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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电子产品生态设计项目作为亚洲生态设计计划的一部分由欧盟资助。

该文件内容在欧盟的资助下完成，但文件中的内容和观点仅代表创意艺术大学学院可持续设计中心的观点，

不代表欧盟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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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总结了欧洲委员会（EC）资助的亚洲电子产品生态

设计（AEDE）项目迄今为止各种报告的发现和结论。亚洲电

子产品生态设计（AEDE）项目旨在帮助亚洲电子电气（EE）
产品的中小型供应商（SME）遵守欧洲以及其他国际性的与产

品相关的环境法规和其他要求。

    为实现这个目标，第一阶段的工作包括识别国际法规和其

他自愿性行动，评估其对亚洲中小型供应商的潜在影响以及识

别能力建设的需求。

    本报告强化并总结了合作伙伴的五份报告中的结论，这五

份报告是：欧洲和日本自愿性行动的总结与评价；该项目的中

国、印度、泰国国家报告；跨国公司（TNCs）产品供应链环境

相关的自愿性行动调查。

    这些报告及其附件的详细内容将在下文中进一步阐述（报

告详见www.cfsd.org.uk/aede）。  

发现综述

电子部门和电子产品中小型供应商在亚洲经济体中的重要性

    国家报告和其他报告(UNCTAD	2004	和	2006)强调了南亚和

东南亚国家中电子电气部门的增长、规模及其对国家经济的重

要性。电子电气产业是中国、印度、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

和新加坡出口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洲电子产品生态设计（AEDE）项目的国家报告涉及中

国、印度和泰国，阐明了电子电气行业的复杂性和由产品、零

部件或服务构成的供应链结构以及企业的类型（包括制造型和

装配型）。报告指出中小型供应商在亚洲各国电子行业和国民

经济中数量巨大、地位重要，例如在雇佣员工数量方面及其对

当地乃至全国经济的贡献方面。

    绝大多数的电子电气企业为中小型企业。然而大企业、外

资或合资企业支配着生产活动、出口以及供应链。

逐渐增多的的法规及其它要求影响亚洲中小企业

								欧洲、日本和其他地区已有的和即将出台的各种与产品相

关的环境要求对供应商具有重要或潜在的重要影响。国际主要

市场中所有的供应商都必须遵守这些越来越严格的要求。在短

期内，最重要的是欧洲的RoHS指令（《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

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该指令于2006年7月1日生

效，限制和禁止进入欧盟市场的新电子产品中使用的一些有害

物质。其他国家，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

州和其他一些州也正在制订他们本土化的RoHS。在短期内的另

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指令是WEEE指令（《关于报废电子电气设

备指令》），已于2006年生效并在大部分欧盟成员国（MS）
中施行。

    在欧洲，很多其他的与产品相关的环境指令和自愿性行动

即将推行，这包括“EuP”指令（《耗能产品生态设计指令》）

和REACH指令（《关于化学品的注册、评估、授权与限制指

令》）。这些指令虽然没有即期的直接要求，但是从中长期来

看将产生显著的影响，例如向供应商施加生态设计和提供有相

关信息标识的设备等的要求。

    在日本，与废弃电子电气产品（WEEE）相关的法律已于

2001年颁布。主要法律包括：《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

（LPEUR）、《家用电器回收法》（HARL）、《绿色采购

法》（GPL）。其中LPEUR为生产者责任和贯穿整个产业所有

部门的回收利用构建了框架；HARL规定了四种主要家用电器

（空调、洗衣机、电视、电冰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家电的

回收利用负责；GPL要求政府部门进行绿色采购。此外，包括

无铅产品等一些自愿性协定从九十年代开始施行。这些法规和

要求对供应链的绿化已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日本电子电气产

业的供应商已经被要求遵守与产品规格有关的环境要求。

    与其他地区相同，亚洲国家的电子废物问题也日渐增多。

各国通过立法来处理这些问题，这些国家法律在AEDE的国家

报告中以附录形式列出。

								除了日益增多的法规，还有各种对供应商可能产生影响的

环境、健康和安全（EHS）行动以及企业社会责任（CSR）的

发展，这包括：领先的电子电气企业对绿色和有社会责任供应

链的要求、电子行业行为准则（EICC）、全球环境可持续自

愿行动（GeSI）中供应链标准的建立、生态标签和能源标签计

划、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生态设计标准、ISOTR	14062；	
和逐步被采用的其他国际性标准，如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管

理体系）14001，	ISO	9001，	OHS	18001（职业健康和安全管

理体系）和SA8000（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供应商的应对准备

								AEDE项目的各种报告和其他研究以及其他证据表明，亚

洲的中小型企业在应对与产品相关的环境要求方面总体准备不

足，特别是那些在供应链底端的企业。

    在某些情况下，即便不是由于信息失灵，中小企业对环境

要求仍然存在认识缺乏、迷惑和不确定性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较大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遭遇困

惑，但大多数大企业有足够的资源应对。中小型企业则典型地

表现为缺乏管理、技术和财力资源以及获取信息的渠道。

    政府和贸易组织的援助在不断增加，但总体上是有限的，

电子电气跨国公司的实践调查表明，有限的供应链援助一般仅

限于第一级供应商（他们一般不是中小型企业）。但也有一些

例外：泰国已尽很大努力使供应商做好准备，同时一些领先的

跨国公司如Philips一直在积极地与第二级和以下各级供应商合

作。

对中小型电子产品供应商的影响评估

								AEDE项目开展的工作表明，与产品相关的环境法规和其

他要求的发展，特别是欧洲的RoHS指令，正在及即将对亚洲的

中小型电子电气产品供应商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短期内，考虑到具体的要求和企业缺乏准备，一般说来

这些指令很可能会对亚洲的中小型供应商、企业的员工及其连

带团体产生负面的影响，这包括：

·遵守对产品环境要求需要供应商在很多方面进行大量投资，

  包括产品再设计、生产线改造、新材料、新工艺、产品检测

  安排（自主检测或由第三方检测）、员工培训、时间管理、

  聘请顾问的花销、潜在的多余产品和材料的报废、综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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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的投资。随着产品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这些投资很可

  能是持续的而非一次性的要求。

·遵守环境要求成本（据估计履行RoHS会增加5~10％的生产成

  本）可能令很多已经在低利润边缘运营的企业望而却步。

·由于电子电气的跨国公司“绿化”其供应链，不履行环境要

  求的供应商将被或已被从主要的供应链和市场中淘汰。

·中小型供应商将受最大影响。许多企业可能会被限制在国内

  市场，被迫缩小规模或关闭。

·在亚洲，中小型企业在电子电气企业中占大多数，作为亚洲

  经济体的关键产业，就业人员比例很大。对于拥有单一电子

  电气产业的地区，中小企业的危机会使当地承受巨大的失业

  压力。

·由于较大的企业能够更好地遵守环境要求，他们可能在牺牲

  中小企业之后变得更加占有优势。

    那些无法遵守环境要求或底端的供应商将被边缘化。不受

跨国公司（TNCs）或原始设备制造商（OEMs）控制和影响

的中小型企业，或没有很好地受政府或贸易组织援助的中小型

企业最有可能对遵守环境要求毫无准备。几年来许多日本企业

和跨国公司从事有害材料代替的研究，这种影响的广度尚不清

楚。

    从中到长期来看，前景比较乐观。

    如果适应了这个变化，电子电气产业在环境管理和生态设

计方面的能力会大大增强，并且能更加从容地应对环境要求的

挑战和抓住市场机遇。

    不断提升的意识和凸显的电子废物问题会有助于激励废弃

电子电气设备回收利用产业的发展，并利于扫除障碍。

能力建设的差距和需求

    到目前，AEDE项目的工作表明：许多中小型企业存在着

明显的能力差距，而且广泛需要政府、贸易组织或其他机构对

能力建设的支持。特别是在信息和生态设计领域尤其需要管理

和技术支持。其他的需求比如资金获取、投资税收优惠和市场

支持等不在本项目所涉及的范围。

    本项目工作指出了供应商需要设立的一些一般性的和基础

性的管理和技术要素。在国家和企业层面的贯彻执行将需要有

所调整来满足不同的需要（主要报告和国家报告详见

www.cfsd.org.uk/aede）。

供应商需要的管理要素包括：

系统

·应用复杂程度适中的管理系统，对于小公司需要较为基础一

  些的管理系统，对于大中型企业则需要较为复杂的管理系

  统。

信息

·需要及时、相关的信息，以便追踪环境要求的变化、发现遵

  守环境要求的影响。

·需要开发和实施有害物质逐步淘汰策略，包括新生产线、设

  备和材料的投资，检测安排，员工培训和其他变化。

计划

·需要开发和实施为促进回收、提高能效或满足其他要求而进

  行的产品和生产流程再设计的策略，为遵守RoHS、WEEE或
  其他要求而向消费者提供必须的信息。

·遵守消费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CSR）的要求（如EICC和
  GeSI），为工作条件的改善制定规划。

组织

·开发在特殊规划、质量管理（包括审核）和生态设计方面的

  管理资源和技能来应对各种环境要求和变化。

·将生态设计和绿色采购纳入组织程序。

供应商需要的技术要素包括：

意识与培训

·基本的环境意识。

·具体培训包括：法规及其影响，为各种变化、生态设计而实

  施的管理、设计工具的使用、产品生命周期信息（特别是针

  对耗能产品）的收集和交流而进行的规划和管理。

技术的落实

·可行的有害材料替代技术。

·检测方法和供选方案。 

·生态设计工具的使用和遵守环境要求的信息系统。

    分析表明了对欧洲委员会（EC）存在一种可能的要求，或

许与日本和美国合作，通过适当的国家部门，向亚洲国家中受

RoHS、WEEE和将来其他一些自愿性行动（如EuP和REACH）

影响的中小型企业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支持。

计划：短期、中期和长期

    当前的需求是要根据各国需求分析（报告详见

www.cfsd.org.uk/aede）和其他工作(UNCTAD	2004和2006)，为

亚洲地区制定总体和个别国家的短期和长期的规划。

    其中总体计划应包括：信息和交流程序的开发和实施，高

级管理概要，环境要求和管理的培训，生态设计、供应链管理

和相关企业社会责任CSR问题的专业人员培训以及检测等方面

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

    在短期内，工作的重点在于应对RoHS指令，集中注意力在

基本信息和交流沟通上，使培训遍及整个地区、建立在现有的

自愿性行动基础上并使尽可能多的中小型企业纳入其中。

    中长期的计划应该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持续的支持，来帮助

它们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应对未来法规的变化和其他自愿性行

动。需求的范围会保持不变，但随着知识与技术的发展有可能

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有必要让培训和教育安排在贸易组

织、职业培训机构和高校中得以制度化。

    更长期的计划可能包括构建和扩展短、中期的自愿性行动

和安排，来应对欧洲、日本和美国环境要求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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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总结了欧洲委员会（EC）资助的亚洲电子产品生

