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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电子废弃物（电子废物）是当前增长 快的废物流。用环保方式处理电子废物十分危险、手段复

杂且费用高昂；此外，普遍缺乏立法或强制措施。目前，大多数电子废物被当作一般废物流丢弃。 

在发达国家被回收的电子废物中，80% 终被运往（通常是非法）发展中国家，由几十万的非正式工人

回收。电子废物的此种全球化状况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和健康问题。 

本文探讨了电子废物的数量、来源和流向，其对电子废物工人和环境造成的危害，职业安全和健康问

题，劳工问题和监管框架，并将这一日益全球性的问题与国际劳工组织当前及今后的工作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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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9 

执行摘要 

 

电气电子废弃物（电子废物）是目前增长 迅

速的废物流。以无害环境的方式处理这种废物流既

危险又复杂，代价高昂且普遍缺乏相关立法或执行

程序。如今，大多数电子废物都被丢弃在普通的废

物流中。在发达国家回收利用的废物中，80%都被运

往（通常通过非法手段）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

度、加纳和尼日利亚）进行回收。由于这些国家的

经济不够正规，回收人员往往使用不成熟的技术回

收利用电子废物中的贵重物料。电子废物的全球化

对环境和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而且，由于发展中

国家缺乏处理电子废物的先进技术，因此，对于电

子废物这一全球问题，他们所承担的责任过于沉重。

此外，发展中国家自身也在产生大量的电子废物。 

本文旨在探讨电子废物的数量、来源和流通，

电子废物给电子废物工作者与环境所造成的危害，

职业安全与健康（OSH）问题，劳工问题与监管框架，

以及这种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与国际劳工组织

（ILO）当前和未来工作之间的联系。显然，未来的

电子废物管理不仅有赖于地方政府当局与回收服务

经营者之间的有效合作，同时也取决于社会参与度

以及国家、地区和全球倡议。 

由于所有国家自身产生的电子废物占据很大比

例，因此解决电子废物问题不能仅依靠禁止电子废

物的越境转移。如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

正视下述事实：目前的做法和非法贸易带来的经济

刺激。能够认识到地方和地区背景以及该问题的社

会意义，至关重要；高科技、资本密集型的回收方

法并不适合于每个国家或地区。有效监管必须与非

正规领域回收人员的奖励机制相结合，以防止他们

参与到破坏过程之中。非正规领域目前缺乏廉价、

安全和简单的处理方法；因此，应为非正规领域的

回收人员制定一套经济奖励政策，让他们将回收的

零部件交到集中收集站点，而不是由自己加工处理。

在处理电子废物业本身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公

时，除了要推行技术解决方案，多学科解决方案也

至关重要。 

非正规领域的回收工作解决了几十万贫困人群

的就业问题。降低职业风险可能会成为减少消极影

响的切入点，因此，需认清贫穷才是人们从事危险

工作的根本原因，并在此过程中，改善工作条件。

一般而言，解决全球电子废物问题，需要提升提高

消费者和非正规经济行业中电子废物回收人员的意

识，将非正规领域与正规领域进行结合，创造绿色

就业机会，执行立法和劳动标准，并取缔对人体健

康和环境有害的做法。可通过推行生产者延伸责任

（EPR）立法并鼓励在 初设计增加绿色、长寿、可

升级和可回收等特点，加强对电气和电子制造商的

管理，这点同样重要。 

在考虑电子废物问题的解决方案过程中，本文

侧重于通过适当立法、非正规回收领域的正规化以

及电子废物工作者之合作组织提供工作机会等方式

来保护工作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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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在过去 20 年里，全球电气与电子设备的生产与

消费增速迅猛。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此类产品在

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渗透能力，发达国家替代市场的

开发和普遍较高的产品报废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技术、工业和经济司，2007a），以及价格

的下降和互联网的普及。如今，电气电子废弃物（以

下简称电子废物）是增速 快的废物流（大约每年

增长 4%）。每年所产生的电子废物约为 4,000 万吨

（Schluep, M.等人，2009 年）。电子废物包括电器，

如冰箱、空调、洗衣机、微波炉和荧光灯泡；电子

产品包括计算机及配件、手机、电视机和音响设备

等。 

由于环保的废弃物管理需要高技术和高投资，

因此，目前电子废物（通常都是通过非法手段）越

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廉价回收的现象颇为盛行

（《国际化学制品管理战略方针》[SAICM]，2009年）。

电子废物的越境转移主要受到了利益的驱动。回收

人员和废弃物经纪人可从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回收成

本中受益，同时又可规避国内的电子废物处理责任。

据估计，在发达国家的所有回收电子废物中，高达

80%的电子废物 终将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和

非洲）非正规的电子废物回收场中得以处理。接受

这些电子废物的国家往往采用原始和危险的回收方

法，将对人们的健康和环境将产生重大危害（Smith，

Sonnenfeld 和 Naguib Pellow，2006 年）。对于那

些不具备处理技术却过多地承担了这一全球问题之

相关责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情形有失公允。

由于面临经济挑战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完善的危险废

物管理设施（包括回收设施），或者缺乏有效的危险

废物管理监管框架，因此，电子废物的全球化对环

境和人类健康均产生了不利影响（SAICM，2009 年）。 

电子废物没有标准定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对电子废物的定义是“任何使用电源且使

用期满的器具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

业和经济司，2007a）。受到广泛认同的电子废物定

义为欧洲委员会指令 2002/96/EC 的界定：“废弃的

电气或电子设备……包括丢弃时产品的所有构件、

部件和消耗品”（欧洲委员会，未注明日期（a））。

对电子废物的不同界定，有可能造成电子废物的产

生数量以及电子废物流量确认方面的差异。对电子

废物缺乏精确定义是关键问题之一，需要在国际范

围内加以解决。 

一般来说，大型家用电器在电子废物中所占比

重 高（约占 50%），紧随其后的是信息和通讯技术

设备（约占 30%）以及消费性电子产品（约占 10%）
1
。电

子废物的构成千差万别，在产品系列和种类上也各

不相同。总体而言，电子废物包含 1000 多种“危险”

和“非危险”种类的不同物质；更重要的是，电子

废物中许多化学品的毒性还不为人知。一般来说，

电子产品由含铁和非铁金属、塑料、玻璃、木头和

胶合板、印刷电路板、混凝土和陶瓷、橡胶及其他

物质组成。铁和钢约占电子废物的 50%，随后是塑

料（21%）、非铁金属（13%）及其他组成部分（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和经济司，2007a）。电

子产品通常包括若干种具有持久性、生物体内积累

性和毒性物质，比如铅、镍、铬和汞等重金属以及

多氯联苯（PCB）和溴化阻燃剂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见第 3 部分内容）。显然，电子废物亟待解

决：1994 至 2003 年这十年间，约有 5 亿台个人电

脑使用期满，其中包含近 718,000 吨铅，1,363 吨

镉和 287 吨汞（Smith，Sonnenfeld 和 Naguib Pellow, 

2006 年）。 

目前，大部分公众还未意识到电子废物的危险

                                                              
1  可能由于家用电器使用寿命更长，因此大部分电子废物相

关文献皆注重研究消费性电子产品，这也是本文的关注重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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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原始的废物管理技术。

人们更倾向于关注科学、服务和软件，他们认为受

雇于消费电子行业的员工大多都是“白领”（见上述

所引著作）。 

电子废物的另一个方面（这方面多少有点隐秘）

是电子废物中稀有金属的缺失。稀有金属缺失造成

采矿活动愈加频繁。众所周知，电子产品原材料需

求的急速增长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冲突。电子

废物回收业可减少主要矿区（如金矿、钯矿和钽矿）

的开采活动，从而降低这种冲突风险的发生几率

（Prakash 和 Manhart, 2010 年）。 

本文将对电子废物问题，使用规模，越境贸易

流通目的地，对工人、劳工和雇佣造成的风险，值

得关注的化学品，职业安全和健康（OSH）等方面以

及法律框架进行详细阐述。本文将采取系统分析方

法，对解决方案进行探讨并对国际劳工组织可能采

取的干预途径提出建议。 

1.1 主要问题 

电子废物造成的主要问题如下： 

 数量巨大—机械器具的快速作废以及对新

技术的高需求，导致大量电子废物的产生

（巴塞尔行动网[BAN]，2011 年）。 

 毒性设计—电子废物被归类为危险废物

（Tsydenova 和 Bengtsson，2011 年），对

健康和环境都有不利影响。垃圾填埋场约

40% 的 重 金 属 都 来 自 电 子 废 弃 物

（Montrose，2011 年）。 

 设计拙劣且复杂—由于电子废物含有诸多

混合、拴紧、拧住、折断、粘连或焊接在

一起的不同材料，因此回收业面临着诸多

挑战（Smith Sonnenfeld 和 Naguib 

Pellow,2006 年）。有毒材料与无毒材料粘

附在一起，这让分离回收材料变得很困难。

因此，负责任的回收需耗费大量劳动力，

安全分离材料也需要尖端和昂贵的技术支

持（巴塞尔行动网，2011 年）。 

 劳工问题—包括职业暴露、非正规行业控

制造成的健康和环境问题、缺乏劳工标准

和权利。 

 经济刺激—一般来讲，如果以负责任的方

式处理电子废物，大多数电子废物所含的

价值还不足以承担处理费用。然而，根据

生产者延伸责任政策的要求，由于电子产

品中许多材料价格的提升（比如金和铜），

新的机会可能会应运而生（Widmer, 

Oswald-Krapf, Sinha-Khetriwal, 

Schnellmann 和 BÖni,2005年）。此外，随

着电子废物数量的增加，已有越来越多的

正规回收人员进入电子废物回收业

（Raghupathy, Krüger, Chaturvedi, 

Arora, Henzler,2010年）。 

 缺乏监管—许多国家对这种相对较新的废

物流缺乏足够监管，或者对新的电子废物

规定缺乏有效执行（巴塞尔行动网，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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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电子废物问题的规模
1
 

在电子废物的寿命周期中，主要利益攸关者（见

图1）包括生产商/制造商、零售商（企业/政府/其

他）、消费者（家庭/企业/政府/其他）、贸易商、进

出口商、废料商、拆卸人员、冶炼工和回收人员（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和经济司，2007a）。

在发展中国家，商人转卖是为了重新使用，或者，

如果设备不适合再次使用，通常会将它卖给非正式

经济体的回收人员。中间人收集还能够使用的物品，

再将它们出售给维修商店。回收人员通常擅长对特

定的材料进行回收利用（Smith, Sonnenfeld 和 

Naguib Pellow, 2006年）。欧盟国家的电子废物回

收率 高，日本紧随其后。据估计，每年有50%至80%

的发达国家的电子废物出口至国外进行回收利用，

但许多电子废物都下落不明。这些电子废物要么被

丢弃到普通的废物流中，要么非法出口到亚洲国家

（比如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非洲国家，如

加纳和尼日利亚），被送往粗陋的电子废物回收集中

地。关于产生了多少电子废物以及这些电子废物来

自何处和运往何处，这方面的信息都相当匮乏。加

之各国有关生产、销售和贸易的信息收集系统无法

统计二手、用旧和废弃的产品信息（SAICM，2009

年），使得这种情况愈发不乐观。 

废料场在回收过程中发现提炼贵重物料（如铜、

铁、锌、镍和黄金等）的途径后，对电子废物的需

求也开始增长。中国和印度经济高速发展，因此亟

需大量材料（Prakash和Manhart, 2010年）。中国、

东欧和拉丁美洲的电子废物产生速度也越来越快。

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各国的电子废物都在与时

俱增——这几乎是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见上述所引

著作）。目前，电子废物回收为数以千计的穷人提供

了就业机会。这是一个趋于繁荣但通常非法的行业，

往往吸引了大量民工从事这一行业。 

                                                              
1  EEE=电气和电子设备，WEEE=废弃的电气和电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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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子废物流 

2.1 电子废物贸易 

据估计，全球电子废物以每年约4,000万吨的速

度增长（Schluep等人，2009年）。对数据进行预估

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各国有关生产、销售和贸

易的信息收集系统无法统计生产、销售和交易中的

产品信息（SAICM，2009年）。此外，对电子废物构

成成分的不同定义造成了电子废物产生数量以及识

别电子废物流通方面的差异。尽管缺乏电子废物和

普通危险废弃物的流通统计数据，但人们一致认为，

运送目的正逐渐从电子废物的 终处理转向回收利

用。目前电子废物回收率以年均18%的速度增长。 

电子废物往往流向贫困地区以及在历史上常常

遭到忽视的地区。然而，某些人却拥有足够的经济

和政治资金从这个价值链不同位置的交易中获益。

决策的复杂性引发了法律、环境、政治、经济和道

德等多方面的问题，比如，究竟是在国内处理电子

废物还是通过出口来处理；是对这些电子废物进行

处理还是回收利用。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透

露，将电子废物出口至亚洲，成本要比在美国处理

低10倍。因此，无论是否合法，转移电子废物的经

济刺激都是巨大的。 

数据分析还表明，电子废物的贸易不仅在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有所增长，而且在发展中国

家之间也是如此，这反映了跨境转移的持续增长和

包容度（Ray，2008年）。由于地区性的、区域内部

的电子废物流通占贸易比重 高，因此电子废物流

通不仅仅包括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且，

这种贸易没有限制，偶然性强，主要取决于在废弃

物交换过程中所分配的价值。电子废物流通是一个

复杂的问题；例如在2001年，非洲将其大多数电子

废物出口到韩国和西班牙。自从2006年起，全球总

体贸易已主要分成两个区域：国内市场和亚洲。亚

洲已成为全球出口主要接收地。由于还存在巨大的

内部和地区贸易，显然，我们在进行线性假设时必

须非常慎重（如仅从发达国家运往发展中国家的电

子废物）（Lepawsky和McNabb,2010年）。 

2.2 电子废物的国际流通 

电子废物贸易的主要来源与目的地如图2所示。 

中国和印度已经发现了几个回收电子废物的场

所。在菲律宾、尼日利亚（拉各斯）、巴基斯坦（卡

拉奇）和加纳（阿克拉）也存在一些调查不够的地

方（Ni和Zeng，2009年）。一般而言，小规模的出口

常运往西非，而规模较大有时甚至有系统有组织的

输送则运往东南亚（巴塞尔公约，未注明日期（a））。

据估计，中国接收的电子废物 多——约占70%且呈

上升趋势。然而，至于这些越境电子废物流到底有

多大，却没有确切的数字（Ni和Zeng,2009年）。此

外，由于近期亚洲加强了监管力度，估计未来会有

更多的电子废物运往西非国家。 

电子废物的亚洲目的地通常包括中国、印度、

巴基斯坦、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

泰国和越南。电子废物出口至中国，出口商将集装

箱运货船首先运至香港、台北或菲律宾，然后再将

它们转运到中国内地的小港口，这里的海关官员对

这些集装箱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换取一点利

益，出口商便以这样方式来逃避检测。迪拜和新加

坡通常充当发达国家电子废物的中转站（Kalra，

2004年）。 

进口到中国的电子废物通常再次出口至其他东

南亚国家。在东南亚，常见的电子废物贸易系统流

程为：在中国接收装运货物，主要在广州进行重新

组装或重新装饰，然后再通过东兴边境出口到其他

国家，如柬埔寨和越南。贸易集中在该地区的原因

有很多。首先，广东省毗邻香港；其次，广东省有

几座大城市，如广州和深圳，可产生大量的国内电

子废物；第三，广东靠近东南亚地区（Shinkuma和

Minh Huong,2009年）。在广东省南部地区是进行电

子废物非正规处理的 主要聚集地，集中于贵屿、

广州、东莞、佛山、顺德、中山、大沥、龙塘和深

圳等地。电子废物从广东运往其他省和城镇的处理

中心，比如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上海、台州、

山 东 、 天 津 和 河 北 （ Ni 和 Zeng,2009 年 ）。
1

                                                              
1见第 37 页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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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电子废物已知和嫌疑倾卸路线（北安普顿大学，未注明日期） 

作为一个急速发展的电子废物镇，贵屿镇已受

到非政府组织和科学家们的密切关注。贵屿可能是

世界上规模 大的电子废物回收地；大约有10万人

从事电子废物回收活动（Zhao等人，2010年），占该

镇人口的80%（Ni和Zeng，2009年）。此外，浙江东

部台州市周边的路桥镇和温岭镇也受到了关注

（Zhao等人，2010年；Wang等人，2011年）。路桥镇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就开始回收电子废物，然

而上个世纪90年代路桥加强了环境监管之后，温岭

逐渐取而代之（Zhao等人，2010年）。尽管中国推行

了多项法律，并签署了巴塞尔公约（全面禁止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危险废物贸易的全球首

批提议之一），但非法运往中国的电子废物却在持续

上升。显而易见，中国非法进口和处理电子废物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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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屡禁不止的原因不在于缺乏法律法规，而是由于

执法力度不够（Ni和Zeng,2009年）。 

由于中国南方政府加强了环境政策的执行力

度，电子废物回收活动有所下降。因此，电子废物

可能会转移到中国北方地区、偏远的农村以及越南

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比如柬埔寨等。香港作为电子

废物和二手电子产品的重要港口枢纽的角色似乎也

在发生变化，近期调查显示，过去几年来，由香港

商人进口的二手手机现在主要出售给尼日利亚和坦

桑尼亚的非洲买家（Nordbrand，2009年）。 

统计数据和实地调查表明，西非是电子废物进

入非洲大陆的主要贸易路线，而加纳和尼日利亚是

其主要进口枢纽。在进口电子废物的总量方面，尼

日利亚在该地区首屈一指，几乎所有收集来的材料

都进入到非正规回收领域（巴塞尔公约，未注明日

期（a））。 

印度的电子废物贸易问题也日趋严重。据估计，

到2020年，印度倾倒的旧电脑数量将会上升500%

（Schluep等人，2009年）。在密鲁特、费罗扎巴德、

德里、金奈、班加罗尔和孟买都有电子废物废料场

（巴塞尔行动网，2011年）。在邻国巴基斯坦，位于

卡拉奇的舍尔沙是电子废物的另一重要市场，各种

各样的电子和电气商品、零部件、电脑和走私商品

通过水路和陆路运到这里进行销售，或进一步分销

到其他城市（Ray，2008年）。 

东南亚各国对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设有各种限

制。菲律宾积极利用优先通知和同意制度，而新加

坡则认为电子废物不具备危险性以此来鼓励电子废

物的进口（因此无须遵守相关规定）。新加坡进一步

宣布政策，意在成为东南亚地区的回收中心。泰国

和印度尼西亚完全禁止危险废物的进口，印度尼西

亚已批准巴塞尔行动网修正案。泰国屡次发生危险

废物进口后遭到倾倒的事件，这也是泰国政府采取

谨慎立场的原因。例如，在1988年，泰国孔堤码头

附近区域发生了倾倒（从新加坡、日本和美国进口

的）危险废物的事件（Kojima，2005年）。越南于2001

年开始禁止危险废物的进口和出口。但实际上，由

于控制和管理松散，电子废物的进口仍在发生。自

2006年起，越南开始加强电子废物进口禁令的执行

力度，同时还禁止电子废物废料的拆卸。在柬埔寨，

电子废物（电脑除外）尚未得到监管，但由于担心

国内的计算机系统受到电脑病毒感染，柬埔寨在

1996年禁止进口计算机（Shinkuma和Minh Huong，

2009年）。东南亚的危险废物非法贸易仍亟待解决，

各国需加强可回收废物的进出口控制，并加强相关

执法力度（Kojima,2005年）。 

全球电子废物贸易急速增长。到了2020年，塞

内加尔和乌干达等国计算机的电子废物流预计将会

增长四到八倍（Schluep等人，2009年）。摩洛哥、

哥伦比亚、秘鲁、肯尼亚、南非、柬埔寨和伊拉克

也逐渐成为电子废物的目的地（见以上所引著作；

Ni和Zeng，2009年）。如果存在“竞相逐低”现象（详

情见7.5节），西非以及东欧很可能在未来成为较常

见的目的地（Zoeteman，Krikke和Venselaar,2010

年）。 

2.3 电子废物的非法贸易 

近年来，媒体和环保团体对电子废物的走私和

倾倒现象进行定期曝光。非法贸易主要受到利益驱

动，交易额达数百万美元，电子废物非法贸易的全

球化使得企业犯罪或“白领”犯罪日益猖獗。由于

常见的非法出口途径是将电子废物伪装成“二手

商品”，故意贴错集装箱标签，将废物与合法的托运

混在一起，因此，人们往往缺乏关于非法废物活动

的可靠数据，对这一问题人们已达成了共识。 

电子废物贸易的主要驱动力为：电子废物含有

贵重物料，易于获得，运输成本相对较低，而被抓

获的风险通常也很低（国际刑警组织，2010年）。英

国非政府组织—环境调查署（EIA）的调查显示，犯

罪团伙从事电子废物走私。犯罪团伙还参与了其他

犯罪活动，如盗窃、贩卖人口、诈欺、贩毒和武器

走私、以及洗钱（环境调查署，2011年）。为此，国

际刑警组织在2009年成立了全球电子废物犯罪小组

并制定了跨国执行战略，以控制非法贸易并调查有

组织的犯罪关系（国际刑警组织，2010年）。在欧洲，

海关和警方还发现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废弃物游

客”从事电子废物的收集，并将电子废物非法运往

自己的国家，以便从中获利（Nordbrand，2009年）。

经纪人和商人都是这方面的主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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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电子废物出口市场多种多样，既有

