在此

处，根据处，根据处，根据处，根据实际情况实际情况实际情况实际情况对上表中打对上表中打对上表中打对上表中打“×”“×”“×”“×”的技术原因进行进一的技术原因进行进一的技术原因进行进一的技术原因进行进一

步说明步说明步说明步说明。。。。””””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

答：根据 SJ/T 11364-2014 的规定，当产品中某些有

害物质的含量超出 GB/T 26572-2011 的规定，则应打“×”。

当其中包含企业目前由于技术或经济等的原因暂时无法实

现替代或减量化的情况时，可在括号中进一步说明。

Q41.Q41.Q41.Q41. SJ/TSJ/TSJ/TSJ/T 11364113641136411364-2014-2014-2014-2014要求有害物质名称及含量的标识应要求有害物质名称及含量的标识应要求有害物质名称及含量的标识应要求有害物质名称及含量的标识应

对应到部件，请问产品的部件应如何划分？不含有害物质对应到部件，请问产品的部件应如何划分？不含有害物质对应到部件，请问产品的部件应如何划分？不含有害物质对应到部件，请问产品的部件应如何划分？不含有害物质

的部件是否需要在的部件是否需要在的部件是否需要在的部件是否需要在所声明的有害物质含量表所声明的有害物质含量表所声明的有害物质含量表所声明的有害物质含量表中列出？中列出？中列出？中列出？

答：电器电子产品种类繁多，产品的部件划分不可能

一一列举，具体的部件划分方式由企业自行规定，但应包

含产品的各组成部分，且宜以单一部件或同类型部件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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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进行有害物质含量声明，以全面反映产品中有害物质的

含有情况。

不含有害物质的部件不强制要求在 SJ/T 11364-2014

第 6.2.2 中表 1的有害物质含量表中列出。

Q42.Q42.Q42.Q42. 可否用可否用可否用可否用““““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来表示难以划分的部件？即用来表示难以划分的部件？即用来表示难以划分的部件？即用来表示难以划分的部件？即用““““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作为作为作为作为SJ/TSJ/TSJ/TSJ/T 11364113641136411364-2014-2014-2014-2014表表表表1111中的部件名称。中的部件名称。中的部件名称。中的部件名称。

答：按照部件来标识有害物质名称及含量的目的是为

了让回收处理企业更好地了解产品中的有害物质信息，如

果用“其他”来代替“部件名称”显然起不到这样的作用，

所以是不被允许的。

Q43.Q43.Q43.Q43. 在产品说明中使在产品说明中使在产品说明中使在产品说明中使用用用用SJ/TSJ/TSJ/TSJ/T 11364-20111364-20111364-20111364-2014444表表表表1111标注有害物标注有害物标注有害物标注有害物

质含有信息时，可否将表格的标识范围扩大以提供更多的质含有信息时，可否将表格的标识范围扩大以提供更多的质含有信息时，可否将表格的标识范围扩大以提供更多的质含有信息时，可否将表格的标识范围扩大以提供更多的

有关有害物质的信息？有关有害物质的信息？有关有害物质的信息？有关有害物质的信息？

答：SJ/T 11364-2014 中提供的表格是基本要求，企

业可以扩大表格的标识范围，以告知消费者和回收处理企

业更多有害物质信息，但不得对原有表格要求提供的信息

进行删减或影响原有信息的明示。增加有害物质的数量以

及在部件上标出每个部件分别的环保使用期限等都是被允

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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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4.Q44.Q44.Q44. SJ/TSJ/TSJ/TSJ/T 11364-201411364-201411364-201411364-2014第第第第6.36.36.36.3中提到中提到中提到中提到：：：：“…“…“…“…，选择图，选择图，选择图，选择图2222 进进进进

行标识的，应将标志中的数字替换为被标识产品的实际环行标识的，应将标志中的数字替换为被标识产品的实际环行标识的，应将标志中的数字替换为被标识产品的实际环行标识的，应将标志中的数字替换为被标识产品的实际环

保使用期限，并在产品说明中对保证产品在环保使用期限保使用期限，并在产品说明中对保证产品在环保使用期限保使用期限，并在产品说明中对保证产品在环保使用期限保使用期限，并在产品说明中对保证产品在环保使用期限

内的使用条件内的使用条件内的使用条件内的使用条件、、、、配套件特别标识等给予详细说明配套件特别标识等给予详细说明配套件特别标识等给予详细说明配套件特别标识等给予详细说明。。。。””””请对使请对使请对使请对使