态设计（AEDE）项目迄今为止的各种报告的发现和结论。亚

洲电子产品生态设计（AEDE）项目旨在帮助亚洲电子电气（

EE）产品的中小型供应商（SME）遵守欧洲以及其他国际性的

与产品相关的环境法规和其他要求。

    为实现这个目标，第一阶段的工作包括识别国际法规和其

他自愿性行动，评估其对亚洲中小型供应商的潜在影响以及识

别能力建设的需求。

    本报告强化并总结了合作伙伴的五份报告中的结论，这五

份报告是：

    欧洲和日本自愿性行动的总结和评价；

    中国该项目的国家报告；

    印度该项目的国家报告；

    泰国该项目的国家报告；

    跨国公司（TNCs）产品供应链环境相关的自愿性行动调

查。

    亚洲电子产品生态设计（AEDE）项目国家报告提供了三

国电子电气产业的回顾、产品相关的环境法规造成潜在影响的

评估，以及能力建设需求的建议。此外，2006年6月在布鲁塞尔

举行的研讨会填补了研究的空缺。

    本报告也总结了其他各种报告。可参阅这些报告及其附件

（详见www.cfsd.org.uk/aede）。

本项目工作是一个多方合作的项目，合作伙伴有：

·英国，创意艺术大学学院（UCCA）可持续设计中心

·英国/印度，能量和资源学会（TERI-Europe）

·瑞典，林克平大学

·印度，电子工业联合会（ELCINA）

·印度，拉吉夫·甘地基金

·中国，中国人民大学（RUC）

·中国，中国家用电器协会（CHEAA）

·泰国，电子电气研究会（EEI）

其他许多参与者也提供了信息和支持，包括私人企业和贸

易组织等，在此对所有帮助予以感谢。

信息来源于2006年1月至6月期间的文献研究、调查和研讨

会。

AEDE项目设计了各种活动包括工作会议、培训工具和信

息链的开发，来帮助供应商履行与电子电气设备有关的欧洲、

日本和其他产品相关的环境法规。

基于欧洲的和各国的详细评述，本报告已识别出EC、日本

的和其他环保法规及自愿性行动涉及的供应商存在的差距和未

来管理以及技术需求，这包括供应商短、中、长期的能力建设

需求。

针对研究的目标，“管理”问题包括将生态设计、绿色采

购和供应链问题整合到现有的管理体系中。“技术”问题包括

针对生态设计和生产工艺变化的培训需求。

   评估还试图识别可能存在于行业中的与性别相关的特定问

题，并针对因EC、日本和其他环境措施而面临被边缘化的中小

型供应商，识别出潜在的扶贫措施。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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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全球电子电气产业

电子电气（EE）产业是一种重要的全球性产业，它以产品

高度多样化、高产量、持续增长以及技术和产业快速变化为特

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数据，2003年包括

信息技术（IT）在内的电子电气产业的世界贸易总值达2020亿
美元。

电子电气产业可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上游产业、中游产

业和下游产业。上游产业制造基础的电子材料、产品设备和零

部件，包括微电子产品。中游产业从事电子零部件和设备的生

产和组装。下游产业制造电子电气产品（即欧洲WEEE指令所

包含的范围），如大型家用电器、小型家用电器、信息技术和

通讯设备、消费者电子设备、照明设备、电子电气工具、娱乐

玩具和体育运动设备、医疗用具、监控工具以及自动售货机。

然而若考虑到并不根据产品自身的用途将其划为电子电气

类，而是包含了电子和电气装配如自动化电子产业，那么整个

部门的范围就变得更大了。

以下两种制造商（OEMs和ODMs）存在进一步的区别：

原始设备制造商（OEMs）制造产品或零部件，用于其他企业

（通常被称为增值转销商或VARs）销售的产品中；原始设备设

计制造商（ODMs）在其他品牌名下进行产品的设计和制造，

与装配工订立合同，而品牌企业通过销售商将产品卖给消费

者。

全球电子电气产业的结构为高度的金字塔型，受来自美

国、日本、欧洲、台湾、韩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地区的25个大型

跨国公司操控和支配。根据产品部门而定，存在各种类型和规

模的公司，其中包括大量的生产专业产品、零部件和组件的中

小型企业。

欧洲和日本的电子电气部门之间存在一些众所周知的显著

区别。其中一个是，在欧洲这个巨大且开放的市场中，所有的

主要跨国公司都拥有生产和/或销售业务。然而，除了Philips和
Siemens以外，欧洲本土的电子电气跨国企业相对较少。在日

本，外国企业的数量比较有限，有许多著名企业如Sony公司，

它们不仅控制着国内市场和供应链，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占有

重要地位。

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其他一些较大的生产商对电子电气产

品的生产具有以下特点：拥有高水平外部采购和多级合作的长

供应链，且很多供应商来自亚洲国家。通过从外部获得低成本

的原料来降低劳动力成本，这是上述趋势存在的原动力，并且

这种趋势可能会不断持续下去。

根据UNCTAD的数据，2003年尽管欧洲、日本和美国国内

也有数量相当的电子电气产量（价值570亿美元），然而欧盟从

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进口额高达360亿美元，日本

高达170亿美元。

1.2  电子电气产业在中国、印度和泰国的重要性

对于许多亚洲国家，电子电气产业目前是一个可以大量

赚取外汇的产业，同时也满足着国内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例

如，电子电气产品大约占中国出口额的四分之一左右。以下对

中国、印度和泰国的情况概述摘自三国各自的国家报告。

中国

在中国，电子产业以每年近20％的速度增长，已成为中

国经济增长的支柱。目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信息和通讯技术

（ICT）产品的出口国，包括个人电脑、移动电话、DVD播放

机和数码相机。

中国目前的电子产业大部分集中在南部沿海地区。行内企

业的主要形式包括：外资企业（包括合作、合资和外国独资企

业）、国有企业、国内合营企业和私人企业。

中国电子电气产品的五种主要出口类别是：消费者电子

产品（也被称作“黑家电”、）电子零部件、家用电器（包括

“白家电”和小型电子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和通讯产

品。

中国电子产品出口有以下特点：

·电子产品主要出口至发达国家（占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

·电子产品是总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总出口的三分之

  一）。

·主要的出口商是外资企业。

·加工和组装进口材料和零部件是主要的出口贸易方式。

近年来在外资公司的有力带动下，中国的电子产品出口有

显著的增长。2002年中国上述五种主要电子电气产品的出口总

额为843亿美元，	2003年达到了1130亿美元。2004年中国电子

和信息产品的出口额突破2000亿美元，	2005年继续增长。

印度

在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IT）硬件制造非常重要，且

是发展最迅速的产业部门之一。2004-2005年印度整个制造业

增长速度为8.5%，与此相比，电子产业的增长高达15.6%。

2005-2006年印度制造业整体增长10％，其中硬件制造总产值达

127.3亿美元，年增长速度约为12％。

据估计，该产业约有350万的直接从业人员，另有约250万
的间接从业人员，从事如维修等工作。

印度电子电气产业的发达程度和规模均远不及中国，且没

有很好地与全球的制造链融合。2005-2006年的出口额为18.182
亿美元，其中48％为零部件，19％为工业设备，15％为电脑设

备，14％为消费者电子设备，4％为通讯设备。

大约65-70％的电子产品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信息

技术协议（ITA）范围内，施行零关税。据预测，很快印度几

乎所有的IT和电子产品制造商将失去关税的保护，并将面对来

自全球进口产品的竞争。

近几年来，印度的信息技术和电子企业实现了向软件行业

的转变。由于国内市场的迅速发展（据估计，到2007年印度将

成为全球第二大通讯市场），硬件产业的迅速扩张归功于印度

新兴企业和外国跨国公司。

然而，印度的软件设计和硬件制造没有融合在一起，是长

期以来的一个弱点。

泰国

尽管与中国相比，泰国的电子电气产业规模很小，但已

是泰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2005年，出口总值约为14.4亿泰

铢。

1.0		产业概述



泰国的电子电气产业产品范围多样，包括下游产品（成

品）、零部件、原材料和组装产品等，涵盖了多数主要产品类

型。

该产业由装配商和供应商组成：装配商主要是大型外资或

合资企业，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品牌产品，如Matsushita	电气工

程有限公司生产Panasonic品牌的产品。大多数的供应商是中小

型企业，这些泰国的小公司主要为国内市场生产电器产品，如

电饭锅和电视机。大多数电子公司是外国合资企业。

大约一半的出口产品运往日本、美国和欧盟，还有大量运

往中国和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

1.3				中国、印度和泰国电子电气中小企业的地位和

     特点

概述

对多数亚洲国家而言，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亚洲电子电气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健康的中小企业部门被广泛认为有利于就业及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同时也是改革创新的重要来源。

在亚洲电子电气产业中，绝大多数企业为中小型企业，这

类企业占有相当大的就业比重。然而，较大的公司（通常是外

资企业）控制着生产和出口。

在调查涉及的亚洲国家里，电子电气产业的参与者应包

括：

a	主要的国内原始设备制造商（OEMs）(私营或国有——

例如在中国的情形)。

b	以国外为基地的跨国公司的合作企业和其附属企业。

c	地方经营的企业中关键的生产部分通过与跨国公司密切

的合作而从属于跨国企业，这些合作内容包括对供应商的投

资、培训和支持。

d	地方经营的中小企业，通常是一些创业型或家族拥有的

企业，独立经营并直接或通过中介向国内和国际市场及消费者

供应产品。

一般说来，第四种企业最可能缺乏应对国际环境法规和其

他自愿性行动的信息和资源。

中国

中国有99.6%的企业为中小型，中小企业创造了58.5%的

GDP，在拥有中小型企业的城镇中，其员工占就业总人数的

75%。

中国有超过26000个电子企业，其中多数为中小企业。中小

型企业的投资多元化、独特的所有权结构（大多数不是政府所

有）和灵活性，使得其对电子部门的发展十分重要。中国的大

多数中小型企业为劳动密集型，并具有以下特点：

·规模小、生产集中程度低

·产品供应单一、资金缺乏、技术落后、专业化水平低、新产

  品的研发缓慢

·环保意识薄弱、环境管理体系不健全

·获取信息的能力弱、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和产品的环境安全

  的认识缺乏

·技术改进必要投资的缺乏

中国的国家报告得出结论：这些企业基本没有为应对新的

环境要求做好充分准备（详见3.0节）。

印度

除了少数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团体，印度的电子和IT产业

主要由中小型企业构成。即使对印度的大型企业团体，电子硬

件制造也很少成为王牌企业。所以，按全球标准来说，大多数

公司都是小型的。

规模效应明显的零部件制造业也被一些小型参与者控制

着，这些公司以紧密的家族经营为特点。许多这样的企业规模

明显比国际上定义的中小型企业要小，而且很少或没有雇佣有

国际性管理经验的专业人员。

印度的电子产业由总部设在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的全

球性大企业所操控，它们的产值占印度产业总产出的很大一部

分。近来的公司合并和利润诱惑使得越来越多的拥有大规模业

务的国际公司参与进来。

在大多数情况下，跨国公司以盈利为目的来印度经营，而

不是从绿色领域开始着手经营。当一些更小的公司通过市场繁

盛和削减成本来发展自己时，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却相对缓慢。

中小企业面临着应对全球环境要求和采用最佳商业实践的繁重

任务，同时也最有可能面临从全球供应链中被淘汰的风险（详

见3.0节）。

泰国

中小型企业在泰国的电子电气产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向较大的零部件和最终产品装配商提供零部件。2005年，印度