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型贸易网络，也有组织完善的大

型贸易公司。来自非洲国家的移民或临时居民通常

会成立小型的贸易企业，通过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

普港，为欧洲-非洲贸易线路提供服务。为了对非法

出口进行伪装，有时甚至改造二手电子产品的标签，

并仅于远洋商船离港的当天向主管当局提供报关

单。荷兰和比利时港口部门强调，人员和经济限制

是完善出口控制的重要障碍。调查还发现，英国是

主要的欧洲出口国，法国和德国紧随其后（巴塞

尔公约，未注明日期（a））。 

2005年，新加坡电子废物回收公司Citiraya承

认该公司受到了当局调查。这一贪污丑闻的爆发，

再次说明了电子废物贸易的价值驱动力。事后调查

表明，原本应回收的电脑芯片被转往海外销售，而

从废物中提炼贵金属的程度也申报不实。调查发现，

Citiraya在2004年的可疑交易多达1，554起，在2003

至2005年间所创造的伪造销售约达1.61亿美元

（Vijayan，2008年）。 

新出现的“绿色犯罪学”以电子废物贸易为

例，说明这种贸易虽然受到了法规限制，但已造成

环境威胁，但这种行为却不一定会构成定罪

（Gibbs,Gore,McGarrell和Rivers，2009年）。电子

废物贸易的全球性还加大了执法难度。国际执法合

作需要多重应对措施，其中包括统一监管，运输实

地检查，以及共享有关违法出口公司之信息等。因

此，电子废物问题可采用“智能监管”的方法，将

预防、第三方监管和国家干预结合起来。这种方法

不一定将电子废物输送判定为犯罪，而是加强了回

收市场的管制力度（Sinha，Mahesh，Donders和Van 

Breusegem，2011年）。 

2.4 安全问题 

使用期满的电脑通常含有敏感的个人信息和银

行账户信息，如果未经删除就出口，往往会为欺诈

提供机会。如前所述，在由环境调查署进行的调查

中发现，非法贸易商与政府机构、医院和消防机构

都签有合同，但在电脑出售之前，硬盘不可能得以

正确的清理（环境调查署，2011年）。 

总之，为了发现非法出口背后的更多内幕，还

需进行更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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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所造成的威胁 

 

电子废物中，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的主要威

胁来自其中的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阻燃剂

以及其他具有潜在危险的物质。在材料回收的过程

中，可能会释放三种主要物质，这些物质都值得引

起重视：设备的原始构成成分，如铅和汞；在回收

过程中可能添加的物质，如氰化物；以及在回收过

程中可能形成的物质，如二恶英。 

如果管理不当，这些物质可能会对人类和环境

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在以下排放或输出类型中可

发现的有毒物质： 

 倾倒活动产生的沥出液 

 拆卸活动产生的微粒物质（粗细不等的微粒） 

 焚烧活动产生的飞尘和底灰 

 汞齐化、去焊接及其他燃烧活动产生的烟雾 

 拆卸和粉碎设施产生的废水 

 氰化物浸出及其他过滤活动产生的废液（Sep-

úlveda等人，2010年） 

无害环境的电子废物回收链包含以下几步： 

 拆解至部件和元件——手工拆卸设备或元件，

恢复其价值。 

 去污染——去除和隔离某些材料，对它们单独

进行处理，从而 大程度地降低影响，这些材

料包括电池、荧光灯和阴极射线管（CRT）。 

 材料隔离——为进一步处理进行手工分隔和材

料准备。 

 对类似材料的机械加工——对阴极射线管的塑

胶合成树脂、金属或玻璃进行加工，制作成市

场级商品。 

 对混合材料的机械加工——通过一系列的分离

技术对整个组件进行加工。 

 金属提炼/熔炼——被分成元件或碎条之后，金

属被送往精炼者或熔炼者处。在这个阶段，利

用热管理程序和化学管理程序来提炼金属

（Luther，2010年）。 

电子废物是一种废物形式，其回收过程非常复

杂和困难，即使在发达国家的先进设施中，都已发

现空气中重金属的浓度有所提高等问题。工人和当

地居民通过呼吸、尘埃摄取、皮肤接触和口腔吸入

等途径接触到有毒化学物质。呼吸和尘埃摄取造成

一系列潜在的职业危险，比如硅肺病（Lepawsky和

McNabb,2010年）。这些是人类接触二恶英、铅、铜、

镉、多溴联苯醚（PBDE）、多氯联苯（PCB）、铬（Mvo

平台和良好电子业, 2009; Nimpuno 和 Scruggs, 

2011年）、汞以及其他金属和致癌物质（Lepawsky

和McNabb，2010年）。电击是另一个职业危险

（Prakash和Manhart，2010年）。  

总体而言，来自电子废物的人类健康风险包括

呼吸困难、呼吸系统不适、咳嗽、窒息、肺炎、震

颤、神经精神病问题、抽搐、昏迷甚至死亡

（Yu,Welford 和 Hills,2006年）。电子废物工人面

临的其他危险还会造成身体伤害和慢性疾病，如哮

喘、皮肤病、眼睛发炎和胃病等（Raghupathy,Kr-

üger, Chaturvedi, Arora, Henzler, 2010年）。从

电子废物回收区域收集来的微粒物质可导致炎症反

应、氧化应激和DNA损伤（Yang,Jin,Xu和Lu,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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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发展中国家工人的职业暴露 

发展中国家的电子废物回收业大多未受管制，

贵重物料的回收都是在小型工坊里进行，使用的回

收方法也很简单。回收人员感兴趣的主要成分是含

有铜（金属线、电缆线、阴极射线管偏转线圈）、钢

（计算机内部框架、电源外壳、打印机零部件）、塑

料（计算机、打印机、传真机、电话、监视器等外

壳）、铝（打印机零部件）的材料以及打印机调色剂

和印刷电路板等。 

值得关注的是对电线和电缆线、阴极射线管

和印刷电路板的贵重成分进行手工拆卸和回收利

用。研究人员认为，酸浸操作是由金属过量而造成，

这些金属包括分解的砒霜、铬、锂、钼、锑、硒、

银、铍、镉、钴、铜、镍、铅和锌等。与拆卸特别

相关的危险是，外壳一旦破坏，有可能发生危险物

质的意外释放和溢出，比如汞，在光源和开关中就

会发现这种物质。由于阴极射线管内部处于真空状

态，因此有可能发生内爆，而玻璃内侧的磷光层则

会造成吸入危害。机械处理电子废物造成的主要危

害与尺寸削减和分离步骤有关，在处理塑料、金属、

陶瓷和硅石过程中都有可能产生粉尘。粉尘与周围

空气（如多环芳烃[PAH]）可能会对工人造成呼吸危

害和皮肤接触危害，并造成环境污染。露天储存电

子废物将有可能引发铅和其他物质的滤出问题。

（Tsydenova和Bengtsson，2011年）。此外，由于缺

乏流水，毒素在人们用手进食时通过口腔进行传播。 

在加纳，贵重金属回收利用所采用的方法包括

将电子废物手工拆卸成独立的金属（主要是铜和

铝），并对某些部件进行露天焚烧，将铜从塑料包裹

中分离出来，尤其对塑料涂敷的电线和电缆线进行

分离（见以上所引著作）。铜是形成二恶英的一种催

化剂，而铜电线的表层是含有氯的聚氯乙烯（PVC）

塑料，这种塑料也会促成二恶英的形成（Sepúlveda

等人，2010年）。 

印度和中国采用的工序相对复杂，电子废物回

收包括手工拆卸，对印刷电路板进行加热来回收焊

锡和芯片，从复杂的混合物中进行金属酸萃取，熔

化和挤压塑料，并通过焚烧塑料来分离金属。据报

道，在贵屿和德里均使用浓硝酸和盐酸混合物对金

和铜进行分别提取。众所周知，在此类过程中会释

放各种具有挥发性的氮和氯混合物。在加热印刷电

路板对芯片进行去焊和去除的过程中，工人们将接

触到金属烟雾，尤其焊锡中释放的烟雾（通常是铅

和锡），以及其他可能释放出的危险物质（Tsydenova

和Bengtsson，2011年）。 

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做法往往会产生危险的化

学物质和其他污染物，并加剧了环境污染。例如，

与焚化炉相比，露天焚烧的温度较低，释放的污染

物要高得多（Mvo平台和良好电子业，2009年）。如

果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等国的电子废物回收交由非

正式行业进行不正规处理，那么该等国家将继续面

临日益严重的健康问题和环境破坏（Schluep等人，

2009年）。 

如果拥有正规设施，那么在员工接触大多数重

金属和其他化学物质的过程中，便可落实相关措施

以提升健康和安全水平。国际劳工组织作业场所安

全使用化学品业务守则（国际劳工组织，1993年）

1993年已对此提出了规定。此类措施包括提供装有

排气通风设施的封闭工作区域。如不可能保持足够

的通风，那么应佩戴防毒面具，并应抽检空气质量，

以确定物质浓度。在可能出现飞尘、化学品喷溅、

辐射热等危险物质的区域，工人们应穿戴适当的防

护设备，比如防护眼睛、脸部、双手和手臂的保护

设备以及不渗透服装。应提供充分的卫生设施，并

应鼓励工人在进餐前洗手，在下班后彻底清洗干净

并更换服装。应禁止在工作区域抽烟和吃喝东西（见

以上所引著作）。遗憾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电子废物

回收场并未遵守或认同国际劳工组织指南与规范。

主要的原因是，该行业的参与者并未意思到他们

所面临的环境和健康危害，他们并不清楚还有更好

的做法，或者无法获得投资资本，以采取安全措施

（Widmer, Oswald-Krapf,Sinha-Khetriwal, 

Schnellmann 和 BÖni, 2005年）。 

由于大多数项目和研究都处于初期阶段，即在

电子废物非正规回收的背景下来研究问题、污染、

危害等，因此，目前尚无可行的替代方案、更加安

全的方法和/或符合职业安全和健康的做法可供探

讨。如欲在短期内 大程度地减轻风险，必须就适

用当地的、简单的方法和解决方案进行探讨

（Prakash 和 Manhar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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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长期影响 

电子废物对工人和环境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各不

相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个体和工作性质。

目前已知的是，由处理电子废物所产生的污染将对

人体造成毒性或遗传毒性，不仅危害工人的健康，

而且还危及了当地居民及其下一代的身体健康（Liu

等人，2009年）。 

从中国的几项研究中可明显地看到，采用初级

的回收技术处理大量的电子废物，已对环境和人类

健康造成了不利影响，包括土壤和地表水污染（Zhao 

等 人 , 2010 年 ; Wang 等 人 , 2011 年 ; 

Frazzoli,Orisakwe, Dragone 和 Mantovani, 2010

年; Tsydenova和 Bengtsson, 2011年）。在过去几

年里，已有关于健康问题的报告，其中包括皮肤、

肠胃、呼吸道及其他器官的相关疾病与问题

（Nordbrand，2009年）。在相关产业工人中，先天

畸形、婴儿夭折等现象的发生率很高，且结核病、

血液病、免疫系统异常、肾功能和呼吸系统功能失

调、肺癌、儿童大脑发育不全以及神经和血液系统

损坏等疾病的发病率也很高（Prakash和Manhart，

2010年）。然而，目前尚未开展电子废物工人的长期

健康研究。 

   在对污染物长途运输进行观察后发现，偏远地区

存在二次暴露的风险。因焚烧和拆卸活动而引起的

大气污染似乎是职业暴露和二次暴露的主要原因

（Sepúlveda等人, 2010年）。由于污染物可能会在

农用土地中积聚，会被吃草的家畜摄取，因此，非

正式行业的电子废物活动也是造成环境-食物链污

染的主要来源。此外，大多数的主要化学物质在动

物体内的新陈代谢很慢，会在生物体内积累，并分

泌到可吃的产品当中，如鸡蛋和牛奶。与电子废物

相关的毒性可影响人的一生，并不断加剧，甚至会

影响几代人。因此，电子废物已成为全球重大的环

境和健康问题，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职业暴露的危

害，还危及了弱势群体及后代的健康（Frazzoli, 

Orisakwe,Dragone 和 Mantovani, 2010年）。 

3.3电子废物回收站的童工 

儿童和孕妇对铅、汞、镉及其他重金属的接触

特别值得关注，即使很低程度的接触也会造成严重

的有时甚至是不可逆转的神经损伤，危害到儿童的

成长（世卫组织，2010a）。目前很难估计儿童在电

子废物处理场所工作的具体程度；但许多调查指出，

在这些场所工作的所有工作者中，儿童所占比例很

高。由于大量知识库将童工划分为“拾荒者”或“捡

破烂者”，缺乏相关数据分类，因此，很难对儿童数

量进行估计。 

在加纳的阿巴格罗旭电子废物场，童工（大多

为男孩，年龄在11至18岁之间，有时甚至仅为5岁，）

的雇佣已经得到确认。儿童主要参与焚烧活动和手

工拆卸。据观察，年龄在9至12岁的女孩进行废物收

集，在许多情况下兜售水袋（Prakash和Manhart，

2010年）。 

国际劳工组织进行了几项调查，并针对“在合

法和非法垃圾填埋场、垃圾场、街道垃圾桶和垃圾

堆、转运站以及垃圾车等场所，进行手工分类并从

混合垃圾中拾捡可回收材料/可用材料”的儿童拾荒

者采取多项行动计划（国际劳工组织，2004年）。根

据以上表述，很可能有大量儿童直接在电子废物场

工作或者在不同垃圾场拾荒时接触到电子废物。 

国际劳工组织消灭童工现象国际方案（IPEC）

的一项专题评估表明，这些儿童通常都在恶劣的条

件下工作，面临各种风险和危害，包括职业事故、

重金属和化学中毒，以及人机工学和社会心理问题。

他们居住的卫生条件通常也很糟糕，常遭受侮辱、

骚扰和权利剥削（van Eerd,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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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1.电子废物回收对尼加拉瓜马拿瓜儿童 

拾荒者的健康影响 

Athanasiadou等人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研

究地点为尼加拉瓜马拿瓜的一家家庭垃圾和工业废

物处理场，研究对象为在该处理场内生活和工作的

64名11至15岁儿童，研究人员对他们血清中的多溴

联苯醚水平进行了调查（Athanasiadou，Cuadra，

Marsh，Bergman和Jakobsson，2008年）。在这个垃

圾倾倒场，大约有一半的拾荒者都是儿童（不足18

周岁）。这些儿童血清里的多溴联苯醚浓度处于历年

来报告的 高水平。这些研究结果证实，儿童对多

溴联苯醚的接触主要是由垃圾处理场吸入和摄取的

粉尘造成，而并非由普遍认为的食物污染造成。垃

圾处理场的废弃物焚烧会产生大量的粉尘。 

调查团队对这些拾荒儿童的高多溴联苯醚水平

进行了明确报告，同时，他们还发现这些儿童的血

液中的重金属水平也很高。这种累积暴露型证据表

明，由于受到这些污染物伤害 大的重要器官是正

在发育的儿童大脑，因此需要开展综合风险评估。

在这些拾荒儿童中，营养不良的现象也很普遍。已

有证据明确表明，营养不良与大量摄取垃圾处理场

的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有关，这些儿童特别容易

受到这种共病现象的伤害。 

2005年，Cuadra在尼加拉瓜马拿瓜La Chureca

对儿童拾荒者的重金属暴露进行了专门调查。研究

人员对拾荒儿童的血液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

垃圾处理场工作的儿童血液中所含铅的水平高于非

工作对象群体。在垃圾处理场的童工中间，多达28%

的儿童的血铅水平超过疾病防治中心（CDC）建议的

100ug/l这个社区行动水平。与非工作对象群体相

比，在垃圾处理场工作的儿童的血汞和血镉水平也

很高。然而，与铅不同的是，观察发现汞与镉的水

平要远远低于能够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水平

（Cuadra，2005年）。 

总的来说，对于在垃圾处理场工作的童工来说，

工伤风险非常高（Cuadra，2005年）。Cuadra对尼加

拉瓜马拿瓜La Chureca垃圾处理场工作和居住的6

至15岁的儿童进行了访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

以测定这个行业的工伤严重程度。此次研究对垃圾

场工作的儿童（102人）和参照小组（101人）进行

了评估。结果发现，66名童工和20名参照对象声称

在过去12个月期间至少有一次受伤（比率比为7.4；

95% CI 3.9比14）。两组研究对象分别报告的工伤共

为110与22起。在童工当中，大多数工伤都发生在垃

圾处理场（79人）；工伤发生率为2.2%千人天。其中

七起工伤（9%）导致持久的机能性障碍或疼痛

（Cuadra，2005年）。 

 

由于儿童的独特特征，他们更容易受到非正规

电子废物活动所造成的威胁和影响——包括致命和

非致命的事故、永久的残疾和/或疾病、以及心理、

行为或情感上的伤害，这些威胁和影响通常都具有

较强的破坏性性和持久性。儿童的身体、心智和判

断力都仍处在发育阶段，即使在青春期的后期阶段

也是如此，他们的生殖系统和大脑功能受到的影响

大。如果儿童在这种关键时期接触到神经毒剂、

内分泌干扰物、过敏原和致癌物质，那么将造成非

常危险的后果。此外，由于工作经验不足，缺乏对

危险情形和事态的监督和了解，都会使情况进一步

恶化。 

 

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 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

公约》（182号）第3（d）条款明确指出此类童工劳

动“根据其性质或所从事的环境，都有可能对儿童

的健康、安全或道德造成伤害”（国际劳工组织，1999

年）。捡拾垃圾的工作被认为是危险工作，因为从事

这项工作会危及到童工的健康、正常发育甚至生命

安全。根据工作性质与环境判断，电子废物回收工

作有可能会伤害到儿童的健康、安全和精神，而从

事这项工作的环境将对儿童的健康状态产生极其不

利的影响。童工会接触到各种危险，比如：高空坠

物、化学物质、雇主虐待以及与童工在这样恶劣的

环境下生存相关的其他许多社会问题。工伤和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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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接触构成童工威胁的两个因素（消灭童工现象国