用条件、配套件特别标识进一步说明。用条件、配套件特别标识进一步说明。用条件、配套件特别标识进一步说明。用条件、配套件特别标识进一步说明。

答：不同使用条件下，同一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可能

不同，同时为避免产品由于不当使用或处置可能会对环境

和人身健康造成危害，生产者或进口者在标识产品环保使

用期限时需要根据产品的特点和预定设计工作条件或场

合，在产品说明上注明产品的使用环境条件、使用方法和

各种防止被误用的提示或警示信息，如“远离高温”、“不

可随意拆卸”等类似信息。

“配套件特别标识”是指生产者或进口者可针对打印

耗材、电池等特殊的配套件采用单独的有害物质限制使用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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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分具体标识案例

Q45.Q45.Q45.Q45. 现在很多电器电子产品电池不可拆卸现在很多电器电子产品电池不可拆卸现在很多电器电子产品电池不可拆卸现在很多电器电子产品电池不可拆卸，，，，这种情况产品这种情况产品这种情况产品这种情况产品

连同电池是否只需要标注一个标识连同电池是否只需要标注一个标识连同电池是否只需要标注一个标识连同电池是否只需要标注一个标识？？？？

答：对于电池不可拆卸的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

制使用标志可仅标注一个，但有害物质含量表应包括电池

在内的产品的全部单元。

Q46.Q46.Q46.Q46. 有些手机产品的铭牌在电池仓内有些手机产品的铭牌在电池仓内有些手机产品的铭牌在电池仓内有些手机产品的铭牌在电池仓内，，，，标识可否同铭牌一标识可否同铭牌一标识可否同铭牌一标识可否同铭牌一

样，标注在这个位置上？样，标注在这个位置上？样，标注在这个位置上？样，标注在这个位置上？

答：可以。对于电池可拆卸的手机产品，其电池仓是

消费者拆卸电池时的可见部位，因此该类手机产品在电池

仓内进行标识是可以的，并应满足 SJ/T 11364-2014 第

6.1.1 中有关标志应清晰可辨、不易褪色并不易去除的要

求。

Q47.Q47.Q47.Q47. 如果产品说明与包装为一体时如果产品说明与包装为一体时如果产品说明与包装为一体时如果产品说明与包装为一体时，，，，是否可将标志和含量是否可将标志和含量是否可将标志和含量是否可将标志和含量

表一并仅标注在包装上表一并仅标注在包装上表一并仅标注在包装上表一并仅标注在包装上？？？？

答：按照 SJ/T 11364-2014 第 4 章“总则”的规定，

产品说明的载体可以是包装物。若产品满足 6.1.2 第二段

所述的条件，则标志可仅标注在包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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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限量要求四、限量要求四、限量要求四、限量要求

Q48.Q48.Q48.Q48. 《《《《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中规定中规定中规定中规定，，，，凡纳入凡纳入凡纳入凡纳入《《《《达标管理目录达标管理目录达标管理目录达标管理目录》》》》的产的产的产的产

品应满足限量品应满足限量品应满足限量品应满足限量要求要求要求要求，那么，那么，那么，那么企业是否企业是否企业是否企业是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参与制定《达标管参与制定《达标管参与制定《达标管参与制定《达标管

理目录理目录理目录理目录》》》》？？？？

答：可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相关部委，根据产

业发展情况，以公开、透明的原则逐批次发布《达标管理

目录》。

Q49.Q49.Q49.Q49. 对于纳入对于纳入对于纳入对于纳入《《《《达标管理目录达标管理目录达标管理目录达标管理目录》》》》中的产品中的产品中的产品中的产品，，，，是否会明确某是否会明确某是否会明确某是否会明确某

些有害物质在产品中的应用例外（豁免些有害物质在产品中的应用例外（豁免些有害物质在产品中的应用例外（豁免些有害物质在产品中的应用例外（豁免））））？？？？

答：对纳入《达标管理目录》的产品将明确有害物质

的相关应用例外（豁免），并随《达标管理目录》一同发布。

Q50.Q50.Q50.Q50. 《达标管理目录》是否会设置过渡期？《达标管理目录》是否会设置过渡期？《达标管理目录》是否会设置过渡期？《达标管理目录》是否会设置过渡期？

答：《达标管理目录》会设置一定的执行过渡期，并在

《达标管理目录》发布时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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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1.Q51.Q51.Q51. 根据根据根据根据《《《《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纳入纳入纳入纳入《《《《达标管理达标管理达标管理达标管理