电子产业从业总人数为534003，其中中小型企业的雇员数为

197316。在全部1353个电子电气企业中，有715个纯本土企业。

然而，泰国电子产业被外资企业控制，尤其是全球前160强
企业。行业内泰国的国有企业几乎都是小型的，雇员人数不足

50或用于生产和服务的商业资本不足5千万泰铢。

跨国公司在向泰国引进外资方面起到重要作用。2005年泰

国共有285个外国独资电子企业（其中有113个小型、90个中型

和82个大型企业）以及363个合资企业（其中有177个小型、110
个中型和76个大型企业）。

国外投资对中小型企业也具有重要作用，2005年有482个中

小型电子电气企业拥有外国资金。

为泰国国家报告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80%的第一级供

应商对于RoHS和其他产品相关的环境要求已做出系统性的应

对，如管理系统、规划、资源配置、投资和培训。第二级供应

商中，50％做了一些系统的努力来应对上述环境要求，而剩余

的50％则无力应对。虽然政府已明显提高了对产品相关环境问

题的关注，但在第二、三级的供应链中企业的意识还是普遍令

人担忧。

研究发现，第二、三级供应商对RoHS的遵守负担与第一级

供应商相比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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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给出了对现存的欧盟和日本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要求

有关的法规概述，同时给出了欧洲、日本和国际上与亚洲电子

电气产品供应商相关的更广泛自愿性行动的概述。欧洲——日

本报告及其附件提供了更多的详细内容（报告详见

www.cfsd.org.uk/aede）。

2.1				欧洲环境法规的发展

针对电子电气产品的主要产品相关环境法规的发展情况如

下：

·2003年3月通过的《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

  物质指令》(2002/95/EC	)，即RoHS指令；

·2003年3月通过的《关于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2002/96/
EC），即WEEE指令。

所有的欧盟成员国已被责成将这些指令转变为国家法律并

执行各指令中提出的实际要求。欧洲RoHS指令于2006年�月1日

在所有欧盟国家中开始强制施行。在进行本报告的写作时，

WEEE指令已在欧盟除少数国家外的其它成员国中施行。

不具体针对电子电气产品的其他主要与产品相关的环境法

规有：

·2005年通过的《耗能产品生态设计指令》（2005/32/EC）提

  案，即EuP指令 

·《关于化学品的注册、评估、授权与限制指令》（COM（

  2003）644）提案，即REACH指令

·2003年6月颁布的《综合性产品政策》（IPP）

虽然这些指令还在发展完善过程中，但可能会对电子电气

的供应商产生重要影响。表1总结了各种法规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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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环境法规和自愿性行动

欧洲RoHS指令

·RoHS指令禁止进入欧盟市场的新电子电气产品中含有超过

  限量范围的铅、镉、汞、六价铬、多溴联苯(PBB)和多溴

  二苯醚（PBDE）。	

·指令适用于所有的主要下游电子电气末端产品以及原材料

  和零部件，但是一些仍在审查中的电器和产品种类（如医

  疗设备）被豁免。

·从2006年7月1日起，新产品进入市场要接受检测，不合格

  产品将被逐出市场。不执行该指令要求的制造商将被处以

  罚款。

·指令通过国家立法和法规进行实施，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法

  规中都要涉及指令要求。

RoHS于2006年�月1日开始强制施行。尽管一些欧盟国家

（新成员国，主要在东欧）有一年的延缓施行期，但是该指

令的国家法规已在所有欧盟成员国通过。

欧洲WEEE指令

·WEEE指令旨在防止电子电气废物的增加，鼓励再使用、

  回收和重复利用电子废物，改进电子电气设备生命周期中

  的所有参与者（特别是电子废物处理者）的环保行为。

·指令针对电子废物的收集、处理、回收和重复利用的标准

  设定了要求，它使得生产者有责任为这些活动买单。

·指令适用于欧盟市场上所有在十种产品类别（与RoHS相
  似）范围内的任意一种交流不超过1000伏或直流不超过 

  1500伏的电子电气设备。

·除了执行基本的要求外，成员国在将指令转变为本国法规

  时可自行设定标准。这就造成了实施途径和水平的多样

  化。各国的立法和法规需要涉及各国具体的要求。

WEEE指令已在大多数成员国中开始施行。一些国家（新

成员国，主要在东欧）有一年的施行延缓期。英国的立法已

延迟到200�年1月1日。

表1    欧洲法规的发展范围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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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P指令

·EuP指令旨在给出欧盟范围内生态设计的一致规则，确保

  各国间法规的差异不会阻碍欧盟内的贸易。

·指令没有直接针对具体的产品提出要求，但是通过后续的

  施行措施和考虑到环境相关的产品特征（如能耗）的要

  求，使环境要求设定的条件和规则得以明确，同时允许这

  些条件、规则快速有效地进行改进。

·指令转化为各国法律的目标时间是200�年�月11日。

·一旦该指令被欧盟成员国采纳，欧洲委员会可能会针对具

  体的耗能产品设立生态设计要求，这些产品都是对环境有

  显著影响且大量销售的，并具有明显的潜在改进空间，通

  过自主行动和现存法律并没能使这些产品的环境表现令人

  满意。

·它包括欧盟销售量超过200000件的耗能产品，并且比RoHS 

  指令和 WEEE指令涉及的产品更广泛。原则上讲，除了运输

  系统外，所有的耗能产品都包含其中。气候变化是促成该

  指令的因素之一，但是由于生态设计考虑到所有的影响，

  因此气候变化不是唯一的因素。

·该指令包含的产品清单仍在考虑之中。到本文写作之时，

  十四个独立的准备性研究正 在进行中，研究对象分别是锅

  炉、热水器、个人电脑和计算机监控器、办公系统（如打

  印机）、消费者电子产品（包括电视机）、备用部件、蓄

  电池充电器和外接电源、办公室照明设备、街道照明设

  备、住宅空调、电动机、商用冷藏库和制冷器、家用冰箱

  和制冷器以及家用洗碗机和洗衣机。

·200�年之前该指令在欧盟生效的可能性不大，然而个别的

  成员国可能会推进这项计划的实施。

·根据指令，执行方式是自我申报和CE认证（或其他标志）

  结合的形式，并且产品将接受随机检验。需要提供的信息

  包括内置能源和其他影响以及使用时的环境表现。生产者

  应当建立管理系统，并提供产品生命周期评价（LCA）和达

  标的技术文件。

REACH指令

·《关于化学品的注册、评估、授权与限制指令》

  （REACH）旨在控制欧盟范围内有害化学物质的使用（并

  非禁用特定物质）。

·根据REACH的规定，每年生产或进口某种化学物质超过一

  吨的企业要在中央数据库中进行注册。这些信息将沿生产

  链向下传送。

·如果不进行注册，该化学物质不准进入欧洲市场。	执行机

  制的细节尚未出台，但是注册检验会被施行，那些不执行

  的供应商可能会受到起诉并召回产品。

·欧洲国会和欧盟委员会正在通过所谓的共同决策程序商讨

  这项提议的采纳情况。

·REACH指令适用于在欧盟内生产或进口产品和原材料总

  量超过上述特定水平的电子电气企业，并对它们产生主要

  影响。从这一点看，主要影响表现为欧盟内制造商和进口

  商的检验和注册成本。由于它适用于产品中所包含的原材

  料，这就要求供应链上的制造商对原材料目录进行声明。

  在这个意义上，REACH对原始设备制造商（OEMs）和供

  应商关于检测和提供文件的要求将比RoHS指令更加繁重。

IPP指令

·IPP（综合产品政策）是EC的一项自愿性行动提议，利用

  了供需双方环境产品政策（EPP）工具的适当融合，是一

  项降低产品环境影响的政府手段。IPP设计的综合性可以使

  结果最优化，同时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水平。

·在各国层面上，应当有对产品生命周期影响的综合考虑，

  有环境产品政策（EPP）方法的综合，有EPP方法和其他

  方面环境政策的综合，以及EPP和其他非环境方面政策的

  综合。 

·在EU层面上，由于各成员国的推行速度明显不同，EC应
  关注EPP方法在欧盟成员国间的协调。

·由于企业将需承担一些供应方EPP的实施任务，如应用生

  态设计和参与生态标签，因此IPP的发展和施行主要是政府

  的一项任务特别是在需求方的措施方面。

·逐渐地，IPP	不仅被看作一种整合EPP方法的形式，而且被

  看作是国家可持续消费和生产(SCP)策略的重要方面。IPP
				在欧盟第六次环境行动项目中被提名为主要创新元素之

  一。 

·在2003年的IPP交流中，EC公布的行动时间表如下：

				2005年：关于LCA最佳实践的实用手册问题，关于生产者

  产品设计义务需要的讨论文件。（目前均未完成）

				2006年：关于EC	政府绿色采购的行动项目的发展。

				2007年：对最有潜力进行环境改进的一组产品进行识别。

·IPP现在仍处于讨论阶段，没有对供应商提出直接要求。尽

  管IPP的影响力取决于其如		何通过政策和指令得以实施，

  但IPP的执行将在中到长期产生重要影响，如将来对政府绿

  色采购的要求。EuP法令也部分执行IPP。

·尽管其原则和条款仍在EC和一些欧盟成员国中使用，但近

  年来IPP概念本身失去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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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法规发展的大致背景和驱动力是十分有益的。