际方案，2011年）。 

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拾荒者所

面临的特定危险暴露，尤其是受雇于这个行业的儿

童和青少年所面临的特定危险暴露。这项主题研究

以金属暴露和职业伤害为主，多溴联苯醚（电器和

电子设备中使用的阻燃剂）暴露也已引起职业健康

研究的特别关注（Cuadra，2005年）。 

据报道，电子废物回收站的儿童常受到呼吸疾

病、皮肤感染和胃病等问题的困扰。由于婴儿常习

惯把手放到嘴巴里，因此，在土壤和沙尘受到铅污

染的区域，他们是 易受到影响的群体之一

（Prakash和Manhart，2010年）。 

例如，在贵屿，估计大约有80%的儿童都患有呼

吸疾病（Sepúlveda等人，2010年），儿童白血病病

例激增，血液中的铅浓度很高（Tsydenova和

Bengtsson,2011年）。《中国劳工通讯》报道，电子

废物回收活动导致儿童血铅浓度的提高以及皮肤

病、头痛、晕眩、恶心、慢性胃炎、胃溃疡和十二

指肠溃疡等疾病发病率的提高（中国劳工通讯，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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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子废物中的首要化学物质 

 

电子废物中常现的成分和物质包括继电器、开

关和气体放电灯中的汞；含有汞、镉、铅和锂的电

池（Tsydenova和Bengtsson，2011年）。印刷电路板

含有大量铅、锑、铍和镉等关注物质。塑料通常包

含溴化阻燃剂，绝缘电线中的聚氯乙烯在焚烧时将

释放出二恶英和呋喃。阴极射线管（比较老旧的台

式电脑和电视机中都有阴极射线管）含有大量的所

有关注物质，比如每个设备里都有2至3千克的铅。

但在比较新式的液晶显示屏里，每个液晶 多含有

10-20种混合物质，这些物质都疑似具有危险性（如

铟）；但却很少有人研究其毒性（见上述所引著作）。

此外，拆卸液晶显示屏，很可能造成背光源破裂和

汞释放（Prakash和Manhart，2010年）。附件I为关

注化学品物质、其在电子商品中的分布和相关健康

隐患的名单。 

4.1 化学性质不详 

人们在电子废物中已发现了1,000多种化学物

质，但他们的毒性和环境特性却尚未被人们所掌握。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迅速变化的制造工艺以及某些

行业所使用的化学制品造成（Mvo平台和良好电子

业，2009年）。电子废物中存在一些不太常见的潜在

致污物，甚至在其他污染地区也不常见；因此，人

们对于它们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往往束手无策。这种

化学物质包括（电池中使用的）锂、铍（触点材料）、

锑（阻燃剂）以及（硅片和液晶显示器中用到的）

镓和铟。 

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监管机构和非政府

组织对制造商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电子废物构成

也在发生着变化。用液晶显示器取代阴极射线管显

示器这一做法，将会减轻阴极射线管中的铅浓度；

然而，液晶显示器却含有汞、铟和锌等成分。与之

类似的是，光导纤维可能会替代某些铜线，但它同

时却含有氟、铅、钇和锆等物质。可充电电池的构

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镍镉电池到镍氢电池和锂

离子电池（Robinson，2009年）。此外，大量的环氧

树脂、玻璃纤维、聚氯乙烯、热固性塑料、铅、锡、

铜、硅、铍、碳、铁和铝，以及微量的锗、钽、钒、

铽、金、钛、钌、钯、锰、铋、铌、铑、铂、碳、

镅、锑、砷、钡、硼、钴、铕、镓、铟、锂、锰、

镍、钯、钌、硒、银、钽、钼、钍和钇等都引起了

人们的关注（Chi，2011年）。 

4.2 鸡尾酒效应和代谢物 

化学物质相互影响所产生的“鸡尾酒效应”将

大于单个化学物质所产生的效应。此外，即使混合

物中的单个成分分开不会产生有害影响，而混合物

本身则可能会产生有害影响（Kemi，2011年）。混合

化学物质接触复合杀虫剂、柴油烟雾以及其他烟雾

和混合溶剂后，也会产生有害影响。然而，人们在

理解混合化学物质暴露的潜在影响方面，以及理解

混合化学物与非工作暴露（比如吸烟）的相互作用

的方式方面，还存在着重大差距（国际劳工组织，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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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2. 中国台州市路桥与温岭地区之 

污染问题与“鸡尾酒效应” 

由于人们担心，电子废物的原始回收方法将造

成环境污染，而回收活动所释放的有毒重金属已威

胁了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为此，研究人员已对中

国的许多电子废物回收场进行了研究。中国已成为

大多数电子废物装运让的 终目的地。自上个世纪

70年代起，台州地区便已开始了电子废物回收业务。 

在该地区，大多数拆卸和回收利用活动通常都

在农村的小型家庭作坊里完成，这里的大多数居民

都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电子废物相关的活动（Wang

等人，2011年）。在路桥和温岭附近的电子废物回收

中心，研究人员对349人进行了重金属影响的调查，

并将调查结果与对照小组的118人进行了比较。同时

调查人员还进行了有关风险因素的问卷调查，并对

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受调查人员的尿液

中铅、镉、锰、铜和锌的水平都有大幅度的提高。

调查结果表明，该地区的工作人员和居民的尿镉水

平都明显高于对照小组。因此，原始的回收活动成

为尿液中重金属含量变化的原因，调查结果表明，

那些长期从事电子废物回收的人面临较非常高的健

康风险（Wang等人，2011年）。 

Zhao等人还在同一地区调查了多氯联苯和多溴

联苯醚可能造成的双重污染。调查原因为，路桥早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便开始回收电子废物，在这

里处理了大量含有多氯联苯的变压器和电容器。温

岭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回收电子废物，在这

里曾拆卸过各种含有多溴联苯醚的电子废物。由于

路桥距离温岭只有25公里，因此有可能出现多氯联

苯和多溴联苯醚的“鸡尾酒效应”，对该地区的人体

造成影响。研究人员从两个电子废物回收站采集了

血样，结果显示，人体的多氯联苯和多溴联苯醚含

量都很高。有人表示，如此高的多氯联苯和多溴联

苯醚含量将会对当地居民造成健康风险。由于双重

暴露常引发发育神经中毒、癌症与甲状腺干扰活性

等问题，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双重暴露所造成的人类

健康风险（Zhao等人，2010年）。 

“鸡尾酒效应”表明，普通消费者日常的化学

物质也可能会导致内分泌系统紊乱，引发某种癌症，

并对生殖功能产生不利影响（Goyens，2011年）。令

人堪忧的是，由于目前电子废物的回收方式还不够

正规，回收人员的暴露风险要远远高于普通消费者。

尽管如此，几乎所有污染物的毒性检测都是对化学

物质进行逐一检测，几乎没有任何一项检测是针对

混合的多种污染物进行的。当化学物质与水混合后，

暴露在日光之下，或者消散于含有复杂成份的土壤

中，“鸡尾酒效应”更为明显（SciTechStory，2010

年）。如果化学物质不储存于体内，它们便通过新陈

代谢排泄出体外。这个过程主要发生于肝脏内，但

也通过皮肤、肺、内脏和肾来完成。新陈代谢的产

物被称作代谢物，这些代谢物的毒性与 初的化学

物质差不多。实际上，化学物质暴露所造成的许多

不利影响，都是由于代谢物的影响而造成。然而，

目前尚无有关代谢物毒性效果的充分研究。 

 

4.3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 

目前已制定多种有效法律，旨在帮助人们识别

化学品的危险特性并向世界各地的人们传播关于这

些危险物品的信息。由于不同的国家对相同化学品

的危险性有着不同的描述，因此，信息的丰富多样

却可能造成混淆。联合国召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专

家，建立了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

其目标在于，根据化学品的健康、环境和物质危险 

 

程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制定化学品分类的统一标准，

并为标签和安全数据表制定统一的危险沟通要求。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规定，应就危险品

运输进行化学危险品沟通，并对消费者及相关环境

提出了规定。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是一

项统一的、全球性的技术标准，对各国乃至全球的

化学安全条例法规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国际劳工组

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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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劳工和就业问题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电子废物被视为一种资

源和创收机会。劳工仍是非正规回收链的主要驱动

力，因为他们维持着回收链的低运营成本。一般可

根据发生于正规部门还是非正规部门对电子废物管

理进行划分。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条件在不同背

景下的意义不同。本部分将重点研究发展中国家非

正规电子废物回收部门的就业条件及其中是否存在

雇佣关系。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2006 年《关于雇佣关系的建

议书》（第 198 号），雇佣关系是雇主与雇员之间的

法律关系。当一个人在一定条件下开展工作或提供

服务并获得报酬时，雇佣关系即存在。存在雇佣关

系即可确定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条款得以落实。它

是确定雇主针对工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性质及程度

（国际劳工组织，2011A）的关键参照点。正如下文

所讨论的，在非正规的电子废物回收部门，雇佣关

系往往缺位或不规范。此外，不同国家的电子废物

回收组织也不尽相同。据观察，中国和印度的组织

成熟，但即便存在雇佣关系，它往往也只存在于

部分实现正式化的讲习班或正规企业中。 

在非正规部门，电子废物回收通常是劳动密集

性工种，大都由自雇人员或家庭团队采用 基本的

技术开展；他们收入低，且这些工作往往未登记并

缺乏管理。电子废物回收系统往往是通过交易商、

收集者、物理拆解者和金属提取者等各级人员构成

的贸易价值链来运作的。这条价值链的起点是非法

电子废物贸易或交易过时电子产品的正规部门，这

些过时产品在有组织的市场上进行交易，通过一级

交易商和翻新商流向其他非正规回收者。在充斥着

大量处理复杂废物流的小型、非正规从业者的环境

中，电子废物质量的评估、劳工和就业条件、工作

和商机以及健康和环境风险都是艰巨的挑战。已有

信息表明，大多数工人未被纳入医疗保险或失业及

退休金计划中（Nordbrand，2009 年）。 

非正规电子废物回收部门通常雇用穷人，这些

人极少或根本未接受过正规培训，属于其国家的边

缘群体。他们的组织程度差别很大，一些国家禁止

此类业务活动；而在其他国家，这些活动被公共当

局所认可。在一些国家，这些人游离在法律的灰色

地带，他们的活动原则上是非法的，但实际上又被

接受（Nimpuno 和 Scruggs，2011 年）。被边缘化的

社会群体包括少数族裔或宗教少数群体，农村移徙

者和外来移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这

些人大都依靠非正规就业维持基本生存。人们发现，

工人一般只会在这个岗位上干几年，一旦他们在其

他部门获得更好的工作便会放弃电子废物回收工作

（Nordbrand，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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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3 印度的非正规电子废物回收部门 

印度人口超过十亿，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也

是电子废物的主要生产国和进口国之一。此外，印

度还是世界上经济增长 快的国家之一。 2000 年，

个人电脑人均保有量比 1993 年增长了约 604％，世

界同期平均增幅为 181％（Babu、Parande 和 Basha，

2007 年）。针对城市废物尚无公共废物服务制度。

正规回收部门的规模仍然偏少，目前经由中央污染

控制委员会（CPCB）许可的单位有 16 家，其中大多

数仅从事部分处理和回收。虽然废物部门整体上非

常不正规，但它具有高度组织性。 

非正规的电子废物回收在该行业中占主导地

位，约占所有回收总量的 95％（Kalra，2004 年）。

非正规电子废物部门具有健全的网络，但不受管制。

该领域的资金流动具有高度组织性，由收集者、交

易商、回收者组成的庞大网络通过再利用、翻新和

回收获得经济收益。较低的基础设施配置和运营成

本使其能够赚取利润并主导市场。据悉，贸易价值

链中的每位参与者产生至少 10％的利润。非正规部

门的规模继续扩大。非正规回收中心往往远离新德

里、孟买、班加罗尔、金奈和加尔各答等主要城市，

并迅速扩散到较小的周边城镇（Sinha、Mahesh、

Donders 和 Van Breusegem，2011 年） 

印度的电子废物大都产自本国，但进口废物仍

然占很大一部分，不过总量正在下降。约 80%的进

口电子废物来自美国，其余主要来自欧盟（Skinner、

Lloyd、Dinter 和 Strothmann，2010 年）。新德里

是主要的电子废物回收场所之一，这些场所位于不

同地点（见表 2）。 

新德里是印度首都，拥有连接该国所有港口的

发达交通网络，这使其成为收集废物的理想场所。

因此，处理电子废物的小作坊的数量迅速增加。但

由于 近对非正规活动的打击，在新德里市中心仅

有少数回收中心幸存。回收活动 近开始转向撒拉

兰普和密拉特等卫星城镇，但回收贸易继续在城市

开展（废物管理世界，2011 年）。 

在印度，非正规回收部门的雇工大多是不熟练

的移徙劳工和来自边缘化群体的人员。大多数移徙

者来自北方邦、比哈尔邦、奥里萨邦和西孟加拉邦

等较贫困地区，或者来自孟加拉国等周边国家。劳

动力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虽然非正规部

门被印度当局视为非法，但据信其通过地方政治的

庇护体系得以生存。工人坐在成堆的电子零件间，

每天工作 12 至 14 个小时。大多数工作徒手完成，

在不戴面具的情况下对零件进行清洗、粉碎或加热

（Kalra，2004 年）。许多工人挤坐在不通风的房间

内，光线不足，没有干净的饮用水或厕所。在这些

工人中，多数人抱怨眼睛红肿、呼吸困难并患有持

续性头痛。从事非正规回收工作的工人大多数是文

化水平低的城市贫民，因此，他们很少意识到电子

废物和回收过程的危害（Sinha、Mahesh、Donders 和 

Van Breusegem，2011 年）。 

印度电子废物流的复杂性如图 4 所示。不仅是

电子废物出自许多不同的来源，价值链牵涉的不同

利益攸关方也彼此相关。因此，电子废物不遵循一

套固定的路径。图 4 中的绿色区域和流动表示正规

回收部门，红色代表非正规部门，黄色的利益攸关

表 2 德里的回收场所(Jha, 2008 年；Lakshmi, 2010 年) 

位置 回收流程及部件 

土库曼门 计算机和阴极射线管破碎 

曼德卡 各种电器 

西兰普 各种电器 

夏斯特里公园 拆解计算机，阴极射线管再充电 

罗尼（加济阿巴德） 各种电器 

曼杜里（加济阿巴德） 各种电器 

曼达瓦利 金属回收 

巴瓦纳 各种电器 

纳瑞拉 各种电器 

密拉特（德里附近） 金属回收 

Geeta Colony 各种电器 

(郊区村镇) 各种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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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和流动则表示半正规部门。半正规的利益攸关方

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其他利益攸关方

的互动。他们代表了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

纽带。正规和非正规部门之间也有直接联系，但不

太常见（Skinner、Lloyd、Dinter 和 Stroth-mann，

2010 年）。 

大多数电子废物终结于废料贸易商和经销商，

出于经济原因，这些人通常将废物转移到非正规部

门。电子废物的流动遵循的路径涉及初步、第二和

第三阶段。初步阶段的电子废物工人从由制造商、

进口商、办公室等构成的有组织的正规市场获得电

子废物。这些利益攸关方主要是那些有能力投标和

存储大量电子废物的废料经销商和拆解商（Sinha、

Mahesh、 Donders 和 Van Breusegem，2011 年）。

因为他们对拆解电子废物的兴趣不大，所以由第二

阶段的电子废物工人进行分离和拆解，这些工人的

经济能力有限。 后，第三阶段的电子废物工人不

仅负责拆解和分离电子废物，还尝试提取其中的有

价值材料。虽然上述情况介绍了 常见的做法，但

处理电子废物的其他路线各式各样。电子废物可能

在上述利益攸关方之间转手，某个利益攸关方可能

从事一种以上活动。（Skinner、Lloyd、Dinter 和

Strothmann，2010 年）。 

人们普遍发现，回收链顶端的参与者获得 高

的利润，而第三阶段的工人一天的生活费不到两美

元（Kalra，2004 年）。有人认为，电子废物回收的

正式化将减少其对环境的破坏并提高工人福利。在

印度，非正规回收部门的工作条件仅略逊于正规部

门。虽然捡拾废物者的工资明显低于回收部门内其

他工人的工资，在正规部门内，工人和收集者的收

入大致相同。而在非正规部门，工人可能赚得更多。

捡拾废物者的收入约为 1.20 美元，低于德里约 1.68

美元的 低工资。Attero 是印度唯一一家采用 先

进技术的正规回收单位，它向非技术工人支付的工

资相较于 低工资标准高出 30％至 40％以上。这一

数额比得上在非正规回收部门所赚取的工资（但歧

视和种族隔离阻碍了非正规部门的进步，金属价格

变动引起工资波动）。据估计，在非正规部门的工人

中，成年男性赚取的收入几乎是妇女和儿童的两倍

（Skinner、Lloyd、Dinter 和 Strothmann，2010

年）。 

 

图 4.印度电子废物的流动 (Skinner、Lloyd、Dinter 和 Strothmann，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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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4 加纳非正规电子废物回收部门的就业 

在一些非洲国家（例如贝宁和利比里亚），电子

废物回收活动由个人开展，材料处理量低。然而，

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和加纳都存在有组织的非正规

部门，可获得中等到大批量的已加工原材料。阿克

拉市郊外的阿博布罗西金属废料场是加纳主要的电

子废物中心。它位于科尔勒泻湖畔，该湖是地球上

污染 严重的水域之一。加纳大多数的电子废物从

发达国家进口，这些废物被伪装成二手电子产品，

但往往不能正常使用。 

据估计，在加纳，电子废物处理部门拥有约

25,000 名雇员，养活了约 20 万人，从业者多为男

性。翻新和维修部门已部分实现正规化。收集、拆

解、材料回收和 终处置几乎都只在非正规部门完

成。非正规的电子废物收集活动随处可见，例如挨

家挨户收集以及从仓库和垃圾场收集。非正规的收

集者从 终消费者处以较低价格购买废弃电子产

品，并将其送至废料场拆解。收集者通常自行拆解

电子废物，或者将其交给非正规的回收者。通过回

收得到的金属要么被卖给交易商，要么直接出售给

提炼厂。虽然在特马市有几家熔炉铝和电炉钢工厂，

但加纳没有铜精炼厂。因此，铜大多经由迪拜出口

至中东以及经由香港销往亚洲。外国交易商有时在

加纳购买印刷电路板，然后运至亚洲各目的地

(Prakash 和 Manhart，2010 年)。 

加纳的电子废物回收工作已被并入大量有组织

的小型和非正规企业。在阿克拉从事回收的人大多

是来自该国、长期面临粮食无保障的北部地区的穷

人。尽管存在严重的环境和健康危害，电子废物回

收已被视作是更可靠的生计策略。受雇于电子废物

回收部门的工人年龄大多在 14 至 40 岁之间，每天

工作 10 至 12 个小时，每月加班 108 至 168 小时。

但大部分工人每天或每周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 

此外，工人往往是短期从事这类工作（3 至 7

年），这主要是因为收入低、缺乏就业保障、工作条

件危险以及危害健康。电子废物回收业的工人很少

拥有任何形式的就业保障或社会保障（他们往往需

要依赖家人的支持），因为该部门没有正式的工人参

与机制。不过，也存在一些非正规的集体组织，例

如阿博布罗西的废料业者协会。 

由于电子废物回收业的非正规性，无法提供官

方的收入数据。然而，大部分受雇从事电子废物翻

新和回收的人仍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因为大多数人

的酬劳根据每日的产出确定。收集者的月收入估计

为 70 至 140 美元，翻修者为 190 至 250 美元，回收

者为 175 至 285 美元。因为收入低，收集者是一个

脆弱的群体，若电子废物的正常供应或收集受阻，

他们的收入将进一步减少。翻修企业通常雇用实习

生完成某些任务，从学习和开展技术工作到典型的

家庭任务。一般情况下，实习生无法获得报酬。儿

童（大多是男孩）也在电子废物场所就业，这已得

到确认。儿童往往是自营职业者，很少为任何上级

工作，平均月收入低于 20 美元（见上述所引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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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非正规电子废物回收部门的正规化 