目录》中的产品应按照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目录》中的产品应按照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目录》中的产品应按照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目录》中的产品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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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具体的合格评定制度到底是什格评定制度进行管理。那么具体的合格评定制度到底是什格评定制度进行管理。那么具体的合格评定制度到底是什格评定制度进行管理。那么具体的合格评定制度到底是什

么形式和内容？么形式和内容？么形式和内容？么形式和内容？

答：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制度将

依据《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制定并将以适当

形式发布。

第四部分 《管理办法》的其他要求

Q52.Q52.Q52.Q52.《《《《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规定电器电子产品的设计和生产也要符规定电器电子产品的设计和生产也要符规定电器电子产品的设计和生产也要符规定电器电子产品的设计和生产也要符

合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在满足工艺条件的前提下，采合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在满足工艺条件的前提下，采合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在满足工艺条件的前提下，采合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在满足工艺条件的前提下，采

用利于环保的方案，那么对于产品设计和生产有无硬性要用利于环保的方案，那么对于产品设计和生产有无硬性要用利于环保的方案，那么对于产品设计和生产有无硬性要用利于环保的方案，那么对于产品设计和生产有无硬性要

求？求？求？求？

答：《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提出，在设计和生

产电器电子产品时，相关方要满足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易回收处理、有利于环境保护

的方案和技术限制或者淘汰有害物质在产品中的使用。这

两条现阶段属于推荐性要求，不是强制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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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3.Q53.Q53.Q53. 电器电子产品包装是否属于《管理办法》的管辖范电器电子产品包装是否属于《管理办法》的管辖范电器电子产品包装是否属于《管理办法》的管辖范电器电子产品包装是否属于《管理办法》的管辖范

围？围？围？围？

答：《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了电器电子产品包装

物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采用无害、易于降解和便于回收

利用的材料。因此电器电子产品包装物应属于《管理办法》

的适用范围，但该条款内容在现阶段属于推荐性要求。

由于《管理办法》删除了有关包装物标识的有关规定，

故电器电子产品包装物的标识问题可参见相关规定及国家

标准。

Q54.Q54.Q54.Q54. 《管理办法》是否涉及电器电子产品废弃后的回收《管理办法》是否涉及电器电子产品废弃后的回收《管理办法》是否涉及电器电子产品废弃后的回收《管理办法》是否涉及电器电子产品废弃后的回收、、、、

处理、再利用问题？处理、再利用问题？处理、再利用问题？处理、再利用问题？

答：《管理办法》立法宗旨之一就是为了便于电器电

子产品废弃后的拆解、处理，减少电器电子产品废弃后对

环境造成的污染。但《管理办法》强调是的“从源头抓起”，

并对电器电子产品设计、生产、销售以及进口过程中的行

为提出要求。有关电器电子产品废弃以后的回收、处理、

再利用等应遵守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 551 号）和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中的相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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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有关罚则

Q55.Q55.Q55.Q55. 对于违反对于违反对于违反对于违反《《《《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况规定的情况规定的情况规定的情况，，，，第三章罚则并没第三章罚则并没第三章罚则并没第三章罚则并没

有提出具体的处罚条款，这是为什么？有提出具体的处罚条款，这是为什么？有提出具体的处罚条款，这是为什么？有提出具体的处罚条款，这是为什么？

答：由于各相关部委针对不同情况有各自的处罚条款，

为确保协调一致，《管理办法》不宜在本章进行具体规定。

因此，依据《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对于违反《管

理办法》要求的单位、个人等，将移交并/或由商务、海关、

质检、工商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予以处罚。

Q56.Q56.Q56.Q56. 《《《《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生效后生效后生效后生效后，，，，即使最终产品生产者具有良好即使最终产品生产者具有良好即使最终产品生产者具有良好即使最终产品生产者具有良好

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但是如果最终产品由于供应链上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但是如果最终产品由于供应链上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但是如果最终产品由于供应链上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但是如果最终产品由于供应链上

的原因被查出不符合该法规的要求，那么是最终产品生产的原因被查出不符合该法规的要求，那么是最终产品生产的原因被查出不符合该法规的要求，那么是最终产品生产的原因被查出不符合该法规的要求，那么是最终产品生产

者还是其上游供应商负这个责任？者还是其上游供应商负这个责任？者还是其上游供应商负这个责任？者还是其上游供应商负这个责任？

答：如果是最终产品被查出不符合《管理办法》的规

定，那么即使是零部件或元器件等上游供应商造成的问题

也将由最终产品的生产者负责任，其上游供应商的责任应

由最终产品生产企业自行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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