各种各样的驱动力促使法规的发展，包括对以下方面的

关注：有害材料、沿着产品生命周期过程的环境和健康风险

（RoHS和REACH），电子电气废物总量的增加（WEEE），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需求以及对提高产品能效需求的认可

（EuP）。

因此，一直以来对于EC立法的一个很关键因素是：方法的

协调化、标准化，以便在个别市场开展工作。在目前情况下，

RoHS指令已被纳入《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第95条的法规体

系（各国统一），从各成员国的普通法律途径中获益，且先前

的一些细节问题，特别是物质清单和浓度方面已经达成一致。

相反的，在第175条框架下的WEEE指令已在环境而非协调的

目标下施行，这就导致了各成员国在范围、价格、责任、生产

者注册和收集循环利用安排方面有所不同。没有一个负责注册

的中央机构，而且缺少统一的注册程序。对产业部门的游说和

磋商、不断的修正和实际困难导致了WEEE指令的实施不断拖

延，特别是在英国。

这些与欧盟法律有关的许多问题和复杂性都强调了对供应

商来说获得技术和法律方面合法产品质量信息的重要性，不论

这些货物是直销还是通过下属机构或者供应链上的客户进行销

售的。

据报道，许多亚洲中小型企业缺乏意识和准备，部分是由

于EC执行程序的缺陷，这包括缺乏交流途径，缺乏一个建立在

EC和欧洲的及非欧洲的中小型企业之间的明确、规范的沟通

渠道（通过政府和行业协会或其他方式），缺少一个欧盟内交

流和意见的集中地，可能还缺乏国家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理

解，而且不断延期的执行可能错误地显示了该指令的实施并非

当务之急。

以上不足之处为将来的实施提供了经验教训。与电子电气

产品和环境行为相关的下一个指令将是EuP。这个阶段暗示着

将会有广泛的研究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磋商。EuP也是由DG	
ENT和DG	TREN制定的，不太可能受不同国家各自法律步骤以

及对复杂的实施安排需求的影响（这是WEEE执行中许多问题

的根源）。

2.2    日本环境法规的发展

主要的相关法规如下：

·《促进循环社会建设基本法》（2001）

·2001年实施的《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LPEUR）

·2001年实施的《家用电器回收法》(HARL)

·2001年通过的《绿色采购法》（GPL）

·《废物管理法》（2003）

·2006年7月1日通过的“日本RoHS”

虽然有些法规的发展是针对电子电气产品的，尤其是

HARL，但这些法规的重点还是在于推行一系列结构完整的一

般性法规来创立“循环经济”。

前三个法律与“3R”（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有关，

而《废物管理法》适用于废物处理和处置。GPL应用于政府采

购，旨在为大量公共购买的产品建立绿色市场。这些法规的目

的是为生产过程和配套范围的战略性目标创建法律框架。

电子电气中的有害物质和WEEE在废物法规框架中并未特

别涉及。然而自从90年代末，许多日本企业有效推行自愿达成

的RoHS协议，目前日本有本土化的RoHS，并配合欧洲RoHS于
2006年7月起实施。

表2    日本法规的发展范围和地位

基本法

·3R策略以2001年1月正式施行的《促进循环社会建设基本

  法》为支撑，该法为其他环境法规建立了应当遵守的基础

  准则。该法影响到不同部门的义务和政府应采取的措施，

  由经济产业省（METI）负责制定。

·在该基本法之下是支配着各详细规则实际应用的基础法

规。

LPEUR	

·LPEUR通过产品相关的法律来处理3R问题

·该法于2001年4月开始实施，针对3R的“生产者责任”为企

  业提供生产阶段所需采取的措施。这包括设计、分类收集

  标志和生命周期末端EoL(end-of-life)回收系统的发展。它

  沿供应和消费轨迹为各利益相关者分别规定了责任，例如

  对于企业，合理使用原材料以达到材料用量和废物产生量

  最小化的目的；对于消费者，参与分类收集；对于中央和

  地方政府，运用财政措施来推行绿色采购、促进技术发

  展。

·指定的十个工业区和69项产品被确定在LPEUR的管理范围

  内，覆盖约50％的市区和工业废物。因此这项涉及各个方

  面的法律要求：即使是那些不直接被具体“生产者责任”包
  含在内的产品也要对其进行监督使之改进环境行为。该法

  同时还促进了家用个人电脑和便携电池附加回收方案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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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L

·LPEUR之后是《家用电器回收法》（HARL）。HARL于
  2001年通过，规定四种家用电器的生产者（包括制造商和

  进口商）责任，即提供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回收计划以实现

  循环利用的目标。

·该法确定的四种目标家电为在空调、洗衣机、电视机和电冰

  箱/冰柜，它们可以达到最大的环境净收益。一些新的目标产

  品种类还在商讨中，尚未明确。

·相关法律文件为上述四种电器（只针对废弃家用电器）设

  立了具体的回收目标。虽然在LPEUR的规定中企业有责任

  使回收利用最大化，但HARL不涉及商业废弃电子电气设备

  （WEEE）。

·该法没有为收集设定目标，但是被收集的物品必须通过

  HARL系统进行回收利用。该系统始于2001年4月，从此制造

  商需要对其产品的收集和回收利用承担责任。根据处理的每

  单位产品向消费者征税。

·该系统有A、B两个回收处理组织，其中	A包括Panasonic、
  Matsushita、Toshiba，有25个回收中心；B包括Mitsubishi、
  Fujitsu、Hitachi、Sanyo、Sharp、Sony，有15个回收中心（这

  些数据根据来源的不同会有所变化）。

·应当注意到，虽然LPEUR和HARL规定以“生产者责任”为基

  础，但由于消费者为该系统组织付费，那么	“消费者责任”也
  是一个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有别于全部由生产

  者付费的欧洲WEEE指令。

GPL

·2000年5月《绿色采购法》（GPL）开始生效，以国家政策的

  形式确立了绿色采购。在该法的规定下，所有的政府团体必

  须进行绿色采购。

·每年每个政府团体必须制定并公布它的购买政策，在政策的

  基础上实施绿色采购，并报告购买记录。

·清单上有超过150个项目，其中包括：办公室设备，照明和电

  气工具。

·GPL完善并支持着关于采购的自愿性行动，特别是建立于

  1996年的绿色采购网，它促进了绿色采购，其参与者包括

  Matsushita	Electric、Sony和NEC。

日本RoHS

·主要的日本企业在履行欧洲RoHS的准备过程中已自愿将产品

  中的有害物质逐步淘汰。

·日本RoHS于2006年7月1日通过，这个时间恰巧与欧洲

  RoHS生效时间一致。

·该法的目标是确保销往国内、欧盟和其他市场的产品在标

  准方面的一致性，对不自觉遵守环境要求的落后生产商进行

  剔除。

·日本RoHS关注的是标志，而非成为一个限制材料使用的法

  律。

日本在该领域的立法有其特殊的激励因素。

	 	 	 	 	 	废物和资源法规只是政府与产业部门密切合作而制定的一

系列同等法规中的一部分。随着来自各方面的废物以每年4亿
5千万吨的速度增长，现存的商业垃圾填埋空间到2008年将会

被用尽，日本正努力寻找可以减少对自然资源和土地填埋处理

方式依赖的新途径。可持续发展已被看成是经济进步的本质因

素。具有优良研发传统的日本工业，将这一挑战看作是改进生

产和设计过程的一个契机。

在回收和其他环境技术领域发展竞争优势也被提上国家的

议事日程。

在日本的“遵守环境要求的文化”中，法规的实施相对平

稳和成功。实施HARL过程的主要特征包括：日本产业和相关

政府部门共同发展，责任明晰、时间进度和环境目标明确，为

最佳可获得利益的实现而进行有重点的施行（如针对关键的家

用电子产品并非所有的WEEE），以及为产业提供无风险投资

的框架。

法规的实施有行政制度安排的支持，也有来自基层的主要

投资的支持，特别是遍及全国的40-50个回收中心的建立。日本

的整个电子产业已基本参与到法规的执行过程中，领先的电子

电气企业已经建立了许多回收利用工厂。HARL使得目前主要

产品类别的回收利用水平达到50-60％。

日本从90年代末开始就利用自愿性协议和无铅化指导方

针将产品中的铅和其他有害物质淘汰，这领先于欧洲法规。因

此，供应链上的许多亚洲供应商已受到了日本有害物质限制要

求的冲击，以及更多的为改进回收利用能力和能效所设的一般

性要求。

2.3  欧洲—日本环境法规的比较

通过上述回顾，将欧洲和日本的情况加以比较时发现，

两者在与电子电气产品及其供应商相关的立法驱动力、实施途

径、自愿性行动和有关环境和社会行为要求的执行方面既有相

似之处又存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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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Other regulatory and standards developments 
affecting EE suppliers

In addition to regulatory developments in Europe 

and Japan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other broader 

regulatory and standards developments 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performance of EE 

suppliers.

These fall into the following main categories which are 

specific to EE:

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Code of 

Conduct (EICC).

f The establishment of supply chain standards with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 

(GeSI). 

f Developments in eco-labelling and energy labelling 

schemes.

f Development of other national RoHS legislation e.g.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f Increasing national legislation in Asian countries.

f IEC Standards for eco-design.