将非正规电子垃圾回收部门发展成为一个透明

机制至关重要，这样可以更好地控制其对环境和人

类健康的影响。与此同时，在正规化过程中，应考

虑到非正规部门的广泛覆盖面并保护相关就业。采

取干预措施和经济支持将非正规的电子废物部门改

造和整合为正规部门，这有助于确保长期发展和创

造可持续就业。 

虽然正规部门的设施确实无法消除所有污染

物，但相较于非正规部门，其所产生的影响显著降

低，且回收效率更佳。因此，可以认为，在回收部

门，正规设施的普及是非常可取的。然而，经验表

明，若不考虑已存在的非正规体系而建立新的正规

废物回收体系反而会适得其反。目前的 佳选择是，

立足于经验和做法，将非正规部门纳入废物处理规

划，同时努力改善方法和所涉人员的生活及工作条

件。人们发现，在非正规回收部门中，缺乏组织的

回收者更容易受到中间商的剥削。由 10 至 20 人组

成的小企业从事经营的资本投资低，可产生许多积

极影响。 

将非正规回收者组成小型企业是一种非常有效

的方法，可提升其回收业务及实务（Wilson、Velis

和 Cheeseman，2006 年）。已确认的正规化基础要素

包括促进集体的形成，能力建设，制定适当的法律

框架，确立适用的业务结构，再加上适当的监测。

通过创立协会，小企业或合作社将被允许正式注册

 

并认证为电子废物回收业者。我们不了解非正规回

收者之间网络的多样性以及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任

务分配和财务机制。因此，需要建立多层次方式以

促进其融入正规回收市场。从非正规行业团体的其

他正规化进程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是大有裨益的，例

如，制定有关成立和注册协会以及业务专业化的适

足办法。 

由于非正规部门获得财政资源的机会有限，需

要考虑采取财政激励措施以使非正规部门的利益攸

关方能够形成融资/投资过程并改进其做法。可引入

经具体分配的环境监测资金和以不断演变的公共和

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为基础的制度。

此外，可能还需采取进一步措施以提供金融援助或

获得信贷、奖励、补贴和保险计划的机会。 

提升回收业务的 佳方法之一是向奖励符合环

境和健康规范的从业者（Raghupathy、Krüger、

Chaturvedi、Arora、Henzler 2010 年）。获得银行

贷款对正规化进程的延续而言至关重要；事实上，

获得信贷和经济收益应是一项重要成果。迄今为止，

针对电子废物回收者所确认的 有可能的资金来源

包括私人投资和地方信贷机制，如小额贷款计划，

但几乎尚未开展工作以评估此类计划的实践情况。

一般来说，成功的正规化战略大都将简单方法和执

行努力相结合，并可改善工人和当地社区的经济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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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5. 中国的电子废物回收部门： 

正规化的挑战 

中国的非正规电子废物回收行业蓬勃发展，这

主要凭借非法进口带来的供应品，国内个人收集，

运用简单方法维持较低的处理成本，通过高度明确

的拆解过程 大限度地回收物资，以及稳定的下游

需求都确保了对非正规工厂出产的大部分产品

（Chi，2011 年）的需求。此外，中国不断发展的

家电制造业需要大量原材料和零部件，相较于欧洲

和北美洲，回收材料在此地的好评度更高(Hicks、

Dietmar 和 Eugsterb，2005 年)。若干法律、经济

和社会因素支持了中国目前的回收格局，例如，中

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标准存在巨大差

距。比如，废弃但未被标示为废物的电子用品仍可

出售给农村用户。农村对电子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

再加上电子产品在城市的使用寿命缩短，这些情况

都驱使相关人员收集二手电子用品并将其从城市运

至农村。在中国，无论是城市贫民和农村移徙者，

都能看到从事废物收集工作的男女老少。 

非正规收集者往往赶在正规回收公司之前从废

物流中分离出电子废物，将其转移至位于中国较贫

困地区的非正规加工厂。因此，正规回收商几乎无

法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购买废弃电子设备，因为其

收集和处理这些设备的成本大都高于从材料回收中

获得的收益。正规回收商较低的获利能力进一步限

制了他们相较于非正规收集者的竞争能力，后者以

简陋技术将正规业者“挤”出市场（Chi，2011 年）。

因此，现代化的回收和处理设施仍然有赖于政府共

同筹资和优惠政策（Hicks、Dietmar 和 Eugsterb，

2005 年）。 

2005 年，诺基亚和摩托罗拉与中国移动共同发

起了“绿箱子”环保计划，在中国各地的 40 个城市

收集消费者的废弃手机及配件。LG、联想、NEC 等

其他 6 家手机生产商于 2006 年加入该计划，使其成

为中国 具影响力的电子废物回收计划之一。然而，

这些政府试点项目和生产商的回收计划均未取得任

何成功，特别是在收集电子废物和承担处理成本方

面，均无法与非正规部门竞争（Chi，2011 年）。消

费者习惯是支撑非正规回收的另一个因素。中国人

习惯上认为自己的废弃电子用品是有价商品，宁可

将其卖给非正规部门，而不是为废物处理付费。在

产生的电子废物中，约有 60％进入了非正规回收渠

道，超过 90％的中国人都不愿意为回收电子废物付

费（Liu、Tanaka 和 Matsui，2006 年）。 

 

图 5 中国的电子废物回收中心（Chi，2011 年） 

在中国，伴随着鼓励转让国际回收技术和西方

废物处理原则，电子废物回收方面的国内和国外投

资显著增加（Chi，2011 年）。 

因此，必须对非正规回收链进行彻底调查，并

针对技术和安全改进开展研究，以获得更好的环境、

健康和安全性能，同时不牺牲该行业目前为地方社

区创造的经济和社会福利。迫切需要更多的信息和

讨论，特别是关于非正规回收行业结构和组织、生

产过程和产品流出、市场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关系、

以及遍及整个回收链的正规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联

系。中国电子废物处理战略的关键问题是引入针对

正规回收的激励机制，以便减少不当的回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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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更多的电子废物转移至正规回收部门网络（见上

述所引著作）。 

中国对电子废物回收行业和注册的正规回收商

进行新的投资，这些回收商的处理设施、环境标准

和回收效率不尽相同。目前，这些设施分布于电子

制造业密集的地区，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省

和广东省。在建立私人回收工厂的同时，中国于2004

年推出了四个国家试点项目（杭州大地、北京华星、

青岛海尔和天津大通），以在收集网络设计、电子废

物处理标准、规章和回收技术方面积累实践经验。

一般来说，中国政府将主要的管理责任分配给地方

政府（见上述所引著作）。 

贵屿镇政府的干预措施 

贵屿镇位于中国东南部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

总面积 52 平方公里，人口 15 万。自 1995 年以来，

贵屿从一个传统的水稻种植区转变为密集的非正规

电子废物回收中心（可能是全世界 大的回收中

心）。在 300 家个体工厂中，超过 75％都参与电子

废物回收，近 10 万外来务工人员就职于该行业。从

事拆解和处理电子废物的日均工资为 1.50 美元。大

约有 150 万吨的电子元件被回收，产值将近 15.6 亿

元人民币，占该镇工业总产值的 90%以上（Wong 等

人，2007 年）。有价值的零件销往深圳等周边城市

的大型电子中心。铁、铜、铝成分则供应给金属精

炼厂，塑料丝在本地再制成中低等级别，而后提供

给附近汕头市的廉价玩具制造商（Chi，2011 年）。 

在研究人员和非政府组织看来，贵屿是个臭名

昭著的地方，他们已经观察到许多因回收技术简陋

造成的健康问题（Sepúlveda 等，2010 年）。汕头大

学医学科学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贵屿镇的电子

废物工人中，88％的人患有皮肤病或染上神经系统、

呼吸系统或消化系统疾病。儿童在工作场所中以受

养人和工人的身份存在，这是另一个特别值得关注

的问题。来自贵屿的报告频繁提到年轻母亲将婴儿

绑在自己身后，在有毒的垃圾堆中翻筛，寻找能利

用的材料（中国劳工通讯，2005 年）。由于贵屿镇

仍然种植稻米，土壤污染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贵

屿的稻田土壤中存在高浓度的多溴联苯醚，这表明，

这些化合物在土壤和植被中持久留存，久而久之，

可能将被缓慢吸收。此外，除了二恶英和呋喃对贵

屿人口和环境的直接影响外，有证据表明，二恶英

和呋喃已通过贵屿镇的电子回收场所转移至附近的

陈店地区（Sepúlveda 等，2010 年）。在媒体和上级

环境部门的压力下，地方当局已努力关闭拆解工场

和非法回收场所。 

贵屿当地政府部门也采取了许多其他措施，诸

如整治环境污染、规划和建造垃圾填埋场、大力改

善基础设施。然而，地方当局很快认识到，很难禁

止非正规回收活动，因为这项工作主要由家庭开展，

几乎不需要任何劳动技能和设施，这意味着从业者

完全可以在其他地方另起炉灶。然而，在经济刺激

的推动下，非正规回收活动仍然存在，强制拆除只

是迫使从业者改变作业场所，或者将操作时间从白

天改到晚上。 

总之，当局往往发现很难通过强制拆除这类激

进的政府干预措施实现禁止非正规回收活动的目

标。鉴于贵屿的前车之鉴，如何通过强制及有效的

监管措施控制非正规回收活动或使其正规化是一项

挑战。提供激励，例如为某些电子废物类别提供固

定价格，可能有助于使一些电子废物流从非正规部

门转移至正规部门，但除非这些激励体系提供的价

格等同或高于目前处理操作产生的利润，非正规回

收者不会将电子废物送往官方收集点。这便催生了

这样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对收集到的电子废物进

行正规处理可能无法产生足够的利润，那么，如何

维持这种价格体系？ 

中国 近采取了变通政策方针，普遍做法是设

立工业园区。侧重于集中分散的个体回收活动，通

过集中管理生产和污染控制来改善处理过程。已在

天津、太仓、宁波、台州和漳州等地建立了拥有可

观处理能力的工业循环园区。在这些园区内，大量

回收工作仍然通过人工拆解方式完成。然而，有关

地方产业的法律规定必须对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保

持敏感。在这种背景下，确保操作安全、职业安全

和针对非正规工人开展技能提升培训课程非常重

要。（Chi，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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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对于国际贸易对环境

影响的担忧不断升级。第 2 部分讨论了一个极具争

议的问题，即包括电子废物在内的危险废物的国际

贸易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的损害。一系列立法都

试图对有害物质的越境转移加以管制。 

旨在管制废物运输的国际公约包括 1989 年《控

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1998

年《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

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和 2001 年《关

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之后又签

订了多项区域公约以监管危害废物的转移。作为国

际和区域公约的补充，国际组织也可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监控有毒物质的运输并开展方案以减少电子

废物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影响。本部分将重点介绍

三项监管有害物质越境转移的国际法律文书，随后

讨论区域和国家立法。相关的国际劳工组织劳工标

准将在第 9部分讨论。 

6.1 多边环境协定 

6.1.1 《巴塞尔公约》 

《巴塞尔公约》负责管理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

其处置，是与解决围绕电子废物及其处理问题有关

的 重要的多边环境协定（MEA）。截至 2010 年 9 月，

《公约》共有 178 个签署国（《巴塞尔公约》，日期

不详(b)）。然而，作为主要行动方的美国并未批准

该公约。《公约》主要涉及贸易措施，以及一些非贸

易措施。它提出了四项主要目标，分别关涉废物的

预防、减少、回收和 终处置层次结构。因此，它

试图首先从源头上减少危险废物的产生；其次，促

进和确保危险废物的无害环境管理（ESM）；第三，

遵循就近原则，倡导在尽可能接近源头的地方处置

废物；第四，管理和监督余下的危险废物越境转移。 

至于那些被视为需要越境转移的有害材料，《巴

塞尔公约》规定了一系列确定了管理和监督目标的

贸易限制。假若进口国未执行对危险废物的彻底禁

止措施，仅可在出口国缺乏无害环境管理能力或者

此废物指定用于回收和再生操作时方可出口废物。

所有这些条件一经满足，运输危险废物还须经过事

先知情同意（PIC）程序。《公约》第 6 条下的该制

度要求出口商向目的地国以及任何中间国家通知其

欲进行危险废物交易的意图，在越境转移前取得相

关国家的同意。《巴塞尔公约》还规定了通过绿色海

关倡议（GCI）进行工具开发和培训活动，以协助各

缔约方执行《公约》并打击非法运输。该倡议的贸

易部分还涉及相关多边环境协定秘书处，包括危险

化学品和废物（《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斯

德哥尔摩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

议定书》），濒危物种（《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濒危物种公约》）和生物安全（《生物多样

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合作伙伴包括

国际刑警组织、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联合国

环境计划署（环境署），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禁毒办）以及世界海关组织（WCO）。 

1995 年第三次缔约方大会（COP3）通过了《禁

令修正案》或《巴塞尔禁令》，该决定禁止出于 终

处置目的从经合组织国家运输有害废物至非经合组

织国家。采纳该决定的理由是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

货物不大可能经过无害环境管理。然而，多年以来，

很少有国家签署《禁令修订》，因此，它尚未发生效

力（见上述所引著作）。2011 年 10 月，在第十次缔

约方大会上，所有 178 个缔约方一致同意允许《禁

令修订》提前生效，这是一项具有重大突破性进展

的决定（BAN，2011 年）。 

2006 年，第八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关于电子电

器废弃物无害环境管理的内罗毕部长宣言，并呼吁

采取针对电子废物的全球紧急行动，以“通过《巴

塞尔公约》为电子废物的无害环境管理创造新的解

决方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6 年）。这也为今

后关于电子废物的战略行动的路线图设定了任务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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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鹿特丹公约》 

《鹿特丹公约》促进出口国和进口国在保护人

类健康和环境上共担责任，并为交流关于可被出口

和进口的潜在危险化学品的信息提供了机会。《鹿特

丹公约》为执行事先知情的同意程序制定了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义务。该公约涵盖已被缔约方禁止或严

格控制的农药和工业化学品（《鹿特丹公约》，日期

不详）。 

6.1.3 《斯德哥尔摩公约》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于 2001 年通过，并于 2004 年生效。该公约要求各

缔约方采取措施消除或减少向环境排放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Bell 和 McGillivray，2006 年）。电子废

物中含有许多被列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化学物

质。该公约旨在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持久存在

于环境的化学物质的侵害，这些化学物质遍布世界

各地，在人类和动物的脂肪组织中积聚。已确认存

在三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农药、工业化学品和无

意产生的副产品。迄今为止，已有 176 个国家成为

该公约的缔约方（《斯德哥尔摩公约》，日期不详）。 

6.1.4 《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

尔摩公约》之间的协同作用 

大多数多边环境协定的主要缺陷是其旨在保护

一个特定的介质而未解决其他介质，从而导致了不

一致。因为存在条约拥挤、重叠和冲突的风险，应

避免多边环境协定扩增和多样化（Beyerlin，2002

年）。三项化学品公约之间的协同增效决定在某种程

度上对此问题作出了回应。协同效应将促进化学品

管理生命周期方法，因为每项公约针对化学品生命

周期的不同阶段。协同增效决定的首要目标是发展

方案合作并支持这三项公约在共同关心领域（如电

子废弃物）的落实。目前正在讨论有无可能将即将

出台的《水俣公约》纳入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

（《巴塞尔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和《鹿特丹公

约》之间的协同作用，日期不详）。 

6.1.5 正在谈判中的全球性汞问题文书 

2009 年 2 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决定制

定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性汞问题文书。其呼

吁立即采取行动，在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促进下，

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汞及其化合物排放的侵

害。成立了一个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C），并有望

在 2013 年完成其工作。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的任务是

减少汞的供应，加强无害环境储存能力，减少对产

品和进程的需求（如电子产品），国际贸易和大气排

放，处理含汞废物并应对合规问题（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日期不详）。 

6.1.6 《蒙特利尔公约》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于

1987年生效，目的是保护臭氧层免受化学品的破坏。

《蒙特利尔议定书》目前管制九十六种化学物质（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臭氧秘书处，日期不详）。这些化学

物质常见于旧冰箱等物品中。 

6.1.7 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 

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是一项国际性政策框

架，旨在促进化学品安全，总体目的是在化学品的

整个生命周期中实现无害管理。目标是到 2020 年使

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方式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重大

不利影响降至 低。目标被分为五个主题：减少风

险、知识和信息、治理、能力建设、技术合作和国

际非法交易。作为一个可持续发展问题，国际化学

品管理战略方针拥有多方利益相关者和多部门特

征，重点强调化学安全（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

2009 年）。此外，关于化学品管理的第二次国际会

议（ICCM2）一致同意启动一个关于产品中化学物质

的项目，其中包括电子产品（Nimpuno 和 Scruggs，

2011 年）。 

6.1.8 关于化学品国际贸易信息交流的伦敦准则 

《伦敦准则》（1989 年）的目标是通过化学品

国际贸易的信息交流在增加化学品安全的过程中向

政府提供协助。《伦敦准则》旨在通过科学、技术、

经济和法律信息的交流加强化学品的无害管理，并

在制定后续文书的过程中向各国政府提供帮助（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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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国际化学品贸易道德守则 

《化学品国际贸易道德守则》（1994 年）是《伦

敦准则》的补充。它涉及各国工业和其他私营部门

等各方，旨在设置原则、指导并管理行为标准，以

促进化学品国际贸易中的无害环境管理。通过执行

该守则，私营部门各方有望参与自愿承诺（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1994 年）。 

6.2 区域立法 

《巴塞尔公约》第 11 条允许缔约方签订关于危

险废物越境转移的双边、多边或区域协定。因此，

非洲、欧盟和南太平洋等三个区域已制定了关于此

类废物转移问题的协定，特别是关于电子废物的协

定。在拉丁美洲，相关协议也已初具规模并发生效

力。 

6.2.1 非洲 

《巴马科公约》 

1991 年 1 月，《禁止向非洲输入有害废物并管

制有害废物在非洲境内越境转移和管理的巴马科公

约》在马里巴马科签署，该公约于 1998 年生效。《巴

马科公约》旨在禁止出于任何理由从非缔约方处向

非洲进口一切危险废物。即便未签署《巴塞尔公约》

的缔约方也禁止向非洲出口电子废物。 

执行该公约旨在对非洲的危险废物贸易与管理

施加更严格的限制（Tutu，日期不详）。然而，由于

缺乏足够和可预见的资源，《公约》执行仍面临挑战。

此外，没有正式记录表明该文书在多大程度上被纳

入国家立法，并且有必要加强跨境合作（Munyua，

2010 年）。根据非洲联盟所述，2010 年，非洲联盟

的 52 个成员国中已有 24 个国家批准了《巴马科公

约》（非洲联盟，2010 年）。 

《德班宣言》 

继 2006 年第八次《巴塞尔公约》缔约方大会制

定了关于电子废物的《内罗毕部长宣言》后，2008

年又达成了关于电子废物的《德班宣言》。它要求各

国按各自进程做出回应，并制定关于电子废物问题

的行动计划（Marriott，2011 年）。它呼吁与已设

立的非洲网络和国际机构合作，建立非洲区域平台

和/或电子废物论坛。它要求各国审查现行法律，进

一步遵守这些法律并修订现行废物管理立法，以兼

顾对电子废物的监管（《德班宣言》，2008 年）。为

此，多个非洲国家正在制定电子废物政策。不过，

迄今为止，旨在禁止进口货物或监管露天焚烧等做

法的政策的执行力度仍然较弱（Marriott，2011年）。 

《利伯维尔宣言》 

《关于非洲健康与环境的利伯维尔宣言》认识

到，有必要推进研究并加强政策，以提高人类对环

境风险因素脆弱性（特别是在非洲）的理解。经确

认的与电子废物有关的风险因素包括化学品、废物

管理不善和新的有毒物质（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

处，2009 年）。 

6.2.2 欧洲联盟 

《奥胡斯公约》 

《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

诸法律的奥胡斯公约》于 2001 年生效，它将环境权

利与人权联系在一起。该公约承认，我们对后代负

有责任，只有通过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才能实现

可持续发展。该公约赋予公众以权利，并向缔约方

和公共机构施以有关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和诉诸司

法的义务。根据公约，《关于重金属的奥胡斯议定书》

是旨在解决欧盟范围内的空气质量问题的八个议定

书之一（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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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电气电子设备（WEEE)指令》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废弃电气电子设备

指令》(2002/96/EC)于 2003 年开始生效。立法的目

的是防止产生电子废物，并促进此类废物的回收、

再利用和其他回收形式以减少处置。该指令还力求

提升电气和电子设备生命周期中所涉及的所有操作

者的环保表现，特别是那些直接参与电子废物处理

的操作者（欧洲联盟委员会，未注明日期(a)）。它

以生产者责任原则为基础，促进电子产品的绿色设

计和生产。包括单独的电子废物收集，使用 佳的

可用处理、回收和再利用技术，使得生产者负责提

供回收资金并处理电子废物（Dickenson，未注明日

期）。由于这一欧洲指令的推行，全球电气和电子行

业日益面临着采用生产者延伸责任的巨大压力（Yu, 

Welford 和 Hills，2006 年）。 

然而，尽管人们针对电子废物问题进行了广泛

立法，但《废弃电气电子设备指令》实施的 初几

年的经验表明，该指令正面临着困难。目前，不到

一半的电子废物根据指令要求进行处理和报告。执

行中的漏洞和困难普遍存在，从而减少了这一欧盟

立法的有效性。人们发现，在绝大多数的电子废物

中，67％完全不知去向，或是被填埋或是被非法出

口至发展中国家（国际电脑援助组织，2010 年）。

此外，每人每年 4 公斤的收集目标未能恰当地反映

欧盟成员国产生的电子废物的数量和增长状况。结

果差强人意，为此，欧盟委员会于 2008 年开始修订

该指令，旨在提高被适当处理的电子废物的数量，

并减少处置量。另一个总体目标是为了更好地控制

电子废物非法贸易。该提案还旨在减少行政负担，

并确保新的政策和立法（例如关于产品营销的新立

法框架）的一致性。新提案制定了强制性回收目标，

相当于各成员国前两年市场上出现的电子废物平均

量的 65％。因此，电子设备消费水平高的成员国将

有着更为壮大的收集目标。总的说来，拟议指令的

目标是形成更好的监管环境，也就是一个简单、易

理解、有效和可执行的监管环境（欧洲联盟委员会，

未注明日期（a））。 2012 年 6 月 7 日，欧盟委员会

通过了一项指令，既提高了各成员国每年必须收集

的电子废物的数量，又建立了生产者责任制。此外，

法律的范围得以扩大，以便在原则上覆盖所有电子

废物。 

《限制电气电子设备中的有害物质指令》 

《限制电气电子设备中的有害物质指令》 

(RoHS）(2002/95/EC) 自 2003 年起开始生效。其目

的是限制使用电气和电子设备中的有害物质，有助

于保护人类健康和电子废物的环境无害化回收与处

置（欧洲联盟委员会，未注明日期（b））。 

《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规定》 

《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规定》(REACH)

于 2007 年开始生效，其主要目的是确保高水平地保

护人类健康，并使环境免受化学品所带来的风险。

REACH 向行业施加责任，评估和管理化学品所带来

的风险，并向其用户提供适当的安全信息（欧洲联

盟委员会，未注明日期（c））。 

《欧盟废物框架指令》 

2008 年《欧盟废物框架指令》（第 EU2008/98/EC

号指令）的总体目标是使欧盟拥有独立的废物处理

能力（欧洲环境署，2009 年）。 

6.2.3 拉丁美洲 

在制定电子废物管理的法律框架方面，大多数

拉丁美洲国家仍然落后。不过， 近也有一些新的

发展，例如，哥斯达黎加是该地区第一个制定专门

的国内电子废物法律的国家。在区域协定方面，2006

年南方共同市场政策协议授权其成员国阿根廷、巴

拉圭、乌拉圭和巴西采取国家行动以确保生产者和

进口商承担售后责任。该区域尝试引进生产者延伸

责任的概念，将其作为环境政策原则。此外，2006

年，美洲国家组织（OAS）在圣多明各的会议上宣布

其准备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采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以

防止和减轻负面影响。美洲国家组织与瑞士政府结

成了合作伙伴关系，近期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开发了处理计算机废物的区域平台（Boeni, Silva 

和 Ott，2008）。此外，中美洲一体化体系（SICA）

正在制定一项具有示范意义的废物法律，以商讨中

美洲可能面临的共同危险废物规则，其中可能包括

电子废物（Ripley，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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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南太平洋 

《瓦伊加尼公约》 

《瓦伊加尼公约》禁止有害和放射性废物的输

入，管制和管理有害废物在南太平洋区域内的越境

转移，该公约签订于 1995 年 9 月，于 2001 年起生

效。其目标是禁止向太平洋岛屿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输入有害废物，并规范和促进在公约区域内（涵盖

了 24 个太平洋岛屿论坛国家的领土）产生的此类废

物的无害环境管理。截至 2008 年 6 月，该公约共有

13 个缔约方。其他国家（包括马绍尔群岛、法国、

联合王国和美国）可通过向南太平洋秘书处秘书长

交存加入文书来加入太平洋岛屿论坛，但这些国家

尚未这样做。电子和电器废弃物被纳入到《公约》

附件 A 中，尽管该附件列出了危险废物，但目前还

没有针对电子废物的具体参考。然而，附件 A 包括

了由镉和铅化合物等组分构成的废物（太平洋区域

环境方案秘书处，2008 年）。 

6.3 选定国家的国家立法 

各国之间在电子废物的定义和立法方面存在很

大差别。各国通常自己制定法律，并有着一系列的

应用及解释。各国面临的普遍挑战包括，负责任机

构的容量和能力有限，法律文书执行不力，利益攸

关方参与情况不佳，具体的定义、法律文书、政策

或战略的缺乏。以下是对选定国家的国内立法的研

究。 

6.3.1 加纳 

加纳已批准了《巴塞尔公约》、《巴塞尔禁令修

订案》和《巴马科公约》。2011 年 7 月，加纳政府

终确定了《电子废物（处理和回收）条例》，该条

例将对电子废物的进口进行管制（加纳商业新闻，

2011 年）。该条例将要求电子废物进口商为进口的

电子废物支付回收费用。同时，加纳政府还在考虑

完全禁止 寿命超过 五年的电 子产品的 进口

(Marriott, 2011 年)。违规行为将受到罚款，罚金

将被投入到电子废物回收信托基金之中。其他措施

包括指定处置集合点，及制定安全处置电子废物的

行为守则（《巴塞尔公约》，未注明日期（a））。尽管

该国 近采取了这些行动，但该国正日益成为电子

废物的主要目的地，也是世界上网络犯罪的首要来

源地之一。盗用身份的风险正在增加，致使知识产

权受到了破坏（Mvo 平台和良好电子业，2009 年）。 

6.3.2 印度 

印度已经批准了《巴塞尔公约》，但未批准《巴

塞尔禁令修正案》，并正式反对该修正案的执行

（BAN，2011 年）。此外，尽管印度已制定了广泛的

环境法律，但尚无针对电子废物的专门法律或准则。

禁止进口危险废物的条例还不够完善，进口的电子

废物仍然有途径进入该国（Montrose，2011 年）。

博帕尔毒气悲剧发生后，印度于 1986 年颁布了该国

的第一部综合环境法律—《环境（保护）法》（Kalra，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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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颁布的《危险废物（管理，处理和越境

转移）规章》适用于电子废物，但却主要适用于工

业废物，缺乏处理复杂的电子废物的规定。人们认

为该规章还不够充分。此外，它缺乏透明度，使其

无法应用，并导致做法不当。2007 年，印度开始执

行关于电子废物管理的单独准则，但其具有自愿性，

影响十分有限。因此，许多利益攸关方开始关注对

单独的电子废物监管框架的需求（Sinha, Mahesh, 

Donders 和 Van Breusegem，2011 年）。此外，虽然

有各项进口、环境、劳工和工厂等领域的相关法律，

可对印度的电子废物构成影响，但这些法律实际上

并不适用于非正规部门。印度各邦也被要求遵守环

境保护的相关规定，但据了解，这导致了执法不严。

例如，尽管中央政府声称未向任何电子废物进口商

提供强制清关证书，但电子废物却定期经由各口岸

进口并通过海关（Smith, Sonnenfeld 和 Naguib 

Pellow，2006 年）。除了缺乏资金和政府执法能力，

这种局面也源于对此问题的认识不高、文化水平低、

贫困、高度官僚化结构和态度等问题（Sinha, 

Mahesh, Donders 和 Van Breusegem，2011 年）。

因此，印度今后可能会成为更受欢迎的电子废物贸

易场所。 

缺乏专门立法是印度所面临的 大障碍之一
4
。

该国已成立关于电子废物的任务组，旨在提出新的

立法（Finlay，2005 年）。2010 年 10 月 4 日，印度

政府宣布，新的电子废物法律将于 2012 年 5 月 1 日

起生效。新规定要求电子废物的所有从业者进行登

记，不论其在正规或非正规部门。该法律还规定了

生产者延伸责任条款及减少有害物质条款（基于欧

盟委员会的 RoHS 指令）。新规定为非正规部门利益

攸关方实现正规化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能性。

（ Raghupathy,  Krüger, Chaturvedi, Arora, 

Henzler，2010 年）提供了可能性。 

                                                              
4  相关国家法律包括：《危险废物（管理和处理）

修订规定》（1989 年），《工业重大事故危险源管制

规定》（1990年），《制造、储存和进口危险化学品

规定》（1989年和 1990 年补遗版）(可参见: 
http://www.ilo.org/safework/info/WCMS_112575/lan
g‐‐en/index.htm). 

6.3.3 墨西哥 

墨西哥产生的人均电子废物数量较高。自 2006

年该国制定了国家电子废物清单以来，人们对电子

废 物 管 理 的 关 注 程 度 也 越 来 越 高 。

（(Gavilan-Garcia, Román-Moguel, Almada-Calvo 

和 Aburto-Mejía，2009）。自 2006 年起，该国法律

规定了废物收集制度，但仍缺乏基础设施。法律框

架虽然存在但却很少得以执行，填埋仍是废物的主

要处置方式（Gonzalez Llera，2004 年）。电子废

物回收企业确实存在，但大多数企业的业务仅局限

于拆卸设备，回收有用部件，研磨和分离材料。因

此，国内的回收活动侧重对塑料、玻璃和铜进行再

加工，而贵重物料则被送往国外进行贵金属回收。 

墨西哥《废物预防和综合管理普通法》（LGPGIR）

对电子废物进行了界定，但却未将电子废物视为危

险品（Gavilan-Garcia, Román-Moguel, 

Almada-Calvo 和 Aburto-Mejía，2009 年）。普通废

物法规定，相关行业需针对某些“技术废物”（包括

电子制品）提交“环境管理计划系统”。在该国，已

有几个州针对其环境法律框架提出了新的废物规

定，将电子废物在内的“特殊废物”纳入法律范畴

内。目前，产品回收的责任已被分配到各市政当局。

然而，墨西哥的市政当局既没有法律基础结构，也

没有经济或人力手段来解决日益严重的废物问题。 

另一方面，墨西哥已经批准了《巴塞尔公约》。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由于墨西哥的非正规电子

废物部门较小，故该国具有引入 先进的电子废物

回收技术的巨大潜力（Schluep 等人，2009）。2006

年，墨西哥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开展合作，在蒙特

雷安设了拉丁美洲 先进的电子设备回收设施，这

也是墨西哥首个大型电子回收项目 （商业资讯，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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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已经批准了《巴塞尔公约》、《巴塞尔

禁令修正案》和《巴马科公约》（Wanjiku，2008 年）。

《国家环境（电气电子部门）条例》和《有害废物

（特别刑事规定）法令》于 2011 年起生效。法律限

制了（在该国 终处理的）危险废物的进口（拉各

斯州环境保护局，2011 年）。此外，该国还建立了

电子废物多方利益攸关者协商委员会，以制定关于

电子废物管理的国家政策方针和行动计划。尼日利

亚国家环保标准和法规执行局（NESREA）成立于2007

年，负责执行所有环境法律、法规和准则，包括监

测和管制电子废物（Benebo，2009 年）。全国有毒

倾倒监视方案（NTCWP） 近恢复了相关活动。该方

案要求电子废物的进口商在国家环保标准和法规执

行局登记（拉各斯州环境保护局，2011 年）。 

总的来说，尼日利亚对电子废物的管制不够充

分，环境法律的执法力度不足，在执行生产者延伸

责任和生产者回收的过程中面临着困难，普遍缺乏

相关意识和资金。由于没有针对电子废物的物料回

收设施和/或适当的固体废物管理设施，废物材料

终往往被堆放在露天场所并被无序填埋（Wanjiku

年，2008）。 

6.3.5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已经批准了《巴塞尔公约》及《巴塞尔禁

令修正案》。不过，由于非法活动较为普遍，中国的

局势比较严重。中国虽不缺乏相关法律和法规
5
，但

却缺乏足够的执法资源。环境保护部（环保部）是

监督和管理电子废物污染的主管部门，负责预防和

控制电子废物污染（Ni 和 Zeng，2009）。 

                                                              
5  相关的国内劳动法请见:   

http://www.ilo.org/safework/info/WCMS_112575/lang‐‐en/ind
ex.htm.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2011

年）规定，对电子废物的任何处置应符合国家综合

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劳动安全和人体健康保护的

要求。该条例要求，电子废物再利用之前应被送至

政府授权的设施场所进行处理。进口的电子废物须

符合污染控制信息的相关法规，提供有害或有毒含

量。非法活动将受到处罚，生产者和进口者应向电

子废物回收和处置基金提供赞助（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2009 年）。非正规部门尚未被纳入到立法

框架内，而可用法规对非正规回收者的适用性不强。

由于该国非正规回收业发展强劲且普遍，影响着国

内电子废物的回收模式，因此中国应将非正规部门

纳入考虑范围内。鉴于到诸如产品范围、供资机制

和部门职责等一些监管关键点尚未被明确这一事

实，供资方案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Chi，2011）。 

《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2006 年）

（中国 RoHS）对电子产品生产中的铅、汞、六价铬、

镉、多溴联苯阻燃剂、多溴联苯醚阻燃剂等六种有

害物质加以限制，并促进绿色产品设计、强制性标

签，提供成分及有害物质信息及回收再利用等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9 年）。 

《电子废弃物进口禁令》（2000 年）每年更新

一次，包括废弃电脑、显示器和显像管等相关内容

（（见上述所引著作））。《环境保护法》（1989 年）

引入了污染控制和预防原则和“污染者付费”原则。

《清洁生产促进法》（2003 年）引入了“生产者责

任制”概念，以鼓励生态设计和生命周期方法。《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规定了生产商、

零售商、进口商和消费者的责任，并引入了“3R”

原则：即减少、回收和再利用 

中国还在北京、上海、南京和广东省在内的主

要区域引入了一系列地方行政措施，对企业、交易

商和消费者的行为进行监管，并建立了关于电子废

物回收再利用的地方体系（Chi，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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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的废物管理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仅有

几处未受监管的垃圾填埋场。大量的电子废物被存

储在仓库和家庭内。塞尔维亚还有些以罗曼人等弱

势群体为主的非正规部门，活动较为频繁（Tosic，

2010 年）。一般来说，由于具有复杂性和缺乏潜在

买家，收集者对电子废物缺乏兴趣，因此，他们首

先考虑纸张、塑料和废金属等物料。不过，有些高

度无组织的非正规电子废物回收者采用简陋的技

术，例如通过燃烧电缆来提取铜。这些做法不受监

管，也不受任何雇用合约的限制（巴尔干电子废物

管理宣传网络，2010 年）。 

在塞尔维亚法律中，电子废物被归类为特殊废

物，因此具有危险性。《关于废物处理的国家法律》

于 2009 年获得通过（该国已于 2003 年禁止进口使

用过的电子设备）（Tosic，2010 年）。此外，1991

年《环境保护法》也适用于电子废物。然而，资源

匮乏却导致监管不力和社会认识程度低。上述法律

于 2010 年得以修订，旨在与欧盟法律保持一致

（Stankovic,2011 年）。 

6.3.7 瑞典 

在瑞典，人均每年收集将近 17 公斤的电子废

物，使该国成为世界上 佳电子废物收集国之一（位

列第二，仅次于挪威）。生产者对危险废物负责的文

化已延续了多年，自 2001 年起，生产者对电子产品

也负有责任（WEEE，未注明日期）。2001 年该国启

动了生产者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方案—Elretur。地方

当局向信息、宣传和收集点提供管理和资金，而生

产者则为运输、处理和回收利用供资。该合作形式

被认定为成功范例（Elretur，2010 年）。 

2005 年，《电气和电子设备生产者责任的国家

条例》开始生效（WEEE，未注明日期）。瑞典 WEEE

法规主要规定生产者必须在瑞典环保部登记并提交

信息，为电子废物的收集、回收和再利用供资，为

投放至瑞典市场的新电子设备贴标签。此外，可对

任何未能履行义务的利益攸关方处以罚款。瑞典制

度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市政当局和生产者之间长期以

来的成功对话，基层组织，回收中心和瑞典的废物

文化，以及家庭对垃圾分类的高度认识。另一方面，

瑞典还确定了面临的挑战，包括信息的可用性，小

型电器废物收集，在公寓楼房和小企业进行收集，

生产场所收集点、标记和后续工作，处理要求的统

一，生产者和回收者之间的其他联络以及非法贸易

跟踪等（瑞典环境保护部，2009 年）。 

6.3.8 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是少数几个未签署《巴塞尔公约》的国家

之一。因此，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电子废物是

合法行为。美国也缺乏针对大多数电子废物的连贯

一致的联邦法律（阴极射线管显示器除外）。 由于

阴极射线管显示器的铅含量，它被认为具有危险性，

因此，阴极射线管显示器出口商须向美国环保部告

知其出口意向并征得进口国的同意后方可装运。一

些州已执行了电子废物法律，但各州立法之间存在

差异，使得合规成本增加并降低了立法的有效性。

到目前为止，已有 25 个州通过立法，强制全州电子

废物回收遵循生产者延伸责任方法，并禁止填埋电

子废物。某些州还实行了电子废物回收者认证制度，

诸如“电子管家”标准，要求企业停止向发展中国

家出口电子废物，并禁止在城市垃圾填埋场或焚烧

炉处理电子废物（电子产品回收联盟[ETBC]，2011

年）。 近，美国环保部将电子废物处置增列至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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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虑事项列表；但是，环保部仍然允许在城市固

体废物填埋场安全处置电子废物。环保部还提倡电

子产品环境评估工具（EPEAT）的使用，这是针对台

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和显示器的自愿环保性能标准。

美国环保部正在努力制定该标准的路线图，包括明

确产品建议书类别，潜在关切领域，利益攸关方名

单，未来标准研究的潜在资金来源和有可能的工作

执行建议（零废物联盟，2011 年）。 

2010 年，奥巴马总统委托电子设备监管任务组

制定“一项国家电子设备监管战略，其中包括各机

构如何管理自身电子废物的程序”（ETBC，2011 年）。

2011 年，《负责任电子产品回收法案》在众议院提

出，这项法案将限制向印度、中国、尼日利亚和其

他国家出口电子废物，该法案很有可能获得通过

（BAN，2011 年）
6
。 

总的说来，很显然，许多国家都缺乏适当的立

法。执法不严和非法活动均是很常见。然而，更显

而易见的是，仅通过加强执法还不足以解决这些问

题，还可以发挥诸如财政激励措施和生态标签等软

措施的作用。此外，应将拟订法规与正规的回收基

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Zoeteman Krikke Venselaar，

2010 年）。 

--------- 

                                                              
6  其他相关的联邦法律包括：《有毒物质控制

法》（2000 年）、《职业性铅接触法》（1995 年）、《危

险品材料运输法》（1994年）、《危险废物操作和应

急响应规定》（1994 年），《危险通讯规定》（1987 年）、

《危险废物操作和应急响应规定》（1991 年）、《国

家环境教育法》（1990 年）、《危险物质规定》（1990
年），《多氯联苯（PCBs）‐  处置和标记》（1978 年）

（可见于

http://www.ilo.org/dyn/natlex/natlex_browse.country
?p_lang=en 和 p_country=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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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针对复杂的电子废物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 

 

 

 