To these can be added other relevant developments such 

as the increasing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e.g. ISO 14001, ISO �001, OHS 1�001, SA�000 and 

ISO14062. While

表3				欧洲－日本环境法规的比较

欧洲 日本

立法情况

概述 主要针对电子电气产品 是更具一般性的废物法规框架的一部分

电子电气产品立法方面的主

要驱动因素/目标

· 生产者责任

· 污染预防/健康和安全

· 减少填埋废物量

· 提高能效/温室气体减排

· 各成员国法规的协调

· 资源效率’

· 用于填埋的土地短缺

· 战略性

· 生产者和消费者责任

RoHS 2006年7月1日起执行 2006年7月1日起执行。尽管自愿性限制行动已

展开，但该法更多地作为一项限制性法律的

标志。

WEEE与HARL · WEEE在大多数成员国实施，但执行方式各

   不相同

· 以“生产者责任”为基础,并由生产者付费

· 包含10个广泛的产品种类

· HARL既包括生产者责任,又包括消费者责

   任，由消费者付费。

· 在HARL下的WEEE只包括四种产品（电冰

   箱、空调设备，电视机和洗衣机）

EuP、REACH和IPP 在考虑中 没有具体等同的法规

绿色采购 有政策，但无具体法规 2001年起有具体的法律

立法水平 不确定。在一些国家比较先进，但刚开始执行

或仍在考虑中。在一些环境意识较弱的和新欧

盟成员国中，立法相对落后。

先进完善（从2001年）

实施情况

概述 欧盟有25个不同文化和环境水平的国家，很难

实现一致性。行业经常游说来反对立法或主张

修改法规。

一致性相对容易实现。行业在法规的发展和执

行方面积极配合。

回收基础设施及回收实施

情况

在一些国家已建立了电子电气回收的基础设

施，但总体上较为有限。

在回收基础设施建设和组织上大量投资，回收

利用水平高。

行业结构和产品收回 参与的主要生产商较少，缺乏对电子电气产品

直接收回，循环利用的市场机会不多。

具有以下优势：大量主要生产商的参与，垄断

的收集市场，高水平的纵向一体化，回收材料

再利用的障碍小，明晰的收集路径和运输，透

明的费用机制，新工艺技术的发展，以及对回

收者实行最低回收量保证制。

主要电子电气企业参与回收

的情况

在一些国家中有部分企业参与 大部分都参与

主要电子电气企业参与供应

链环境管理的情况

欧盟内主要的欧洲企业和日企参与环保采购和

供应链合作，并沿供应链推行质量、安全和环

境管理及标准。

日本企业参与环保采购和供应链合作，并沿供

应链推行质量、安全和环境管理及标准。

更多欧洲和美国的企业涉及企业社会责任CSR
的社会和道德方面，并在这些方面评价供应商

的行为。

日企目前在这些领域没有积极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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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影响电子电气供应商的其他法规和标准的发展

除了欧洲和日本的环境法规，对电子电气供应商环境和社

会行为产生影响的还有许多其他较广泛的法规和标准。

针对电子电气的法规主要有以下几类：

· 电子产业行为准则（EICC）

· 根据全球环境可持续自愿行动（GeSI）

   建立的供应链标准

· 生态标签和能源标签体系

· 其他国家的RoHS，比如中国和韩国

· 亚洲国家中逐渐增加的环境立法

·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生态设计标准

此外还有其他相关的发展，如不断被采纳的国际性

标准，包括ISO14001、ISO9001、OHS18001、SA8000、
ISOTR14062。

尽管不是特别针对电子电气或产品，但前三项标准目前已

被广泛认可，为供应商提供了确保环境、质量和OHS管理的通

用框架。SA8000作为合乎道德标准的工作条件的保证，越来越

多地被接受。ISOTR14062是一项涉及将环境方面的考虑融入产

品的开发和设计的技术导则。

这些国际标准，虽然是自愿性的，但实际上已逐步成为在

某些特定市场经营时必须履行的要求，以便为客户（尤其是企

业间电子商务B2B的客户）提供有适当管理系统的担保。

引发电子电气部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关注和自愿性行动

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以制造业迅速转变为特征的部门内重大调

整，东南亚地区尤为如此。如前所述，目前电子和信息交流技

术（ICT）是南亚和东南亚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转变已影

响到欧洲、日本、美国或其他地区的所有主要跨国公司，逐渐

细化并要求更高更协调的标准。

在全球一体化的市场中，为方便贸易对普遍适用和标准化

方法的需求不断增加。

表4			国际法规和标准的发展

电子产业行为准则（EICC）

·	电子电气部门关注环境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第

一冲击波

·	2004年10月，许多美国企业联合颁布《电子产业行为准

则》，其中涉及环境、社会和道德问题。

·	通过该准则，HP方便了其与Dell、IBM及电子制造企业

Celestica、Flextronics、Jabil、Sanmina	SCI和Solectron的合

作。

·	准则的制定是为了建立一致的社会责任在整个电子产业全

球供应链中实施的预期。

·	准则潜在地为监控供应商行为的协调方法提供了路线，这

些供应商行为遍布企业社会责任的几个领域，包括：劳动

力和雇佣行为、健康安全、道德和环境保护。

·	2004年11月，Cisco	Systems	 Inc.、HP、Microsoft和Intel	
公司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工作组，由商业社会责任组织

（BSR）推动，将开发确保准则实施的通用机制和工具。

成员与供应链中的供应商和参与者进行合作，为供应商调

查、报告方法、审查工具、风险评估和规划开发通用方法。共

同的努力反映了参与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领导责任，以及它

们帮助供应商精简报告要求以便使企业绩效的核查简化。

全球环境可持续自愿行动（GeSI）

GeSI是一项联合性自愿行动，由信息交流技术（ICT）服

务提供商和产品供应商组成的一个国际组织提出，并得到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国际电信联盟（ITU）的支持。GeSI
通过在合作开发和关于产业、生态和社会系统的责任管理中发

挥领导作用，为ICT业的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2005年6月EICC董事会和GeSI就开发和部署一整套检测和

监控ICT供应链企业责任（CR）行为的工具和程序方面的合作

达成一致。

生态标签和能源标签的发展

·	在一些欧洲国家（如瑞典），一般性生态标签系统已经成

功建立，并已应用于部分电子电气产品。然而总体看来，

产品的生态标签对于电子电气制造商及产品和消费市场来

说还不是一项重要议题。

·	相反，能源标签系统很好地建立起来并覆盖各种电器，如

美国能源之星。然而，这种标志通常只应用于产品整个生

命周期的使用阶段。

·	在整个欧洲层面，现行的自愿性行动包括家用电器能源标

签的提议和欧盟能源之星协议。

虽然实行生态设计的领先B2B客户越来越需要从主要的供

应商那里获取产品的具体能源信息，但是目前提供这种信息的

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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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RoHS法规的发展

·	受欧洲RoHS的激励，各国也开始寻求并制定本土化的版

本，这其中包括中国和韩国。具体的激励因素还不明确。

对污染、健康、安全的担忧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则更具

战略意义，即在应对欧盟和日本RoHS的过程中确保国内

产业的竞争力。如果一个企业或产业部门中一部分走“无

铅”路线，而另外一部分还在使用，如铅焊接，这是不实

际且无效率的。

·	这些其他版本的RoHS超出了欧洲RoHS并仍在发展中。这

或许是一种预防性措施，以防将来欧洲RoHS的范围或要求

变得更加严格。

·	中国RoHS沿中国WEEE的法律体系制定，共25项条款，

包括污染的防止、“从摇篮到坟墓”的管理、无毒包装、

产品标志的实行（原定2006年1月1日起实施，但目前已推

迟到2007年中期）和生产者义务及处罚。

·	加利福尼亚RoHS应于2007年1月1日开始执行。通过该法

将对含有阴极射线管（CRTs）的电脑显示器和电视机进行

收费，以便为其回收利用付费。它包含与欧洲RoHS对等的

措施，使得因含重金属而被欧盟禁止的任意电子产品也无

法在美国销售。它旨在协调生产和市场，使得制造商无需

为每个市场制造不同的产品。它不太可能对那些已经为应

对欧盟法规而进行产品再设计的关键参与者产生影响。

·	美国其他州可能与国内和国际上的法规保持一致。

亚洲国家逐渐增多的国家法规

·	电子电气供应商必须遵守的国家环境法规逐渐增多，尤其

是在中国。这主要由生产过程中的污染问题和电子废物问

题引起。

·	在中国，针对特定电子电气产品引入“3C”强制环境认

证来确保贸易壁垒不会对出口产生不利影响。

IEC标准的发展

·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与欧洲标准化委员会EC(CEN)合作开

发了一套标准化程序来协助EuP指令的实施。

·	多种标准被提议或规划（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2005
年12月），包括：IEC114(对产品设计者的生态设计导则

)，EC109(产品标准指南)，IEC	TC111（材料组成提案），

IEC113（材料声明），IEC	TR	62321(检测指令)，IEC	TR	
62139(环境相关产品标准)，IEC	TR62018和62087（能耗测

试）。

ISO和其他国际标准的发展

·	各种与产品环境行为相关的ISO标准包括：关于产品生态

设计的ISO	TR	14062和针对生命周期评价的ISO14040。这

些只是指导方针而不是认证标准。

·	主要针对企业认证的标准是ISO9001和ISO14001，目前

这些管理体系在电子电气产业（至少在较大企业）中很好   

地建立并被广泛采用。尽管针对一般性生产而不是具有产

品导向，这些标准对沿供应链推行质量和环境管理起到重

要影响，这对于影响力逐渐增强的安全标准同样适用（如

OHS18001）。

·	ISO9001认证在中国的发展尤为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是

对该体系理解较领先的国家，已有遍及所有产业部门的约

50000个企业通过认证。此认证在其他远东国家也被广泛

采用。国家和部门的理解力分析可以通过商业化进行，并

能显示企业类型方面的信息。通过搜集的数据进行粗略估

计：在中国已认证企业中有10％或5000个属于电子电气部

门。

·	与社会相关的标准发展情况不及上述ISO标准，但SA8000
已在许多行业中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世界范围内已有800个
企业通过该认证。然而亚洲获得认证的电子企业仍十分有

限。到2006年6月30日，亚洲电子部门的获认证企业中国

有8个，印度1个，菲律宾1个，泰国1个（资料来源于www.
sa-intl.org）。

·	ISO正在制定一个社会责任方面的标准草案ISO26000，
尽管遭到了一些ISO成员国的反对（特别是美国，同时还

反对一项针对OHS的ISO标准）。该标准计划于2008年公

布，将是一项自愿并非认证标准，旨在加强企业报告中或

其他涉及企业社会责任处声明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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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个别企业的绿色和企业社会责任自愿性行动

受到遵守环境要求、利益相关者预期、风险管理和其他

因素的驱动，在一个外部采购十分普遍的行业中环境供应链

管理已成为一项主要的议题和行动。

在一个全球化程度逐渐提高的产业中，产品生命周期

的社会和环境影响逐渐得到关注。尽管电子电气产业常是把

自己描述成“清洁”产业，但它在核心运营、供应链末端废

物处理过程中的环境行为正得到逐渐严格的监察。一些国家

（如中国）的电子电气废物回收中落后的健康、安全和环境

标准已被像硅谷有毒物质联盟（Si l icon 	 Val ley 	 Toxics	
Coalition）的非政府组织（NGOs）揭露。对来料加工中工作

条件和雇佣童工的关注，导致了电子产业行为准则（EICC）
和个别企业在管理供应商、供应链以及产品处理回收方面的

自愿性行动发展起来。结果对供应商的要求逐渐增多。

作为AEDE项目的一部分，从供应链上产品环境实践方

面进行了一项电子电气跨国公司的抽样调查，特别是对那些

产品供应源自亚洲国家的企业。表5总结了调查的结果（在各

报告中已被逐条列出，报告详见www.cfsd.org.uk/aede）。

表5   由企业发起的供应链绿色和企业社会责任（CSR）自愿性行动

供应链环境管理

概况

·	主要的电子电气企业一般在环境管理中处于领导地位，比

如在ISO	14001认证，绿色采购和绩效报告方面。大多数领

先企业有自己的供应商网络系统，环境绩效与成本、运输

和质量一起成为选择供应商时最初的考虑。

·	被调查的所有企业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产品供应链环境

管理，其中包括通过规范说明、指导手册、简报和检查等

方式与供应商进行的环境要求交流。

·	领先企业从事环境合作项目。这些项目不仅适用于欧洲和

日本的本地供应商，也适用于各跨国公司的附属企业供应

商。例如，欧洲的Philips、Siemens和日本的Sony已经很好

地建立起与供应商的合作安排，包括信息提供、培训和其

他支持以及对供应商实施检测。

·	日本电子电气企业在国家回收利用和产品收回方面的重要

参与已世界知名。一些企业在欧洲尤为活跃。例如Sony、
Electrolus、Braun	、Hewlett-Packard之间已形成联盟，开始

实行他们自己的泛欧洲收集计划。

·	纵观电子电气产业，与产品相关的环境要求的焦点主要集

中于对材料合格的要求。然而一些领先企业，如Philips，
也积极地鼓励供应商采用生态设计。

当前焦点：履行RoHS 

·	目前EE	原始设备制造商在产品和供应商环境方面的焦点

是应对欧洲RoHS的要求及其相关问题，如检测和清单管

理。至少到现在，除了那些领先的企业外，更广泛的环境

和生态设计要求还没有被纳入优先考虑的范围。

·	跨国公司急于确保遵守环境要求，考虑到2003年Sony在荷

兰的经历，没有人希望根据欧洲RoHS的规定第一个受到热

心检查员的起诉。包括清单风险在内的代价很高。

·	确保指令执行的主要方式是沿供应链自行声明，并配合有

根据风险程度进行的检测。

·	主要企业自行声明所要求的内容正在逐渐超越RoHS管理

系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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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需要关注的是：EuP和REACH

·	EuP指令有望在供应链中提升生态设计的重要性，同时

企业也关注着该指令的发展或参与到商议中。然而他们

在承诺采取行动之前仍在静观其变。

·	REACH提议由于其潜在的遵守环境要求的成本，可能

会产生更加显著的影响。

在供应链中亚洲供应商的表现突出但主要集中于第一级供

应商

·	跨国电子电气企业拥有复杂的、国际化的材料、零部件

和组件的供应链。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多数电子

电气企业的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中小型企业是

这些供应链中的一部分。

·	然而，跨国企业对于供应链管理的焦点似乎仅集中于

第一级供应商，在这个高产的行业中，第一级供应商

大多为相对大的公司而不是中小企业。一些企业，如

Philips，也同第二级供应商合作，这就为指令改进带来

的风险和影响做出了积极的准备。

·	跨国公司虽然希望他们的第一级供应商能够处理、检测

或直接影响、支持第二级以及更低级别的中小型企业和

其他供应商，但TNCs一般不直接进行这些工作，同时希

望得到整个供应链的遵守环境要求的情况和其他信息。

跨国公司提供包括材料声明、检测和其他要求在内的详

细说明及其它导则，传递给低级别的供应商或通过其它

途径被其获取。	

·	企业倾向于采取基于风险的问题管理方法。企业根据

产品、材料和供应商遵守环境要求或其它要求的风险程

度，相对应地对其进行管理（比如名誉风险）。随着遵

守RoHS环境要求的风险越来越高，（尤其是要面临产品

被召回的资金风险），企业在这个领域对供应商的要求

也更加严格。

·	来自跨国公司的证据显示，通常在中小型企业中存在

着遵守环境要求意识水平较低的问题。甚至在具有充分

信息和咨询的欧洲，情况也是如此。在信息不充分甚至

有时获得错误信息的亚洲中小型企业中这种情况更加严

重。

可持续性和企业社会责任（CSR）管理

·	近来一些领先电子电气企业开始倡导可持续性和企业社

会责任，并确立了对供应商社会绩效的预期和要求，包

括工作条件和雇用童工等问题。

·	对供应商环境和社会绩效的审查与质量问题一样，成为

主采购者的一项制度。

一些企业，如HP，正主动开展CSR自愿性行动和相关计

划，包括对供应商的培训和与工作条件有关的监察。这些自

愿性行动沿供应链传递的情况尚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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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对供应商的影响

该节陈述了环境法规对亚洲电子电气供应商的总体影响，

重点针对中小型企业，如1.0节所述，他们最有可能受到来自法

规变化方面的影响。

3.1  对供应商的总体影响

迄今为止的项目工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遵守更高的标准是供应商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必需

条件

·	无论组织形式如何，所有的电子电气制造商和零部件供应

商已被要求或将被要求遵守不断增加的环境及社会绩效方

面的要求和标准。

·	遵守基本的和不断发展的环境及社会标准正逐步成为进入

市场的条件，有效遵守环境要求已和价格、质量和运输一

起成为竞争的必要条件。

·	尽管向欧洲和日本出口的供应商在短期内受到的影响最严

重，但全球的一般性趋势是产品标准越来越高。

·	这些要求的标准化趋势也在不断发展，以方便而不阻碍全

球贸易。

2、遵守RoHS是一项最紧迫的议题，但其他法规也产

生重要影响

·	在短期内对于所有供应商来说最紧迫的问题是执行欧洲、

日本和其他地区的RoHS要求。

·	WEEE指令是欧洲的“制造商”（即在欧洲设有办事处

和销售处或生产设施的供应商）的主要问题，但是所有的

供应商至少必须向在欧洲和日本经营的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s）提供必要的信息。他们同时被要求对产品进行更

利于回收利用的再设计。

·	其他的发展，如EuP，主要针对中到长期提出要求，特别

是对耗能产品的供应商。同样他们需要提供信息，可能被

要求实施生态设计。为能源有效利用而进行设计将变得越

来越重要。IPP也可能会推动绿色采购和生态设计要求。

·	执行法规要求，特别是RoHS和WEEE，对于向有关市场

提供产品的企业来说是强制性的。制造商不遵守环境要求

可能会导致潜在的罚款或其他处罚，并承担不合格产品被

从市场逐出的资金风险。那些为跨国公司或其他客户制造

遵守环境要求问题的供应商很可能遭到拒绝。

所有的这些法规要求供应商明确并理解生效法律及其对商

业活动的影响，例如，在欧盟他们是否被视为“生产者”。

对其他法规的执行主要是自愿性的，比如执行企业和国际

标准以及EICC。然而，当这些标准和准则在某一特定市场上成

为竞争性准则时，它们便实际上成为法律要求。

总之，对亚洲供应商总体说来，根据时间不同所需关注的

问题次序为：

·	眼下：RoHS

·	短到中期（未来的1~2年）：WEEE

·	中到长期（4~6年）：EuP

·	长期：CSR

对于个别公司，根据他们的产品、客户和市场，这个次序

可能会有所不同。针对某些客户和国家销售产品时，该行动时

间表可能会被提前。

3、遵守环境要求可能要求供应商进行大量投资

·	根据市场、产品和工艺，短期内遵守环境要求可能从以

下方面给企业带来巨大开销，特别是执行RoHS：

	产品再设计

	生产线的改造

	新材料

 新工艺

 产品检测安排（自主检测或由第三方进行检测）

 员工培训

 时间管理和顾问咨询的开销

 多余产品和材料的潜在折旧（销账）

 综合管理系统的投资

·	没有整个产业或单独企业执行RoHS逐步禁用材料所需的开

销的准确数字。一般性的估计是生产成本的5~10％。

·	随着遵守环境要求的门槛不断地提高，这些投资很可能是

持续的而非一次性的要求。

·	更一般地，在全球市场上竞争或向跨国公司供应产品需

要在管理系统方面进行投资，包括取得认证或至少按照

ISO9001（某些情况下需要执行ISO14001）一般性要求和

原则经营。管理系统标准尤其需要监控强制性要求及其他

贸易相关的要求的发展，在ISO9001体系下，还需要有满足

客户要求的能力；同时要为遵守环境要求和不断的发展进

行规划和筹资。

·	执行这些标准是良好管理的基础，同时也向企业间电子商

务B2B的客户提供了所需担保。

·	不开展这些良好实践的企业不太可能在国际市场上成功，

无论这些市场是否实施环境要求，同时可能损坏所在国整

个电子电气产业的声誉。比如有未曾核实的报道表明一些

中国国产的电子元器件存在着质量问题。这也许是存在于

多数由进口元器件组成的电子出口品中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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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法执行环境要求或底线的供应商将被边缘化

·	由于环境法规影响深远，特别是在产业成本和竞争力方

面，所以法规的发展相对缓慢并且得到业内和其他利益

相关方广泛的磋商。

·	然而供应商必须关注发展进程并为遵守环境要求做好准

备，一旦做出决定就能够迅速采取行动。

·	不履行法规的供应商很可能被强制退出主要的国际市场

或失去在这些市场上经营的跨国公司或中间客户。结果

他们可能会被迫退出该行业或被限制在国内市场及低水

平的出口市场。

·	来自零售商的压力，尤其是主要供应链，是一个显著的

并逐渐增加的影响。例如沃尔玛（Wal-Mart）声称其供

应链正在逐步绿化，宜家（Ikea）也关注供应链的社会

和环境方面表现。

5、中小型企业面临最大危险

·	跨国公司和较大的公司已很了解发展进程和法规程序，

并且为遵守环境要求进行大量投资。他们会对第一级供

应商提出沟通的要求并在很多情况下提供帮助。一般说

来，企业规模越大，环境意识越强。

·	日本企业似乎对法规和其他要求尤为关注，并与供应商

进行交流。他们也努力沿供应链发挥高水平的控制力和

影响力。日本电子电气企业以良好的环保声誉闻名，并

要求其供应商也具备良好的环境绩效。

·	不受跨国公司（ T N C s ）或各国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s）控制和影响的中小型企业，最有可能对遵守