电子废物是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跨领域问题，

因此，需要跨部门执行。包括业内人士、政府、海

关部门、监管机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民

间社会在内的众多利益攸关方都参与其中（见附件

III）。我们需要的是针对电子废物采取一系列干预

措施、国际合作和以目标为导向的行动。 

7.1 地方解决方案 

经验表明，仅依靠禁令或与非正规回收者开展

竞争，并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电子废物管理的未

来不仅取决于当地政府和回收服务从业者的实效

性，还取决于社区参与以及国家、区域和全球倡议。 

诚如第 3 部分所述，非正规回收往往雇佣成千

上万的贫困人口从事危险工作。因此，第一要务应

该是设法解决该行业的职业风险。 重要的是，应

采取行动以减轻地方一级的现有问题（Williams 等

人，2008 年）。此外，需向工人告知电子废物处理

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Wang 等，2011 年）。在

无害环境管理以及职业安全和健康等问题上，以及

如何形成合作社并融入正规部门等方面，需要推行

相关方案和活动，以提高人们的认识。但请注意，

非正规废物部门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这些部门的组

成人员均为仅受过很少教育或未受过正规教育的穷

人，许多人都是文盲。因此，在考虑信息和教育的

作用时，应牢记上述事实（Nimpuno 和 Scruggs，2011

年）。 

经济刺激推动着非正规行业的增长，这是一项

重要挑战。虽然有必要实施专门针对电子废弃物的

适当法律，但在治理资源有限的国家和地区，执法

仍是一项挑战（Hicks, Dietmar 和 Eugster，2005

年）。非正规部门缺乏适用的廉价、安全和简单的加

工方法，而研究者们却刚刚开始注意到这一情况

（Sepúlveda 等，2010 年）。因此，在加强监管的同

时，须鼓励非正规回收者不要从事破坏性过程，诸

如提供奖金以使回收者将零部件送至中央回收场

所，而非自行处理（Williams 等，2008 年）。将非

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进行整合并创办合作社，将有

助于减少污染并改善资源管理。 

7.2 国际解决方案 

一种可能的国际解决方案是以工厂为基础装运

电子废物，要求任何寻求出口电子废物的企业必须

与进口国的工厂签署一份合同。虽然这种方案具有

可行性，但所涉及的国家必须落实国家电子废物法

律。能力培训在国际解决方案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进口国和出口国的众多利益攸关方需要接受关于此

问题的培训和教育。 

另一个解决方案是激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双向流动，这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手工、

就业密集型操作和发达国家的物料回收业（Vasudev 

和 Parthasarathy，2007 年）2009 年，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对 11 个国家的可持续电子废物回收潜力进

行了分析。肯尼亚、乌干达、塞内加尔和秘鲁等被

视为在引进以能力建设为重点的预处理技术方面具

有前景。印度和中国在非正规部门能力建设的强力

支持下，具有引进预处理和终处理技术的潜力。哥

伦比亚、摩洛哥、南非、墨西哥和巴西有潜力在进

行技术和知识交流之后根据自身需求改造预处理技

术，并在一定程度上改造终处理技术。环境署确认，

将电路板和电池等重要的电子废料部件出口至经认

证的终端处理者处，对于未来能否取得成功至关重

要。环境署还确认了电子废弃物回收的持续利用技

术所面临的障碍：对非正规部门施加了强大影响的

政策和立法、技术和技能、企业和融资，以及较低

的技能和认识水平。环境署的研究表明，有必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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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和企业的替代业务模式提供奖金，发展创新中

心，融合非正规电子废物回收者。但是，在铭记区

域和社会背景的同时，还要认识到，由于实施高科

技、资本密集型的回收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同，

替代业务模式未必适合每个国家或地区（Schluep

等，2009 年）。 

在寻求国际解决方案时，机构间的合作也很重

要。利益攸关方不仅应了解废物流，也应了解哪个

政府机构或组织负责监管废物流（Skinner, Lloyd, 

Dinter 和 Strothmann，2010 年）。如果所有国家

都能执行《巴塞尔公约》关于禁止危险废物越境转

移的全球禁令，公约机构间的合作将得到加强。 

生产者也应该通过减少和消除其产品中的有害

物质，制造易于回收再利用的长效产品以及建立切

实有效的回收方案来承担自身责任（Joseph，2007

年）。还必须注意到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之

间在信息技术采用率方面的差距，正是这种差距导

致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然而，必须承认，发展

中国家的二手电脑市场生机勃勃、日益发展，目前

的政策将提高针对较低收入消费者的电脑价格

（Williams 等，2008 年）。 

目前过期失效电子产品的管理政策重点是强制

回收制度、限制产品中的有毒含量以及寻求管制或

禁止电子废物交易。 

7.3 生产者延伸责任 

可持续的电子产品生命周期体系应考虑到环境

正义、预防原则和生产者延伸责任。近年来，大部

分与废物有关的政策都立足于生产者延伸责任，要

求电子产品生产者对其产品的处置承担经济责任。 

生产者延伸责任开创了行业生态和环境可持续

性的新时代（ Halluite, Linton, Yeomans 和

Yoogalingam，2005 年），包括强制性或自愿性回收

政策以及回收费用或处置费用政策。它将责任由市

政当局转移至上游生产者（Yu, Welford 和 Hills，

2006 年）。在有效的生产者延伸责任方案中，生产

者将处理废物的真实成本内化于零售价。其目的是

鼓励生产者生产既便宜又易于回收的毒性较低的设

备。生产者延伸责任进一步向企业施压，以解决产

品的生命周期问题，尤其是过期失效产品问题。它

还推动了商业模式、回收物流和设计变更等方面的

创新，以降低产品对环境的影响。该政策完全不同

于传统的回收做法，它将生产者的责任延伸至产品

生产到过期失效废物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中

（Nimpuno 和 Scruggs，2011）。在欧盟，人们已找

到了根据欧盟指令标准建立功能完善的生产者延伸

责任制度的主要挑战，其中包括废物收集、国家登

记、物流和供资。 

在国家层面上，通常有两个电子废物收集系统

类别，即“集体系统”和基于竞争的“信息交换系

统”。集体系统（见图 6）大多通过生产者捐款供资，

涉及市政收集和储存。信息交换系统（见图 7）涉

及零售商或生产商的回收和存储。虽然两个系统各

有优缺点，集体系统是目前的优先选择，已在不同

国家进行了“尝试和测试”。这两个系统旨在以更低

的成本向消费者提供电子废物管理服务，并确保国

家法律的遵守。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已根据生产者延伸责任设

计或制定了法规。这些国家可汲取欧盟指令执行过

程中的经验教训并从中受益（Nimpuno 和 Scruggs，

2011 年）。研究人员开展了有关中国企业回应欧盟

生产者延伸责任政策的研究。研究发现，回应速度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结构和客户要求。中国公

司大多采取被动回应，而不是主动遵守生产者延伸

责任法律（除非对销售造成了直接影响）。因此，广

泛转移至中国的外包生产成了生产者延伸责任的重

大障碍（Yu, Welford 和 Hills，2006 年）。 

生产者延伸责任政策可推动产品的绿色设计，

因为该政策认为，若生产者须自行处理自己的产品

废弃物，他们将有更多的动力来使用可回收物料或

不会产生危险废物处理成本的物料（Nimpuno 和

Scruggs，2011）。许多电子产品生产企业已在其产

品中淘汰了诸如聚氯乙烯和溴化阻燃剂等物质，并

减少了铅、砷、汞的使用，引入方案以逐步淘汰铍

和邻苯二甲酸盐。然而，锑和其他物质及金属仍在

使用中。产品产量不断增加，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

发展中国家电子产品使用的增长势头，将对生命周

期管理、延长的使用寿命和生产者延伸责任提出更

高的需求(Wheeland,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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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荷兰集体电子废物系统的财务模型 

(改编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和经济司，2007b, 第 83 页) 

 

图 7.日本竞争性电子废物系统的财务模型 

(改编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和经济司，2007b, 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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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绿色设计 

目前，大多数公司根据计划或有意识的废弃来

设计自己的产品。这种做法通过市场营销和零售手

段得到加强，价格承受能力和便利性已取代了产品

耐用性，成为首要驱动因素（Clapp，2005 年）。电

脑的平均寿命从 1997 年的六年降至 2003 年的两年

（Mvo 平台和良好电子业，2009 年）。绿色设计的标

准包括降低毒性和能源使用，精简产品重量和物料，

并确定易于组件和材料再利用的机会等因素。

（Joseph，2007 年）。绿色设计战略需着眼于整体，

将电子产品生产的各个方面考虑进来，而不仅仅关

注温室气体的产生或某些化学品的淘汰。 

电子产品回收联盟提供了标准清单供全面评

估，以将潜在的环境，人类健康和社会影响降到

低，其中包括： 

● 碳中和 

● 大限度地提升设计，使产品具有可修复性，再

利用度和耐用性 

● 可回收计划及便于拆卸 

● 尽量减少毒性 

● 尽量少用纯净原材料 

● 投资于超越目前主导技术的解决方案 

● 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并接触利益攸关方 

● 再利用以及应用零废物政策（电子产品回收联

盟，2011 年）。 

当前的工作重点是某些化学品的淘汰，而很少

关注易于拆装等其他方面。不过，以布鲁姆笔记本

电脑的原型为例（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芬兰阿尔托

大学的一组学生设计），该电脑无需任何工具，用手

即可完全拆卸，使升级变得更容易，只需简单地更

换零件即可完成， 终实现设备回收。某些电子公

司已经显示出对该产品的兴趣，然而，由于电子产

品废弃的计划性，它不可能在短期内被采用（斯坦

福大学，2010 年）。同样需注意的是，即使在电子

用品设计中完全放弃有毒物质的使用，但因非正规

回收过程中采用简陋技术所造成的环境和健康影响

仍然非常严重，令人无法接受。因此，应要求设计

中所使用的物料即使通过 原始的方法处理（如露

天焚烧）也不会产生有毒物质，以消除消极的环境

和健康影响。（但是，凭借目前已知的材料和技术，

可能无法设计出在露天焚烧条件下，对环境和健康

无负面影响的电子用品。）淘汰贵金属将影响非正规

回收者从电子产品中获得利润，但目前这种劝阻措

施尚不可行（Williams 等，2008 年）。 

7.5 电子废物问题的系统分析方法 

本部分将分析电子废物问题的根源和效应，驱

动和影响，旨在整体宏观地看待问题，以便超越“权

宜之计”。本章节使用了可持续发展研究、政策、经

济学和管理领域的新工具—系统分析方法，可用于

设计干预措施。系统分析识别并映射出真实世界的

相互关联性和复杂性。 

一般来说，每个社会可被描述为四个维度：即

经济、社会、环境和体制。每一个维度都是复杂、

动态、自我组织和不断演变的实体，使得耦合系统

具有巨大的复杂性（Spangenberg，2005 年）。解决

问题的战略往往形成于线性思维的基础上，却忽视

了问题反馈和行为。这一系统观点通常面向长期条

件，从而帮助确定系统行为识别是否发生延迟并尽

快进行反馈（Haraldsson，2000 年）。系统方法有

助于突出值得更深入研究的政策问题。虽然系统模

型可能无法提供明确答案，但却提出了相关问题

（Chan, Hoffman 和 McInnis，2004 年）。 

7.5.1 核心理论 

当前电子废物问题分析的基本假设是，电子废

物贸易主要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这又

导致了此问题的庞大性。（但必须指出的是，即使没

有贸易，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其国内也会产生大量

的电子废物。）下述理论提供了系统分析的基础和根

本设想，有利于更好地理解该问题。 

“竞相逐低”理论 

“竞相逐低”假说是一种对全球化的常见批判。

这种理论认为，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竞争加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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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导致环境和劳工标准及法规的降低。这是因为，

一般来说，高利率的企业税，严格的劳动法或严厉

的环境保护会减少利润率。试图维持高标准的政府

会发现，其他地方存在的较不严格的法规消弱了政

府的努力，这将导致国际标准整体降低（Medalla

和 Lazaro，2005 年）。 

不过，这种一般性理论存在着复杂性和例外，

例如，一些国家决定执行严格的法律，它们认为严

格的法律是提高生活质量的手段，而不一定是经济

发展的障碍。此外，企业将生产从发达国家转移到

发展中国家，有时还会带来先进的环保和劳动做法

（Konisky，2007 年）。 因此，由于行业差异，“竞

相逐低”理论往往因部门而异。然而，很显然，已

有证据证明，电子废物领域适用“竞相逐低”理论

并存在执法不严的情况。 

 “污染天堂”理论 

“污染天堂”理论与“竞相逐低”理论有着直

接联系，但它更关注环境法律与标准。它指出，污

染密集型的经济活动倾向于迁移到相关环境监管成

本 低的管辖区（Lepawsky 和 McNabb，2010 年）。

这种理论与全球化和南北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不同影响的争论，以及全球化是否会导致工

业“飞离”北方并在南方形成“污染天堂”等问题

相重合。（Medalla 和 Lazaro，2005）。电子废物的

“污染天堂”现象存在于某些发展中国家。在这些

国家，废物处理者实际上具有强烈的动机以避免税

收和法规管制，并非法处置废物。 

疏远理论 

相较于以前，当代消费者与废物的地理距离更

为遥远，废物收集服务几乎无法产生对废物收集情

况和去向的了解。消费文化、浪费习惯、产品的可

处置性更是加剧了上述现象（Hawkins，2006 年）。

消费社会的特性，例如过量购物和浪费，是当代生

活方式的症状，丰富和便利的做法与更负责任的处

置行为格格不入。因此，大多数消费者不再与其消

费行为的环境意义有任何关联(Bekin, Carrigan 

和 Szmigin,2007 年）。就电子产品而言，废物往往

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和处置，增大了与发达国家消费

者的距离，使消费者缺乏对相关信息的了解。因此

有人指出，消费者作出的决定将使废物永久存在下

去（Vasudev 和 Parthasarathy,2007 年）。 

 

图 8 电子废物问题框架 

图 8 表明，电子废物贸易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

然而，此问题主要在地方和国家一级通过立法等手

段得以解决。当地非正规电子废物的回收活动通过

国际贸易和大气以及其他途径造成了跨界污染。在

国际层面上着手解决电子废物贸易问题便等于对准

了它的源头，因此，更有可能产生解决此问题的方

案。 

7.5.2 因果关系图 

因果关系图（CLD）可用于理解错综复杂的影响

因素，而该等因素往往导致各种形式的反馈回路。

此类循环在系统复杂性方面增加了时间维度，经常

以不明显的方式放大或抑制行动的预期效果。重要

的是，人们需要了解问题的原因和影响，以及社会

的不同方面与自然环境如何通过反馈回路相互联

系。反馈的概念证实了行动之间如何能够加强或抵

消（平衡）彼此。利用因果关系图，可以构造出循

环连接和问题反馈。电子废物贸易问题的因果关系

图如图 9 所示。红色的“Rs”指的是增强系统，由

于各组分之间的同等影响（可以是向下或向上盘旋

的影响），故具有不断升高的效果。红色的“Bs”代

表平衡或稳定系统，在该系统中，存在着控制指数

增长或者限制发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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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电子废物贸易问题的因果关系图 

图表顶端为确认后的该系统的主要驱动：即需

求、有计划或有意识的废弃、自然资源、互联网的

使用和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在无害环境下开展的

废物管理成本被确认为是废物运输的主要驱动力

（左下方）。虽然电子废物越境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创

造了就业机会，但此做法并不安全，危及健康并造

成环境污染。然而，这些负面后果往往在系统中存

在滞后性。 终，自然资源的可及性、意识和废物

管理政策被确认为限制电子废物产生并提升发达国

家电子废物回收的主要因素。此外，将电子废物运

至发展中国家确实提高了回收利用率，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电子废物的总量。 

参考行为模式 

参考行为方式是因果关系行为随着时间推移的

图像表示。它通过关注因果关系图的反馈回路预测

未来的状况和趋势。 

图 10 显示了电子产品贸易问题因果关系图（图 9）

的参考行为模式。这表明，许多推动未来国内回收

（作为负面外部效应）的因素已开始显现。“越境问

题”包括国际贸易、大气输送造成的污染事件和问

题。例如，在中国生产，在美国销售的产品中的铅

含量。2007 年，美国共发生 26 起召回事件，超过

800 万件被铅污染的珠宝、玩具和服装被召回，而

这些产品大多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均与非正规

 

图 10.电子废物贸易问题因果关系图的参考行

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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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废物回收活动相关，而此类活动为制造厂提供

了原材料（BAN，2011 年）。此外，电子行业开始逐

渐使用稀有材料，原金属生产所需资源的价格有望

继续提高，从而刺激了废物回收率的继续走高。例

如，据估计，金矿的经济水平约为每吨矿石提炼 5

克黄金，而从每吨废弃电子产品中可提取 150 克黄

金。此外，每吨矿石包含了 100 公斤铜和 3 公斤银

（Nimpuno 和 Scruggs，2011 年）。再举一个例子，

铟是液晶平面显示器中常见的稀有金属。目前，市

场上共有 1300 吨铟，其中 600 吨来自初级生产，其

余则来自回收活动。今后，随着液晶显示器的需求

量持续增长，用于太阳能电池板中的铟竞争也将进

一步加剧，从而很可能进一步推动铟的回收再利用

(Desai,2008 年)。

 

案例研究 6 太平洋岛屿区域的电子废物处理 

太平洋岛屿地区包括 14 个国家、8 处领土和

7500 个岛屿，其中 500 个岛屿上居住约 950 万人口。

目前，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都

没有电子废物回收利用的基础设施（Richards，未

注明日期），也没有关于电子废物处置的规定。这些

国家通常将电子废物存储在密室或容器内，或通过

倾倒手段来处置电子废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1

年）。露天焚烧废物也是一种常见做法（见上述所引

著作）。由于岛屿之间距离遥远以及人口基数较低，

这些岛屿很少成为电子废物非法装运的目的地。此

外，该地区人口少，电子废物的产生量也很少，但

该数量却在不断增长。 

例如，在库克群岛， 大的电脑用户是政府，

其次是商业银行。电子废物数量增加，部分源于灾

难预防方案的实施，该方案要求每 3 至 4 年更换 20

至 30 台电脑。对于这个小孤岛而言，处理电子废物

实属挑战，目前以露天存储方式处理电子废物的做

法不具有可持续性，并有可能导致土壤、地表水和

地下水污染。为此，库克群岛于 2010 年 12 月举办

了收集电子废物的“e 日”活动，并将电子废物运

往海外作环境无害处理。组织该活动的目的是建立

基础设施安排，形成一年一度的电子废物收集机制，

防止废物堆积（见上述所引著作）。“e 日”项目能

够争取到国内和区域赞助商及志愿者的资金支持，

以承担将收集、包装后的电子废物运至船用集装箱

的大部分费用。这种做法非常成功，并作为一种有

效模式推荐给太平洋岛屿的各国部长。 

在取得了上述成功之后，包括汤加、图瓦卢和

瓦努阿图在内的其他国家均已开始组织电子废物收

集日的活动（瓦努阿图独立报，2011 年）。由于这

些国家的财政和结构状况和相对较低的废物量，出

口废物以进行环境无害化回收是目前的唯一选择。

该区域电子废物量低，因此需要区域型（而非国家

型）的回收设施，还特别需要生产者延伸责任方案

的落实，以应对低容量和远距离的特点。该地区还

准备制定有关电子废物收集和装运的太平洋次区域

方案，并通过收取进口电子产品的预先处置费（ADF）

来制定生产者延伸责任方案（见上述所引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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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际劳工组织的干预范围和建议 

 

 

8.1 将电子废物问题与国际劳工组织的主

要目标联系在一起 

国际劳工组织的主要宗旨是促进工作

中的权利，鼓励体面就业的机会，提高社会

保护，加强在工作相关问题上的对话。由工

人、政府和雇主构成的三方结构为促进体面

劳动提供了一个独特平台。国际劳工组织的

目标与电子废物问题直接相关。 

1．促进和实现标准、基本原则及工作中的

权利 

如上所述，经验表明，仅靠禁止或与非

正规回收人员竞争并不是有效的解决方案。

非正规回收能使成千上万的贫困人口就业；

因此，需要强制执行专门针对电子废物的适

当立法，提供激励和体面、安全的工作。然

而，在世界上治理资源有限的地区，强制执

行是一个难题。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和原

则、工作中的权利及其“体面劳动国家计划” 