环境要求毫无准备，特别是RoHS。AEDE项目的国家报

告表明企业对欧洲法规发展的认识水平普遍较低，尽管

是出于必要性的考虑，最近对RoHS的认识和遵守环境要

求投资都有所增加。

在大多数亚洲国家，认识提高和为遵守环境要求做好准

备的任务主要落在产业、特别是各独立企业肩上。

政府的支持总体来说是比较有限的。但泰国是一个例

外，泰国政府开展了一项更具战略性的国家计划来为供应商

提供信息和支持。

从对跨国公司的调查来看，对遵守环境要求的支持似乎

仅限于第一级供应商。

3.2    对竞争、社会、经济影响的总体评估

概述

究竟有多少中小型企业由于没有能力执行RoHS	和其他

要求而被边缘化还是未知数。可能的情况是：如果他们不能

满足必需的价格、技术规范、质量、体积和运输时间表等要

求，那么他们可能由于质量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被边缘化了。

影响力制约因素包括：

·	受RoHS	和其他法规显著影响的企业数量

	 直接或间接供应出口市场的企业数量

	 因竞争而被要求在产品改进方面大量投资的企业数

量

	 由于不能履行环境要求而可能失去合约的企业数量

（即不包括那些一直不向国际市场供应产品的企

业，或一直向国际市场供应，但由于其他问题如质

量而被迫退出的企业）

	 易受不利影响左右的企业数量

·	目前中小型企业的准备和投资状况

·	面临边缘化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机遇

·	裁员或倒闭的要求

·	当地经济给予被裁雇员的机会，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

·	有选择雇佣中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包括再雇佣（其中有

较大的电子电气企业）

对这些问题在细节层面进行评价已超出本项目的范围。

从国家报告和其他一些可获得信息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一般

性结论。

AEDE国家报告表明有很大数量的在为国际市场提供制

造产品的中小型企业和从业人员中，有大量需要满足逐步淘

汰有害材料或产品再设计的要求。如果是这样，考虑到欧

洲、日本法规和其他要求以及企业缺乏准备，那么至少在短

期内这些法规会产生不利影响。

从中到长期来看，前景更乐观：

·	如果适应了这个变化，电子电气产业在环境管理和生

态设计方面的能力会大大增强，并且能更加从容地应对

遵守环境要求挑战和市场机遇。

·	不断提升的意识和凸现的电子废物问题会有助于激励

废弃电子电气设备回收利用产业的发展，并利于扫除障

碍。国家报告强调了这些领域中的严重问题，特别是在

中国和印度。

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

基于上述及下述原因，短期内中小型企业受到的总体影

响是负面的，但是这也取决于参与者的应对和市场的发展情

况：

·	如果大公司和跨国企业察觉到供应链中可能存在风

险，那么他们会转向更可靠的较大型供应商，这便对中

小型企业的贸易构成了威胁：

	 例如，逐渐增加的对“无铅化”供应链（或供应

网）的要求会导致许多小型供应商，由于不能及时

提供“无铅”方案而被从供应链中淘汰。



	 没有能力实施生态设计或提供环境信息也会为遵守

WEEE和将来的EuP造成困难。

·	那些遵守法规和维持国际交易的中小型企业，可能不得

不进行巨大的投资，这会削弱他们的竞争力甚至威胁其生

存。

·	那些没有进行投资的企业会损失去在欧洲或日本的国际市

场的贸易额，但是可能依靠较强的财力水平而在国内市场

上取得优势。

·	那些无力遵守法规，且不能将买卖转向国内市场或其他较

低级别国际市场的企业，如果他们完全依赖向欧盟市场或

特定跨国企业/OEM供应产品，则可能会遭遇裁员甚至破

产。

·	遵守环境要求成本巨大（据估计执行RoHS	会使生产成本

提高5~10%），可能会对那些已在低利润边缘运营的企业

起抑制作用。

如前文所述，中到长期内不会存在显著的冲击，甚至会由

于行业生产能力和环境法规执行管理能力的增强而出现积极的

影响。

		此外，在中小型企业中到处存在着高创业率和高破产率。

在变化迅速的电子电气部门，供应商们不得不对日新月异的技

术革新快速做出反应，为投资做好准备，并在价格和质量上占

竞争优势。无法很好管理这些事务的企业将无法生存下去。

对行业结构的可能影响是中小型企业数量的减少，以及

跨国公司的下属企业、大型OEMs和合同装配商主导地位的提

高。

对雇工、从属人员和社区的影响

对亚洲国家行内从业人员、从属人员和社区的冲击程度将

依赖于以下因素：电子电气市场的弹性、经济状况、企业将生

意转向可替代市场的能力、失业雇员在其他领域快速找到工作

的能力，以及受影响地区的相对贫富。

·	失业影响视情况而定。例如，如果一个从较弱中小企业

被解雇的员工被迫到一个地位加强的较大电子电气企业工

作，该员工的最终结果取决于相对的条件和待遇。

·	对整个经济的总体影响取决于这些较大企业的特性。如果

有一些国内的或其他企业在创新方面投资，那么会使经济

获益。如果主要从事缺乏设计和革新的附件制造，那么中

小企业的衰落会降低经济中创新力的相对水平，而这会对

整体经济产生危害。

·	最糟糕的情况是在雇员相对贫困的地区，且短期内没有可

替代的就业方案，裁员或倒闭将加剧雇工和从属人员的贫

困程度。

·	对于一个依靠繁荣的中小型电子电气部门进行发展的社

区，裁员或倒闭的情况会导致一系列消极的影响。在工作

种类单一的地区，失业的影响极为显著。

·	性别的影响尚不明确，但是与跨国公司下属企业或装配商

相比，中小型企业在为女性员工提供相对更多更好就业、

教育和培训机会方面，是完全没有优势的。这种影响可能

取决于文化程度和中小型企业劳动力结构，包括女性临时

工的比例和移民工人的比例。

对行业和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及竞争力的影响

从地方、区域或国家经济发展来看，任何消极影响的程度

或显著或不显著：

·	如果一些国家整个行业普遍存在投资和准备不足，相对于

那些已采取了更具战略性措施的国家来说，这些国家的电

子电气行业甚至国内经济在竞争中都会处于劣势。

·	此外，一个健康的中小型企业部门会使地方收入和当地经

济获益，反之外国企业的制造子公司可能会将利润返回总

公司。

·	行业结构，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之间的关系是

一个重要的考虑事项。在中小企业向大企业供应产品的地

区，后者将在推动整个国家或地区电子电气部门的创新和

发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而在大企业主要从国际上进口零

部件的地区，这些企业在国内、区域和地方经济中的作用

就很有限。

·	外国投资和跨国企业的价值不应被忽视。在讨论的国家

中，电子电气部门的发展通过提供就业机会，使许多人的

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并为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根据行业盈利在一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还可能存在一

种显著的更广泛的利益，例如在行业和技术发展方面进行

的投资和健康及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教育和培训方面

的投资。然而这需要在大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作用之间进

行平衡。

政府和贸易组织

对重要行业部门的潜在负面影响表明：各国政府和贸易组

织需要采取主动措施来支持各自电子电气部门的中小企业遵守

环境法规。

更广泛的议题

考虑到欧洲、日本以及美国（许多州正在考虑制定各自的

RoHS指令）环境法规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在一些经济全球

化的地区，供应商可能无法满足对“无铅”产品的要求，这可

能会为OEM制造商带来不利和问题。这种情况是否属实尚不明

确，但是任何供应问题都会减慢全球转型进程并为供应商赢取

一些时间。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中国在强制实施本土化RoHS的道

路如何向前进行。

3.3    对国家影响的评估

AEDE项目的中国、印度和泰国国家报告强调了该项目对

中小型企业总体认识和准备不足以及潜在影响的关注，但没有

在细节层面展开影响评价，这是与背景高度相关的并受到3.1节
所列因素的影响。

从规模和经济社会影响考虑，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是最大

的，因为中国目前拥有最大的电子电气产业，以及最多的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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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中小型供应商和相关人员。中国的国家报告体现了对于

诸如微波炉和空调等已在低利润边缘运营的行业给予的特殊关

注。

然而，如果大多数的出口产品是由进口零部件组装而成，

那么对于较小的中小型企业出口市场的机会就极为有限（因为

在生产量大的产品市场中合同装配商很可能是较大的企业）。

RoHS和其他法规对较小的中小型企业的影响较不明确，这种

影响可能更多地存在于整个行业标准的提高和对企业施加更高

的、会影响其竞争力的成本负担。

印度的国家报告体现了很多担忧：

·	尽管印度有一些竞争力较强的电子制造服务（EMS）企

业，但报告中指出与其他正在兴起的经济包括泰国、台湾

和中国相比，印度该行业的平均表现水平还很低。

·	如果没有足够的投资和政府支持，与其他国家相比，印度

电子电气行业和国家经济可能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这可能

意味着失业、工厂倒闭、企业经营亏损和收入减少，从而

影响整个国民经济。

·	将买卖转向其他国际市场（较低标准）的选择十分局限，

因为遵守环境要求准则很快将在全球范围内实施。

·	由于无法遵守环境要求企业的裁员而引起的失业程度

取决于被解雇的工人在其他地方找到新工作的速度以

及当地的经济基础。在经济萧条的地区，裁员的负面影

响可能是加剧雇员和相关人员的贫困。距离大型制造

中心如Bangalore、Delhi、Mumbai和一些新兴中心区如

Hyderabad、Pune、Chennai较近的地区，前景会较好。

·	据预测，对女性雇员的影响也是负面的。印度电子电气

产业的中小企业中，女性劳动力占很大比例。由于多数女

性雇员的家庭条件较差，因此存在着不利的经济和社会影

响。

泰国的国家报告表达了对潜在影响的普遍担忧，特别是与

第一级供应商（多数为大型装配商）相比，第二、三级供应商

（多数为中小型企业）的负担不成比例。不过在第一、二级供

应商中已有许多企业为遵守环境要求做好了准备（比率分别为

80％和50％）。

这种情况可以部分反映出泰国企业为遵守环境要求准备所

做出的努力（如表7所示），也反映出行业结构，即独立中小型

企业相对较少，装配商或跨国企业的下属公司较多。

表7    泰国生态设计和遵守环境要求自愿性行动

自愿性行动的例子有：

·	各种生命周期评价（LCA）和生态设计自愿性行动，如由

泰国环境研究院(TEI）发起的自愿性行动。

·	由泰国电子电气研究会（EEI）和其他组织发起的“绿色

营”项目，包括专家培训、培训人员培训、行业培训和试

点项目。

·	行业意识和能力建设行动（研讨会、咨询会、示范项目、

方法论发展）。

·	论坛和网络：泰国生命周期评价网，泰国RoHS论坛，泰国

绿色设计网。

·	国际磋商，如IEC/TC111WG2。

·	研究中心、高校、政府和行业组织参与到所有自愿行动

    中。

然而，所有三国的国家报告对中到长期的影响都很乐观，

认为不断提高的标准可以带来行业持续发展、市场机遇、产品

质量改进和良好的就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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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DE项目的国家报告指出，许多亚洲中小型供应商在应对