(DWCP)可以改善电子废物回收人员的工作

条件。实施童工干预和执行其他相关公约也

可发挥作用（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国

家计划》，未注明日期）。 

2．为妇女和男性享有体面就业和收入创造

更大机会 

国际劳工组织可提供有关电子废物回

收部门一体化和规范化的专业知识，整合正

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一体化，创建合作

社、公私伙伴关系，以及提供小额保险或贷

款。非正规经济、社会对话、微型企业、职

业安全和健康、劳动法的执行、童工和性别

平等是体面劳动国家计划共同的优先领域，

可与非正规的电子废物回收联系在一起。 

3．加强全民社会保护的覆盖面和有效性 

正如通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职业安全

和健康是考虑电子废物问题的一个必要切

入点。查明保护工人健康的简单措施具有高

度实用性。社会保护和社会保障是减少贫穷

和非正规电子废物回收人员生活在不稳定

条件下的根本所在。回收人员通常是穷人、

移民、弱势群体、妇女和儿童，很少或根本

没有受过正规教育。通过社会保障的覆盖，

可以为这些弱势工人提供一个更安全的环

境。 

4．加强三方机制和社会对话 

促进对非正规部门中电子废物工人的

认识和认可，加强社会对话以及非正规和正

规部门中所有利益攸关方的三方联系，可以

显著改善电子废物回收人员的经营和工作

条件。例如，将他们视为公务员和/或环境

官员，也可以提高他们的技能和个人发展。

目前尚未就该问题展开社会对话，因此迫切

需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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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和建议书 

在国际劳工组织所有与电子废物问题

有关的劳动标准中（见附件一）， 具相关

性的是 1990 年《化学品公约》（第 170 号）。

此公约适用于使用化学品的所有经济活动

部门。它强调工人有被告知他们在作业场所

中使用的化学品的权利，并规定供货人和雇

主有责任提供信息和培训。第11条规定：“当

化学品被移置到别的容器或设备中时，雇主

应保证以某种方式标明该化学品，以使工人

了解其特性、使用中可能产生的危害和安全

注意事项。”第 14 条规定：“对不再需要的

危险化学品和可能残留危险化学品的空容

器，应依照国家法律和规则进行废弃处置，

以清除或尽可能减轻对安全、健康和环境的

影响。”它还对化学品的跨境转移做出要求。

第 19 条规定：“当某出口成员国由于安全和

卫生方面的原因，对某些有害化学品部分或

全部禁止使用时，该出口国应将这一事实及

其原因及时通报给进口国家。”（国际劳工组

织，1990a）。 

1990 年《化学品建议书》（第 177 号）

规定了分类、标签和标识、以及化学品安全

数据表的标准，并包括雇主纳入暴露监测、

运行控制、医疗监督、急救和应急准备，以

及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密切合作（国际劳工组

织，1990b）等措施的步骤。它与电子废物

问题高度相关，可通过增加有关电子废物工

人暴露的标准而进行更新。 

其他许多劳动标准也与电子废物管理

直接相关。1981 年《职业安全和健康公约》

（第 155 号）及《1981 年职业安全和健康建

议书》（第 164 号）旨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

大程度地减少工作环境中固有的引发危

险的因素，防止来源于工作、与工作有关或

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和健康损伤。它们

强调预防措施，确保国家职业安全和健康系

统得到不断改进，并能够处理不断变化的工

作场所产生的问题（国际劳工组织，1981a；

国际劳工组织，1981b）。2006 年《促进职业

安全和健康框架公约》（第 187 号）及以往

的职业安全和健康立法、建议书和业务守则

是 大程度地减少工人暴露的重要切入点。

2006 年《公约》第 4(3)(h)条与电子废物问

题高度相关，它规定“为逐步改善微型和中

小型企业以及非正规经济中的职业安全和

健康条件而设立的支助机制” （国际劳工

组织，2006a）。 

国际劳工组织 1977 年《关于多国企业

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对企业社会责

任制定了重要期望。《宣言》是具有普遍性

的文书，为多国企业、政府、雇主组织和工

人组织在就业、培训、工作和生活条件和劳

资关系方面提供指导方针（国际劳工组织，

2006b）。 

其他相关公约包括 1999 年《 恶劣形

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1975 年《移

徙工人(补充规定)公约》（第 143 号）和 1962

年《社会政策（基本宗旨和准则）公约》（第

117 号）（见附件二）。 

1998 年《关于在中小企业创造就业岗位

的建议书》（第 189 号）呼吁载入“旨在协

助和改造非正规部门以使其成为有组织行

业一部分的具体措施和激励办法。此外，会

员国应采取适合国情和符合国家惯例的措

施，以认可并促进中小企业可以发挥的基础

作用。”（国际劳工组织，1998）。 

2002 年《关于促进合作社建议书》（第

193 号）强调：“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应被视

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以

及人类进步的一项重要工具。”各国政府应

制定有利的政策，包括财政援助、赠款和税

收减免。“一个平衡的社会需要存在有强大

的公共和私营部门，以及一个强大的合作

性、互助性部门及其它社会和非政府部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应当提供一个既

符合合作社的性质和职能又以合作社价值

观为指导的支持性政策和法律结构，促进合

作社在将往往属于边缘化的生存活动（有时

被称作“非正规经济”）改造成为被充分结

合进主流经济生活的、受法律保护的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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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国际劳工组织，

2002a）。 

2006 年《雇佣关系建议书》（第 198 号）

指出：“在国家政策方面，成员国应特别注

意确保那些受雇佣关系是否存在之不确定

性特别影响的劳动者(包括女工以及 脆弱

的劳动者、青年工人、老年工人、非正规经

济工人、移民工人和有残疾的工人)能得到

有效的保护。”（国际劳工组织，2006c）。 

综上所述，国际劳工组织各公约涵盖了

与电子废物有关的问题，如化学品安全、职

业安全和健康、越境转移、培训、社会政策

和社会保障。国际劳工组织各建议书涉及化

学品安全、中小企业、组建合作社和雇佣关

系。国际劳工组织现存的业务守则绝大部分

与职业安全和健康有关，特别是在作业场所

中的化学品使用安全（国际劳工组织，

1993）。就未来的干预而言，与非正规部门

中电子废物回收特殊情况相关的业务守则

可以证明是在处理该问题过程中所必不可

少的。例如，这一业务守则可以概述职业健

康措施、 佳做法、部门的正规化、组建合

作社、公私伙伴关系，并保护未从雇佣关系

中获益的工人。 

8.3 体面劳动国家计划 

体面劳动国家计划是国际劳工组织为

各国提供支持的主要手段。体面劳动国家计

划紧密配合国家发展战略，包括减贫战略和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如适用）。体面劳动

国家计划的目标是将促进体面劳动作为国

家发展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与此同

时，该方案将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的知识、工

具、宣传和合作，推进“体面劳动议程”。

三方机制和社会对话对规划和实施至关重

要；而在个别国家，体面劳动国家计划推动

体面劳动成为国家四至六年期间的目标，其

内容因国情不同而各异。在体面劳动国家计

划中，各国优先事项有所不同。与电子废物

有关的一些优先事项实例包括非正规部门、

教育、环保、对微型企业和小额保险的支持、

职业安全和健康、社会保障覆盖面、加强合

作社、青年就业、童工、劳动法的执行、能

力建设和移徙者。令人遗憾的是，尚未报告

被确定为电子废物热点地区的部分国家（国

际劳工组织，未注明日期）。 

8.4 绿色就业项目 

绿色就业和绿色经济发展已成为实现

同时具有环境可持续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主要推动力。一般而言，当就业有助于减

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终为企业和经济带

来环境、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可持续性时，被

视为“绿色”就业。绿色就业的定义有很多，

各机构使用的定义也不同。然而，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国际劳工组织、国际雇主组织

(IOE)、和国际工会联合会(ITUC)的定义如

下：“所从事的农业、制造业、研发、行政

管理和服务活动大大促进环境质量的保护

或恢复。具体而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就业：

有助于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通过高

能效战略，有助于减少能源、原料和水的消

耗；有助于经济的低碳化；以及有助于 大

限度减少或彻底杜绝所有形式的废物和污

染。”（世界观察研究所，2008）。 

国际劳工组织绿色就业项目的任务是

促进具有实用性、一致性的战略，承认社会

发展需求和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

退化迫切性之间的强烈依存性。它提供分析

和政策指导，帮助促进公平的全球化及企业

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它有助于区域和地方

倡议，提供全面的知识库以及运用切实可行

的办法的工具（国际劳工组织，2011b）。 

众所周知，相比任何其他形式的废物管

理行动，回收可带来更多的工作。电子产品

回收市场在不断扩张，电子废物管理系统具

有长期创造绿色就业的潜力。处理电子废物

所面临的挑战是向绿色经济过渡迈出的重

要一步。然而，人们认识到，许多与回收和

废物管理相关的工作不能被视为绿色就业，

原因是它们不符合体面劳动的基本要求，并

且因不适当的电子废物处理做法而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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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健康造成巨大的损害。在体面劳动的优先

指标方面，电子废物部门中差强人意的因素

包括童工、职业安全和健康、社会保障和结

社自由。尽管废物管理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贫穷，但目前它们仍属于低端、非正规

的工作。该部门的非正规结构中存在许多缺

陷，包括无力有效处理新的有时甚至是危险

的材料。因此，因此需要对该部门进行更新

升级。从根本上讲，废物回收人员确实有助

于解决迫在眉睫的全球性问题，因此，必须

得到有尊严的待遇和认可。 

对非正规经济适用国家劳动法及职业

安全和健康法是 重要的挑战之一，而后者

有可能为扩大基本的劳动保护提供更为简

单的切入点。环境和社会政策必须双管齐

下，绿色就业政策将主要转化为寻求实施劳

动标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这一点，包

括社会创新、技术、正规化过程和具体方案。

在实现可持续成果、支持利益攸关方的方法

过程中，社会创新已证明至关重要。 

国际劳工组织的绿色就业项目可以利

用社会和环境企业家及/或工会，组织非正

规的电子废物工人，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条件。技术改进和升级也很重要，不过，该

部门的各种经验表明，技术必须适应地方环

境，以避免遭到重大挫折（见上述所引著

作）。绿色就业项目可瞄准非正规的电子废

物参与者，将现行做法转变成绿色和安全的

工作。随着各项法规日益严格，重要的是要

确保非正规的参与者持续就业。第一步是将

非正规的参与者组织起来，加入协会，并纳

入正规单位。此外，能力建设是绿色工作项

目的主要宗旨之一，就电子废物问题而言，

促进社会对话、推广方案、培训课程和研究

势在必行。 

8.5 促进合作社 

2002 年《关于促进合作社建议书》（第

193 号）载入了国际合作社联盟（ICA）《关

于合作社界定的声明》。该建议书把合作社

定义为“为了满足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

的共同需要和愿望的一些人，通过一个共同

拥有和民主管理的企业而自愿联合起来的

自治协会”（国际劳工组织，未注明日期）。

合作社的总体目标是允许个人走到一起，集

中资源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在实现这个

目标的过程中，要允许其成员组织起来，发

表意见。目前，合作社在世界各地所有经济

部门运作，在创造就业、经济增长和社会发

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今，合作

社提供的工作超过 1 亿个，并有资料证明可

以创造就业、维持就业。 

合作社是一种满足其成员需求、平衡经

济和社会问题的企业。这样做时，它可以改

善生活和工作条件，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

服务，甚至在国家所忽视的领域，也可发挥

这样的作用。在企业以人为本（运行合作社

的成员和社区）的价值观和原则的指导下，

合作社模式自身可帮助各种各样的人，包括

正规和非正规部门的企业家。合作社的一项

具体原则是“关心社区”，被理解为包括可

持续发展，特别是环境问题（见上述所引著

作）。 

如果通过加入工会将非正规的工人纳

入正规部门，就能通过集体要求和交涉改善

工作条件。然而，在非正规经营者或工人加

入现行雇主组织或工会存在主要限制的情

况下，合作社可以是 有效的会员制组织结

构。（国际劳工组织，2002b）。通过合作社

将成员组织起来，可以应对与贫穷、改善民

生和体面劳动有关的三个主要概念，即，它

们提供了机会、赋权和安保。比如，它们促

进获得优惠贷款。总之，合作社可以将非正

规经济活动转变成受法律保护的工作，全面

融入主流经济生活。 

合作社是一种企业发展形式。很难找到

一个国家或地区没有制定有关合作社及其

在国家、甚至国际一级推广的立法。因此，

合作社可构成电子废物回收工人的一种代

表制方式（Tchami，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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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6. 墨西哥的妇女电子废物合作社

若干年前，墨西哥索诺拉州弗龙特拉斯

唯一的产业——一家生产Levolor牌百叶窗

的工厂关闭了，致使农耕和畜牧成为很多人

唯一的谋生手段(Herreras, 2009)。一群五

十多岁的妇女决定组织并开办一家电子废

物回收企业。工人们的主要工作是拆解电视

和电脑，把各种部件按塑料、金属和玻璃分

类。如今，从该厂回收的电子废物被运回美

国或出口再利用，塑料等零部件被运往香

港，阴极射线管玻璃被运往马来西亚。合作

社成员拥有 50％的股份，还自行决定自己的

报酬及其他福利（美联社，2008）。合作社

的创建是在一名妇女与位于佛蒙特州的美

国电子产品回收公司 American Retroworks

公司取得联系，该公司有意投资后进行的。

墨西哥妇女在佛蒙特州接受培训，学会如何

正确拆解电子产品（国际公共广播电台，

2009）。然而，合作社的成功因小镇居民的

敌意受到阻碍，部分原因是妇女们拒绝行

贿。然而，妇女与当地政府较量，并被自豪

地称为“坚强的妇女”(Herreras, 2009)。 

电子废物回收合作社的其他实例包括

那些活跃在特定行业的企业或一群利益攸

关方（生产商和零售商）。许多国家的“企

业家型合作社”或“共享服务型合作社”使

行业更有效地承担了电子废物处理或回收

责任，与此同时创造了绿色工作。 

 

1. 在一些司法管辖区，尤其在欧盟，当局要求制造商收集和处理处于产品生命周期末

端电子废物。这可以采取两种形式：要么制造商承担个体责任，每家公司处理自己的废弃产

品；要么允许制造商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共同收集和处理电子废物，并分担处理成本。

请见 INOBAT (Interessenorganisation Batterienentsorgung)的实例，这是一个利益攸关

方组织，采用合作社形式，汇集瑞士的电池生产商、制造商和零售商，进行电池处理。

http://www.e-waste.ch/en/stakeholders/inobat-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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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结论 

 

 

目前，大部分废物管理策略主要与技术

相关，关注环保方面，没有涉及潜在的社会

问题及相关解决方案。国际劳工组织可以提

出更全面的废物管理办法，贡献其在劳工方

面的专业知识。国际劳工组织可以通过建立

对劳工动态情况的了解，解决社会关切的问

题，改善环境管理。 

在实施干预之前，重要的是实地调查一

个国家的劳动力规模，对主要问题形成清晰

的认识。国际劳工组织可以利用技术援助，

配合一系列社会方案，以各种方式进行干

预，协助成立国家三方机制协调机构，以便

为正规和非正规部门的电子废物回收人员

提供帮助。它还可以通过启动电子废物业务

守则，宣传 佳做法，共享信息，与其他组

织密切合作，促进绿色就业。试点项目可以

鼓励在电子废物回收部门开展其他经济活

动和绿色就业，建设微型企业和合作社等组

织能力，形成公私伙伴关系，同时，致力于

减贫。国际劳工组织可协助开展能力建设工

作，使电子废物循环经济走向正规，并避免

采取单一部门的做法。国际劳工组织有关非

正规经济方面的努力和建议应在废物管理

部门正规化的背景下予以考虑。国际劳工组

织还可以着手制定该部门中适当的劳工标

准和监管框架，职业安全和健康干预措施，

提高认识。 

9.1 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未来几年，随着 iPhone 和 iPad、其他

智能手机及电脑、冰箱、电子阅读器和其他

设备的不断涌现，消费类电子产品和家用电

器很可能继续普及。因此，主要挑战是全球

电子废物的持续增长。据预测，到 2018 年，

发展中国家丢弃的个人电脑将超过发达国

家，“贸易是非正规回收业主要驱动力”的

流行假设不久就有可能成为一种过时的说

法(Betts, 2010)。据预计，到 2020 年，中

国和南非旧电脑产生的电子废物将达到

2007 年的 200-400％以上，而印度则达到惊

人的 500％以上。中国和印度废弃手机产生

的电子废物数量将高出 2007 年的 7 倍和 18

倍。两国电视机产生的电子废物将比 2007

年高出 1.5 至 2 倍。在印度，废弃冰箱产生

的电子废物将翻番，或增至三倍。另外，大

量电子废物仍通过合法和非法方式被持续

出口到这些国家，显然这个问题正在爆发，

会 对 人 类 健 康 和 环 境 带 来 许 多 危 险

(McCarthy, 2010)。 

未来，在本文所述的电子废物的所有方

面都存在挑战，包括消费者不愿意归还废旧

的电子产品，不愿意支付其处理费；不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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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大量进口伪装成二手设备的电子废

物；消费者意识缺乏；收集人员和回收人员

缺少对电子废物潜在危害的认识；缺少资金

和投资，以便为改进电子废物回收提供资

金；没有建立电子废物回收基础设施或相应

的管理；缺少有效的回收方案；企业没有兴

趣或没有进行电子废物管理的激励办法；未

能执行电子废物相关法律或执行不力(Chi, 

2011)。除所有这些挑战外，网络犯罪正在

增加。 

然而，电子废物也带来很多机遇。电子

产品制造中对稀土矿物的需求激增，可在未

来促进电子废物回收。在发达国家，回收成

本正在下降。绿色设计、创新、使用周期分

析、公共宣传、社会政策等方面存在其他机

遇。一些公司已经开始设计产品内容，以解

决发展中国家废物处理操作的实际问题，例

如，把不当燃烧时可制造有害污染物的化学

品露天留弃的问题(Nimpuno 和 Scrugg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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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电子废物领域受到主要关切的化学品 

化学品 电子产品来源 健康问题 

锑 阴极射线管、印刷
电路板等 

摄入后会造成非常大的危害，皮肤和眼睛接触、吸入会损害
身体，对血液、肾脏、肺、神经系统、肝脏和粘膜造成损害
（材料安全性数据表，2005 年） 

砷 用于制造晶体管 可溶性无机砷是一种剧毒物质，长期摄入无机砷可导致慢性
砷中毒。中毒反应可能需要数年才能显现出来，包括皮肤损
伤、外周神经病变、胃肠道症状、糖尿病、肾系统影响、心
血管疾病和癌症（世卫组织，2010b） 

钡 阴极射线管面板 短期接触导致肌肉无力，对心脏、肝脏和脾脏造成损伤。短
期接触还会造成脑肿胀(Osuagwu 和 Ikerionwu, 2010) 

铍 电脑主板 致癌物质（导致肺癌），吸入烟尘可引发慢性铍病和皮肤疾
病，如疣(Osuagwu 和 Ikerionwu, 2010) 

镉 片式电阻和半导
体 

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可逆的毒性作用，毒素可在肾脏和肝脏上
积累（见上述所引著作）。导致肾脏、骨骼系统和呼吸系统
中毒，并被归入人体致癌物（世卫组织，2010c） 

含氯氟烃 存在于较旧的冰
箱和冷却器中 

被认为破坏臭氧层，还是一种强效的温室气体。直接接触可
造成神志不清、呼吸急促和心律不齐；也可造成意识模糊、
困倦、咳嗽、喉咙疼痛、呼吸困难，眼睛红肿和疼痛。皮肤
直接接触某些类型的含氯氟烃可造成冻伤或皮肤干燥（美国
国家医学图书馆，未注明日期） 