欧洲、日本的环境法规和其他与产品相关的环境要求方面还存

在着巨大的差距，同时指出普遍且急迫地需要政府和行业组织

对能力建设进行支持。

本报告重点关注信息、遵守RoHS和支持生态设计的管理和

技术需求。其他的需要如国家政策（税收优惠等）、资金获取

和市场支持，不在本报告范围。

从管理和技术两个主要方面考察潜在需求。有效应对法规

变化和其他发展需要以上这两方面的能力。

4.1  管理需求

还没有实行管理系统的供应商需要应用复杂程度适中的管

理系统，对于小企业基本水平即可，而对于中等或较大企业（

如果没有通过ISO9001和ISO14001认证）则需执行较复杂的管

理系统。

概述

需要设立的管理要素包括：

信息

·	企业需要及时、相关的信息来追踪环境要求的变化和发现

遵守环境要求影响，通过以下方式，如：

	 监控系统

	 遵守环境要求的控制

	 国际交流和信息系统

	 同客户、行业组织、国家法规权威机构和政府部门的

外部交流

	 定购服务

	 咨询服务

规划

·	开发和实施逐步去除有害物质的策略，包括新生产线、设

备和材料的投资，检测安排，职工培训及其他变化。

·	为促进回收、提高能效或满足其他要求，开发和实施产品

和生产流程再设计策略，同时为遵守WEEE或其他要求而

向OEM客户或贴牌制造商提供必需的信息。

·	如果需要遵守EICC或其他来自消费者的要求，则要为工作

条件的改善制定计划。

组织

·	开发在特殊规划、质量管理（包括审核）和生态设计方面

的管理资源和技能来应对各种环境要求和变化。

·	将生态设计和绿色采购纳入组织程序。

国家报告在信息提供和环境管理方面对总体和特殊差距进

行识别。关于管理需要的补充建议如下：

4.0				现实差距和未来需求

表8    国家报告建议的进一步的管理需求

中国

·	 对环境／健康问题及对中国企业冲击的认识水平有待提高

（认识不足被认为已导致了出口市场的丢失）。

·	 信息的收集、分类和传播：利用政府、行业和其他各种

渠道，使中国企业获取国际市场对电子产品环境要求的信

息。

·	 鼓励企业进行ISO14001认证。

·	 实施针对具体产品的中国强制认证（3C）系统。

·	 改进电子电气产业中的生态标签系统。

·  在企业和相关管理系统中建立内部环境管理职能部门。

印度

·	 理解和跟踪所有相关法规及其影响。

·	 提供及时、相关的信息来处理持续的变化及其影响。

·	 收集和交流产品生命周期信息包括EuP和其他技术要求，

如能源管理和劳动力标准等。

·	 开发最佳实践环境管理系统，包括生态设计和技术发展。

·	 推动ISO14001和ISO9001认证。

·	 同所有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合作，如政府、产业等

·	 开发一个有效的规划系统，包括有害物质逐步淘汰的策

略，新生产线、工艺、材料、检测能力、培训和其他要求

的投资，针对产品和生产工艺再设计、生态标签和其他行

动的战略性的规划。

·	 为SA8000和改进劳动标准和工作条件详细制定规划。

·	 发展应对遵守环境要求及其变化的挑战的组织能力，包括

以下规划：质量管理和审查、生态设计项目以及将生态设

计与绿色采购融入组织过程。

泰国

·	 生态设计自愿性行动的进一步发展。

·	 建立泰国电子电气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数据收集和传播的中

心，制定产品检测标准并实施检查。

·	 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知识转让中心。

·	 泰国产业联盟应当成为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关于绿色供应

链、绿色采购和消费者的绿色产品意识方面合作的焦点。



24  ·  亚洲电子产品生态设计项目 (AEDE)

4.2技术需求

意识和培训

这是一个基本的需求。中小型企业通常在环境问题和企

业社会责任问题方面的意识和理解不足，而且政府开展生态设

计、有害材料替代以及回收利用方面的项目也不多。

需求的主要领域可能在：

· 法规及其影响

· 针对变化的规划和管理

· 生态设计管理

· 适当生态设计工具的使用

· 产品生命周期信息（特别针对EuP）的收集和交流

技术的落实

供应商可能需要以下实用建议：

· 可行的有害材料替代工艺

· 检测方法和供选方案，包括：使用内部检测设备或通过

独立认证机构。对产品和工艺的检测和分析是一项紧迫

的需求。例如，Sony因再培训了一千名质量监测人员专

门从事遵守RoHS要求产品的检验和分析而受到好评。

· 生态设计培训，包括设计工具的使用。

· 遵守环境要求的信息系统

· 产品质量数据的收集

对于那些在欧洲拥有制造业务的企业或者根据WEEE指令

的规定在欧洲被视为“生产者”的企业也必须根据各成员国转

换后的WEEE指令进行产品收回和回收利用。对很多南亚/东南

亚在欧洲设有营销处的企业可能存在着问题，这些企业在欧洲

没有环境管理部门，而且其中许多并不清楚根据WEEE指令自

己是否被认定为“生产者”，但不得不加入遵守环境要求计划

或自行安排回收系统。

被要求遵守RoHS的企业需要建立检测设施或与第三方的合

作安排。

国家报告支持这些普遍差距和需求。

补充建议如下：

表9    国家报告提议的进一步技术需求

中国

· 推进生态设计的施行，当前阶段焦点在于有毒有害物质的

限制使用。降低电子电气产品中的能耗。

· 提高零部件的可替换能力。

· 在政府和企业层面建立电子废物收回、再利用和回收体

系。

泰国

·	研发能力的发展和在解决技术问题方面对中小型供应商的

支持（泰国企业被认为在这个领域能力不及马来西亚的企

业）。

· 产品的检测和认证技术标准，以及国际水平的授权、认证

和检测机构的发展。

· 建立一个向制造商传播技术知识的援助中心，包括为行业

提供清晰可靠的信息，为中小型企业提供知识和信息。

· 亟待解决的产品技术标准升级问题。

印度

· 对启动合适方案和提供配套支持系统的主要技术需求进行

识别。

· 创建技术的基础设施和支持系统（在生态设计、回收利

用、电子废物收集、处理、处置等方面）。

· 技术培训，实用技巧的传播和较清洁工艺技术专门技术的

开发。

· 建立新的技术研究机构并确定一些已有的机构来引领所有

环境方面的技术。

· 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需要承担明确详细的责任并为其行为

负责，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行业组织、专业人员、车间工

人、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NGO、电子废物管理部门和各级

政府。

· 操作运行方面的培训，如生态设计、工具的使用、生产工

艺、检测以及合格验证。

· 制定未来规划，例如产品的再设计，生产线的再加工，新

材料，新工艺，产品检测安排（自主检测或由第三方进行

检测），员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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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DE项目的工作表明对EC存在一种可能的要求，或许与

美国和日本合作，通过适当的国家部门，向受到RoHS、WEEE
和将来其他的行动（如EuP和REACH）影响的亚洲国家中小型

企业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支持。

根据需要（如法规带来的不利程度和贫困状况）提供的该

类支持基于以下各种原因：

·	道德：因为供应商被要求为欧洲的环境利益进行投资，

而且那些受影响最大的供应商往往是最无力负担的。

· 公平贸易：确保法规不造成贸易壁垒。

·	“生产者责任”：许多供应商的跨国企业客户来自日本

或欧洲。

·	经济：与获得利润相比，设想中的能力建设支持的类型

主要是相对便宜的信息和培训。

考虑到具体国家和下属部门的需要，需要通过项目、政

府、贸易组织和行业利益相关者，从细节层面上确立规划。

以下内容从短期、中期和长期角度为这类计划建议了一种

指示性的结构。

5.1  短期计划

当前的需求是根据AEDE国家需求分析为亚洲地区整体以

及各个国家制定一整套短期和长期的计划。

该整体计划包括：

·	信息和交流程序的开发和实施，包括建立可能的企业内

部网站。

·	高级管理简报。

·	环境要求和管理的进展和遵守环境要求的培训。

·	在生态设计、供应链管理和相关CSR问题方面的专家培

训的发展和推广。

·	专业人员技术培训的发展和实施，如检测方面。

·	对于那些被归为	“生产者”的企业，提供建立回收利

用系统的培训（如调查回收者、制定评价标准、付费机

制）。

·	开发使用各国母语的宣传手册、光盘或可下载信息。

·	正式培训或开展专题研讨会。充分利用互联网，如在信

息通讯技术ICT基础设施良好的地区可以使用webinar系
统等网络技术。

在制定培训计划时需要考虑一下方面：

·	培训需求分析。

·	基本认识的提供。

·	针对具体和特定的生态设计概念的培训，如为削减电子

废物进行的设计。

·	对培训者的培训也是必要的。

·	用各国母语进行培训。

·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中小型企业与贸易组织分

离——因此培训也应直接针对中小型企业。

制定计划也需要考虑有利于各国实际情况的方式，如政府

或行业自愿性行动，提供信息援助等。

政府法规和行业自愿性行动在推动生态设计方面一样重

要。需要政府制定一整套标准、政府提供的经济激励以及行业

范围内的自愿行动共同使生态设计成为制造商和供应商优先考

虑之事。

在短期内，工作的重点在：RoHS的履行、对基本信息和交

流的关注、遍及所有领域的培训，	在现存自愿性行动的基础上

使之波及尽可能多的中小型企业。

可以采用的一种方式是以关键的供应商为目标，他们能将

大量信息提供给自己的供应商。

5.2		中期计划

中到长期的计划应是提供持续的支持来帮助中小型企业以

有效的方式应对未来法规的变化和其他的自愿性行动。

需求领域的范围可能会保持不变，但是随着技术和知识的

发展，需求很可能会提高到更复杂的水平上。

在中长期内，需要使中国、印度和泰国的培训和教育方案

制度化，这可以通过贸易组织、职业培训机构和一些高等院校

来实现。

其他领域的培训可能与通过生态创新获得竞争优势有关。

5.3  长期计划

长期的计划可能包括短期、中期自愿性行动的建立和推

广，以及积极准备应对欧洲、日本和美国环境法规的不断发

展。需要对以下方面进行实时关注：

·	不断增加的、沿供应链实施生态设计和提供LCA信息的

要求。

·	不断增加的、沿供应链遵守CSR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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