钴 充电电池和硬盘
驱动器涂层 

吸入和摄入后会产生危害，对皮肤造成刺激。可致癌，对肺
部产生毒性作用。反复或长期接触可导致目标器官损伤（材
料安全性数据表，2005 年） 
 

铜 用作导体 摄入、与眼睛接触和吸入后会产生很大危害，对皮肤造成刺
激，对肺部和粘膜产生毒性作用。反复或长期接触可导致目
标器官损伤（材料安全性数据表，2005 年） 

二恶英 在露天焚烧电子
产品时产生 

剧毒，可导致氯痤疮、生殖和发育问题，损害免疫系统，干
扰激素，可致癌（世卫组织，2010d） 

镓 集成电路，光学电
子产品等 

与皮肤（可致灼伤）和眼睛接触、摄入和吸入后可造成危害。
严重过度接触可致死。对肺部和粘膜产生毒性作用。反复或
长期接触可导致目标器官损伤（材料安全性数据表，2005
年） 

六价铬 用作未处理和镀
锌钢板的防腐和
钢外壳的装饰或
硬化剂(Osuagwu 
和 Ikerionwu，
2010) 

损害肾脏、肝脏和 DNA。已将这种物质与气喘性支气管炎联
系在一起(Osuagwu 和 Ikerionwu， 2010) 。刺激呼吸系统
（哮喘），使皮肤、肝脏和肾脏受损，增加或减少血液中的
白细胞、嗜酸细胞增多、眼损伤、是一种已知的致癌物质（肺
癌） 

铟 液晶屏 可通过吸入或摄入被身体吸收。对眼睛和呼吸道产生刺激，
可能对肾脏造成长期影响。没有调查环境影响，缺少对人体
健康影响方面的信息；因此，必须非常小心（ICSC 数据库，
未注明日期） 

铅 电脑显示器中印
刷电路板、玻璃面
板和垫片的焊料

对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和肾脏造成伤害，影响儿
童脑部发育(Osuagwu 和 Ikerionwu, 2010)。累积的毒素影
响到多个人体系统，包括神经、血液、胃肠道、心血管和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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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uagwu 和 
Ikerionwu，2010) 

脏系统（世卫组织，2010e） 

锂 充电电池 因为锂可穿过胎盘，因此锂摄入危害极大。被吸入时，对皮
肤和眼睛造成危害和刺激。锂可从母乳中分泌出来（材料安
全性数据表，2005 年） 

汞 继电器、开关和印
刷电路板
(Osuagwu 和 
Ikerionwu, 2010) 

单质汞和甲基汞对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产生毒性作用。吸入
汞气会损害神经、消化和免疫系统、肺部和肾脏，并可致死。
无机汞盐腐蚀皮肤、眼睛和胃肠道，如果摄入，可引发肾中
毒。（世卫组织，2007 年） 

镍 充电电池 与皮肤接触、摄入和吸入后产生轻微危害。可对肾脏、肺、
肝脏和上呼吸道产生毒性作用，也可致癌。（材料安全性数
据表，2005 年） 

全氟辛烷磺
酸 PFOS/F 

光阻剂和抗反射
涂层 

可在哺乳动物物种体内持久积聚，具有毒性。与膀胱癌的发
病率增加有关（经合组织，未注明日期） 

邻苯二甲酸
酯 

用于软化塑料 扰乱内分泌系统，干扰生殖、生育和分娩，影响发育。还对
器官系统产生毒性作用，与肝癌有关，对大脑、神经系统和
免疫系统有影响（环境工作组，未注明日期） 

溴化阻燃剂
(BFRs)所用
的多溴联苯
醚(PBDEs) 

电子设备和电路
板用以降低可燃
性的塑料外壳
（Tsydenova 和 
Bengtsson，2011） 

多溴联苯醚令人担忧，因为它们具有高亲脂性，抗降解能力
强。肝毒性、胚胎毒性和对甲状腺的影响看似是典型的动物
毒性终点，已被证明对行为产生影响(Darnerud, Eriksen，
Jóhannesson, Larsen，和 Vileksela 2001)。大体上显示，
溴化阻燃剂可扰乱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对促甲状腺激素水平
产生影响，并引起遗传毒性损害，致癌风险高 (Tsydenova 
和 Bengtsson，2011)  

多氯联苯 
(PCBs) 

旧电子产品中的
绝缘材料 

与不能生育、抑制免疫系统有关（《斯德哥尔摩公约》，未注
明日期） 

聚氯乙烯
(PVC) 

含聚氯乙烯（具有
阻燃性能）的布线
和电脑机箱塑料 

燃烧时产生二恶英；引发生殖和发育问题，损伤免疫系统，
造成激素紊乱(Osuagwu 和 Ikerionwu, 2010)  

银  布线电路板等 与眼睛接触、摄入和吸入后会造成非常大的危害。严重过度
接触可致死。反复接触可在一个或多个人体器官上累积，导
致健康状况总体恶化（材料安全性数据表，2005 年） 

铊 电池、半导体等 摄入和吸入后会造成非常大的危害。与皮肤和眼睛接触也会
产生危害。可对肾脏、神经系统、肝脏和心脏产生毒性，并
可导致先天缺陷。严重过度接触可致死（材料安全性数据表，
2005 年） 

锡 无铅焊料 与皮肤和眼睛接触、摄入和吸入后可引发刺激。可造成可能
是由于胃刺激或收缩活动引发的胃肠道紊乱（材料安全性数
据表，2005 年） 

锌（铬酸盐
类） 

电镀材料 与眼睛接触可引起刺激；锌粉是高度易燃物（牛津大学，2005
年）；若吸入会引发咳嗽，若误食，常常会造成腹痛、腹泻
和呕吐（ICSC 数据库，未注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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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国际劳工组织相关公约和建议书 

公约 相关章节 

2006 年《关于促

进职业安全与卫

生框架的公约》，

（第 187 号）批准

国：20 个 

 

第 2 条：批准本公约的各成员国应在与 具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

织协商的情况下通过制定国家政策、国家体系和国家计划的方式促进职

业安全与卫生的持续改善以预防职业伤害、疾病和死亡。 

第 4(3)(h)条： （该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体系应酌情包括：）为逐步改

善微型和中小型企业以及非正规经济中的职业安全与卫生条件而设立

的支助机制。 

1999 年《关于禁

止和立即行动消

除 有害的童工

形式公约》（第

182 号）批准国：

174 个 

第 1 条：凡批准本公约的成员国须采取立即和有效的措施，以保证将禁

止和消除 有害的童工形式作为一项紧迫事务。 

第 6(1) 条：各成员国须制定和实施将消除 有害的童工形式作为优先

重点的行动计划。 

第 8 条：各成员国须采取适宜步骤，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和／或援助，包

括支持社会与经济发展、消除贫困计划与普及教育，在落实本公约条款

方面相互支援。 

1990 年《作业场

所安全使用化学

品公约》（第 170

号）批准国：17

个 

 

第 1(1) 条：本公约适用于使用化学品的所有经济活动部门。 

第 11 条：雇主应保证在将化学品转移到其他容器或设备时，以一定方

式对其含量加以列明，以使工人明了其特性、与使用有关的危害以及应

受的安全预防措施。 

第 14 条：对不再需要的有害化学品和可能残留有害化学品的空容器，

应依照国家法律和惯例以一定方式加以处理和处置，以将其对安全和健

康以及对环境的危害加以消除或减到 低程度。 

第 19 条：在某出口化学品的会员国因工作安全和健康原因全部或部分

禁用有害化学品的情况下，此种禁用的事实和原因应由该出口会员国通

知进口化学品的国家。 

1985 年《职业卫

生设施公约》（第

161 号）批准国：

30 个 

第 2 条：各会员国应根据本国情况和实践，并与 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

和工人组织（如存在这种组织）协商，制定、实施和定期审查一项具有

连贯性的有关职业卫生设施的国家政策。 

第 13 条：应使所有工人知道他们工作中涉及的健康危害。 

1981 年《职业安

全和卫生及工作

环境公约》（第

155 号）批准国：

57 个 

 

第 4(1) 条：各会员国应根据国家条件和惯例，经与 有代表性的雇主

组织和工人组织协商后，制定、实施和定期审查有关职业安全、职业卫

生及工作环境的一项连贯的国家政策。 

第 9(1)条：实施有关职业安全和卫生及工作环境的法律和条例，应由恰

当和适宜的监察制度予以保证。 

第 14 条：应采取措施，以适合国家条件和惯例的方式，鼓励将职业安

全和卫生及工作环境问题列入各级的教育和培训，包括高等技术、医学

和专业的教育以满足所有工人训练的需要。 

1981 年《促进集

体谈判公约》（第

154 号）批准国：

42 个 

第 2 条：就本公约而言，“集体谈判”一词适用于一雇主、一些雇主或

一个或数个雇主组织为一方同一个或数个工人组织为另一方之间就以

下目的所进行的所有谈判： 

(a) 确定劳动和就业条件；和（或） 

(b) 解决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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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解决雇主或其组织同一个或数个工人组织之间的关系。 

1977 年《保护工

人以防工作环境

中因空气污染、噪

音和振动引起职

业危害公约》（第

148 号）批准国：

45 个 

第 8(1) 条：主管当局应制订标准以确定在工作环境中暴露于空气污染、

噪音和振动所引起的各种危害，并应在适当情况下根据这些标准规定暴

露的限度。 

第 9 条：应尽量使工作环境免于空气污染、噪音或振动引起的任何危害

--…… 

1975 年《非法条

件下的移民和促

进移民工人机会

及待遇平等公园

（第 143 号）批准

国：23 个 

第 1 条：凡本公约业已生效的会员国，承诺尊重所有移民工人的基本人

权。 

第 10 条：凡本公约业已生效的会员国，承诺对作为移民工人或其家属

合法处于该国领土的人员制订并实施一项国家政策，以便通过符合国情

和习惯的方式，促进和保障其就业、职业、社会保障、工会和文化权利、

个人和集体自由方面的机会和待遇平等。 

1974 年《预防和

控制致癌物质和

制剂导致职业危

害公约》（第 139

号）批准国：39

个 

第 1 条：凡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应定期确定其职业性暴露必须予以禁止

或必须经过核准或加以控制的致癌物质和制剂，以及本公约其他条款所

适用的致癌物质和制剂。 

第 4 条：凡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应采取步骤，向已经，正在，或有可能

暴露于致癌物质或制剂的工人提供一切能够得到的、有关涉及的危险和

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1971 年《对企业

工人代表提供保

护和便利公约》

（第 135 号）批准

国：84 个 

第 1 条：企业工人代表，根据其工人代表身份或活动或作为工会会员参

与工会活动，只要他们的行动符合现行法律或集体协议或其他共同同意

的安排，应享受有效保护，反对包括解雇在内的任何对其不利的行为。

1969 年《医疗和

疾病津贴公约》

（第 130 号）批准

国：15 个 

第 32 条：会员国应保证在其领土上正常居住或正常工作的非本国居民，

在享有本公约规定的权利方面，与本国居民一律平等对待。 

1964 年《工伤事

故和职业病津贴

公约》（第 121 号）

批准国：24 个 

第 4(1) 条：关于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津贴的国家法规，应保护包括合作

社在内的公营或私营部门的全体雇员（包括徙工），并在家庭供养人死

亡时，保护各类受益人。 

1962 年《本国人

与外国人社会保

障同等待遇公约》

（第 118 号）批准

国：37 个 

第 3(1)条：本公约生效的会员国，应就其已接受本公约义务的各类社会

保障，在覆盖范围和津贴权利方面，在其领土上的，对本公约生效的其

它会员国的国民，根据立法，给予与本国国民同等的待遇。 

1962 年《社会政

策基本宗旨和准

则公约》（第 117

号）批准国：32

个 

第 2 条：提高生活水平应被视为经济发展规划的主要目标。 

第 15(1)条：如当地条件许可，应采取适当措施，逐步推广教育、职业

培训和徒工习艺计划，切实培养男女少年儿童适应一项有益工作。 

第 16(1)条：为确保以专业化劳动的发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应充分开

展新生产技术的教学。 

第 16(2)条：主管当局经与招生地区和培训地区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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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商后，应顾泽这项职业培训的组织并进行检查。 

1952 年《社会保

障 低标准公约》

（第 102 号）批准

国：47 个 

第 7 条：凡本公约本部分对其业已生效的会员国，应保证按照下列各条

在受保护人需要进行预防性或治疗性医疗时能享受应得的津贴。 

第 31 条：凡本公约本部分对其业已生效的会员国应保证根据本部分下

列各条向受保护人提供工伤津贴。 

1949 年《组织权

利和集体谈判权

利公约》（第 98

号）批准国：160

个 

 

1949 年《移徙就

业公约（修订本）》

（第 97 号）批准

国：49 个 

 

1948 年《结社自

由和保护组织权

公约》（第 87 号）

批准国：150 个 

 

1947 年《工商业

劳动监察公约》

（第 81 号）批准

国：142 个 

第 1 条：凡本公约对其生效的国际劳工组织会员国应在工业工作场所保

持劳动监察制度。 

 

 



62 电子废物的全球影响：应对挑战 

 

建议书 

2006 年《关于雇佣关系的建议书》（第 198 号） 

2006 年《关于促进职业安全与卫生框架的建议书》（第 197 号） 

2002 年《关于促进合作社建议书》（第 193 号） 

1999 年《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 有害的童工形式建议书》（第 190 号） 

1998 年《关于在中小企业刺激创造就业的一般性条件建议书》（第 189 号） 

1990 年《化学品建议书》（第 177 号） 

1985 年《职业卫生设施建议书》（第 171 号） 

1983 年《维护社会保障权利建议书》（第 167 号） 

1981 年《职业安全和卫生建议书》（第 164 号） 

1970 年《青年专门计划建议书》（第 136 号） 

1969 年《医疗和疾病津贴建议书》（第 134 号） 

1964 年《工伤事故津贴建议书》（第 121 号） 

1962 年《职业培训建议书》（第 117 号） 

1961 年《工人住房建议书》（第 115 号） 

1959 年《职业卫生设施建议书》（第 112 号） 

1958 年《(就业和职业) 歧视建议书》（第 111 号） 

1955 年《保护（不发达国家）移民工人建议书》（第 100 号） 

1953 年《保护工人健康建议书》（第 9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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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与电子废物有关的现行倡议、研究中心和组织 

巴塞尔公约行动网(BAN) 

提供关于电子废物的 新新闻报道、媒

体/新闻稿和报告。在 5个工作队中，通过

分析、规划和试点项目制定了解决电子废物

问题的公正和环境安全的解决方案：

http://www.ban.org/ index.html 

国际回收局(BIR) 

全球回收行业协会，代表来自 70 个不

同国家的700多家企业和40个附属联合会。

其成员是世界原材料供应领域的领军者，是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

http://www.bir.org/ 

国际电子产业公民联盟(EICC) 

促进全球电子产品供应链的行业行为

守则，改善工作和环境条件：

http://www.eicc.info/ 

加拿大电子产品管理协会(EPSC) 

行业牵头的电子产品监管协会。愿与大

量伙伴和利益攸关方合作，为解决加拿大电

子废物问题而制定、推广和实施可持续的办

法：http://www.epsc.ca/ 

电子产品召回联盟(ETBC) 

促进电子行业的绿色设计和回收责任。

目标是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规定或强制执

行的协议，要求消费类电子产品制造商和品

牌所有者对其产品的生命周期承担全部责

任，保护电子产品使用者、工人及生产和丢

弃电子产品的社区的健康和福祉：

http://www.electronicstakeback.com/ho

me/ 

全球电子可持续性倡议会(GeSI) 

也涉及电子废物问题的主要电信运营

商及其供应商组织：http://gesi.org/ 

良好电子业 

该网络包括世界各地大约150个组织及

个人，包括工会、劳工权利组织、人权组织、

环保组织、大学、学者和研究人员：

http://goodelectronics.org/ 

国际绿色和平组织 

一个独立的全球性运动组织，所采取的

各项行动旨在改变态度和行为，保护和维护

环境，并促进和平：

http://www.greenpeace.org/ 

international/en/ 

国际固体废物协会(ISWA) 

在其废弃物专业人员网络内分享经验

和信息：http://www.iswa.org/ 

公平 IT 运动 

一个欧洲项目，重点关注电子产品行

业，尤其是消费类电子产品。其重点是宣传

并让年轻人参与其中：

http://makeitfair.org/ 

全国电子产品监管倡议(NEPSI) 

美国的一个多利益攸关方对话。旨在确

保所有参与产品生命周期的人员共同承担

减少其对健康和环境影响的责任，生产者承

担主要财务责任：

http://www.productstewardship.us  

生态研究所（德国） 

 欧洲一家领先的研究和咨询机构，致

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http://www.oeko.de/home/dok/546.php 

计算机设备行动伙伴关系(PACE) 

在 2008 年 6 月巴塞尔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九次会议期间成立，是工业界、政府、学

术界和民间社会之间的一个多利益攸关方

伙伴关系，解决废旧个人计算机的无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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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问题：http://www.basel.int 

IT 采购公平协会(SVTC) 

IT 产品可持续采购标准：

http://procureitfair.org/ 

硅谷防止有毒物质联盟(SVTC) 

一个多元化的机构，从事研究、宣传及

基层工作，在响应高新产业的快速发展中，

促进人类健康和环境正义：

http://svtc.org/ 

解决电子废物问题倡议（StEP） 

联合国各组织联合工业界、政府、国际

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科学部门共同提出的一

项倡议，发起并促进电子废物的可持续处理

办法：http://www.step- initiative.org / 

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SAICM) 

第 15 段的目标是确保：“所有利益攸关

方者都能够利用和获得关于化学品整个生

命周期，包括适当情况下产品中所含化学品

的信息，这些信息易于客户使用、充足而且

符合所有利益攸关方的需求……”；第 18 条

旨在“防止有毒、危险、禁止和严格限用化

学品，包括含有这些化学品、混合物和化合

物的产品，以及废物的非法国际运输。”电

子废物也被 2009 年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第

二届会议确定为四个新出现的问题之一。联

合国工发组织是牵头组织：

http://www.saicm.org/index.php?ql=h 和

content=home 

瑞士联邦政府经济事务司(SECO)和瑞

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实验室 (Empa) 

发起电子废物回收方案全球知识伙伴

关系。已公布其在南美洲（包括哥伦比亚、

秘鲁、巴西）、亚洲（包括中国、印度）、非

洲（包括埃及、南非、肯尼亚、摩洛哥、加

纳、塞内加尔）和加勒比（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所开展工作的案例研究。主要从事电子

废物项目，包括清点、收集和回收利用，并

建立“电子废物回收中的知识伙伴关系”：

http://ewasteguide.info/ 

SWITCH-Asia 促进网络计划 

与欧盟资助的可持续消费和生产(SCP)

项目合作，有助于有效共享知识，成功传播

项目做法，加强其亚洲和欧洲合作伙伴之间

的联络：http://www.switchasia.eu/ 

反毒物联盟 

一个印度组织，拥有有害废物、医疗废

物和市政废弃物领域及国际废物贸易等具

体问题、杀虫剂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新发

问题方面的专业知识。目前专注于电子废

物，并且已对印度主要大城市的电子废物情

况进行了评估研究：

http://www.toxicslink.org/ 

环境规划署废物管理全球伙伴关系

(GPWM) 

一个面向国际机构、各国政府、企业、

学术界、地方当局和非政府组织的开放式伙

伴关系。该伙伴关系支持制定工作计划，促

进实施国家和地方一级的固体废物综合管

理。电子废物管理是一个次重点领域：

http://www.unep.or.jp/ietc/SPC/activi

ties/GPWM/activity_global-partnership

.asp 

废电气电子设备论坛（欧洲电气电子废

物召回系统协会） 

由欧洲 39 个电气和电子废物收集和回

收系统的代表构成。其使命是为合作与交流

佳做法提供平台，优化成本效益：

http://www.weee-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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