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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目前，我国的报废机动车拆解业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全国现在

年拆解报废机动车超过 100 万量，报废机动车拆解业成为我国经济建

设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是现有报废机动车拆解企业大都属

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资金投入较少、技术装备落后、拆解手段原始，

一方面拆解效率低，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的污染。为减少

报废机动车拆解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保护环境，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下达了制定《报废机动车拆解环境保护技术规范》

的任务，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研究所负责编制该

标准。 

 

二、目的和意义 

我国属于资源缺乏国家，以矿产资源为例，我国人均矿产储量潜

在总值为 1.51 万美元，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58%，排世界第 53 位，

35 种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 60%，其中铁矿

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 44%。因此，应大力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

尽量提高其循环使用率，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报废机动车就如同一座座废钢

铁等金属的宝库，是炼钢和有色金属冶炼工业的一个重要原材料来

源。表 1所示为日本废机动车的拆解材料构成数据。根据这一数据，

我国废机动车每年所产生的废钢铁约在 100 万吨以上，用于钢铁再生

相当于替代矿石 4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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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日本汽车材料构成 

轿车的材料构成（拆解前） 
原  材  料 

(%) (kg) 
生铁 7.5 90 
普通钢 47.9 570 钢铁 
特殊钢 14.1 168 

小  计 69.5 828 
铜 1.5 18 
铝 6.1 73 
铅 0.6 8 

有色金属 

锌 0.5 6 
小  计 8.7 105 

树脂类 8.5 102 
橡胶 3.2 38 
玻璃 3.1 37 
纤维 2.5 29 

非金属 

其他 4.5 54 
小  计 21.8 260 
合    计 100 1,193 

因此，各国都很重视对报废机动车的拆解工作，将废机动车的拆

解再生纳入循环经济（循环型社会）的体系，作为“城市矿藏”加以

重点“开采”。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国家对报废机动

车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如汽车报废标准的调整，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

资金的发放，对老旧汽车更新实行税前还贷、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

保证燃油指标供应等的制定和实施，对促进汽车报废更新起到了重要

作用。我国的报废机动车拆解工业正逐步发展起来，成为多种资源回

收利用的重要渠道。 

我国报废机动车拆解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但拆解企业总体经营

和技术水平较低，一般年拆解几十至几百辆，规模大的年拆解上千辆。

由于资金和技术投入不大，这个行业的发展仍然较为落后：一方面，

企业以手工劳动为主，大件废钢铁解体采用氧割和锤砸，废钢铁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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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回收采用人工拆卸、酸浸、火烧等，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另一方

面，由于车辆拆解后的部件和材料分类回收困难，大多数企业没有对

综合利用的部件和材料进行分类，导致资源的综合利用率较低。拆解

企业主要靠出售废钢铁和金属获利，对环保方面的要求较低，对拆解

场地几乎不作任何要求；对综合利用价值不高的废物料和部件，尤其

是对危险废物如报废机动车中的蓄电池、空调器、废油等的处理随意

性大，造成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此外，报废机动车中残余的废油液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废油液随意渗入地下，会污染土壤和地下

水。此外， 随着汽车中塑料用量的逐步增大（我国的平均含量约为

汽车自重的 5-10%），带来了极其难处理的回收利用问题，其中最大

的就是环境污染问题。报废机动车的塑料最理想的出路当然是回收、

再利用，但由于很难在拆解企业内对其进行详细的分类，因此综合的

难度很大。目前，国外仍主要是采用燃烧利用热能的方式来处理汽车

废旧塑料件，并通过一定的清洁装置，将不能利用的废气和废渣进行

清洁处理。我国目前主要还是采用燃烧的方式来简单处理汽车废旧塑

料，因而造成较为严重的大气污染。 

为加强报废机动车拆解企业在设计、建设和运行过程中的污染防

治和环境保护管理，加强资源的充分回收，节约能源，促进循环经济

的健康发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起草制定了《报废机动车拆解环境保护

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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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外标准法规现状 

3.1 国内标准法规现状 

目前我国已有的关于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的政策性文件主要包

括国务院 2001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

商务部 2005 年公布的《汽车贸易政策》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

环保总局 2006 年联合发布的《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技术政策》等。这

些文件的主要目的是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工作，建立汽车产品报

废回收制度，禁止报废零部件及非法拼装车的倒卖行为上，其内容多

是指导性的规定，对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也只是提出了一些概括性的

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报废

汽车回收企业除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设立企业的条件

外，还应刚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保护标准”；第十四条规定，“报废企

业回收企业拆解报废汽车，应当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采取

有效措施，防治污染”。但是，该办法规定的负责报废机动车回收监

督管理的部门及其职责分工中，涵盖了经济贸易、公安、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并没有包括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 

《汽车贸易政策》第六章“汽车报废与报废汽车回收”第三十五

条规定，“报废汽车回收差解企业拆解的报废汽车零部件及其它废弃

物、有害物（如蓄电池、油液、有害金属等）的存放、转运、处理等

必须符合《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确保安全、无污染（或使污染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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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技术政策》第一章“总则”第八条规定，“促

进汽车废物的充分合理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降低直至消除废物的危害

性”；第十条规定，“汽车生产、使用、报废各环节应注重对环境的保

护，产生的废物的处理和处置要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及相关政策法

规要求，减少直至避免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损害”；在“第二章 汽车

设计和生产”、“第三章 汽车装修、维修、保养”、“第四章 废旧汽车

及其零部件进口”、“第五章 汽车回收及再生利用”、“第六章 促进措

施”中分别从各环节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其中均涉及环境保护和资源

节约。 

我国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认定工作由国家经济贸易主管部门

（原为国家经贸委，现为商务部）负责，以公告的形式公布企业名单。

资质的认定则是依据《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和原

国家经贸委 2001 年制定并实施的《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总量控制方

案》。认定的条件主要是企业规模方面的要求，而认定条件中的企业

应“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保护标准”一项也由于至今我国还没有专门

的关于报废机动车拆解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标准而无法落到实处。因此

对已经开展和即将开展报废机动车拆解业务的企业无法提出针对性

的环境保护要求，制定专门的报废机动车拆解环境保护标准迫在眉

睫。 

3.2 国外标准法规现状 

发达国家则在这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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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指令EU2000/53/EC中概括性的提出了报废

车辆拆解的相关环保要求，包括新型车使用环境负荷物质的规定，废

车的拆解规定；再生利用率的规定；废车回收网络的规定等方面。要

求加盟国必须保证防止报废车辆处理所造成的污染，对以下的处理设

施应取得有关部门发放的许可证和登记证：蓄电池和液化气罐的拆

卸；有爆炸危险的部件（如安全气囊）的拆卸或无害化；燃料、各种

油类、冷却液、防冻剂及其它液体的取出和保管；含水银部件的拆卸。

另外，为促进资源的再生利用，对以下部件应予拆卸：催化剂、玻璃；

含铜、铝、镁的部件；电子器件及大件塑料部件和轮胎。 

日本厚生省于 1995 年 6 月制订了《汽车、电器等在粉碎屑处理

前进行有用物选出的指南》，明确了在破碎处理前应选出零部件的目

录。日本通产省于 1997 年 5 月将现有的相关法令和指南中的有效部

分整理为系统的政策文件《报废汽车再生利用规范》，规定了汽车的

设计、制造、使用和拆解等各相关方的责任和义务。日本于 2002 年

7 月出台了新的《报废机汽车再生法》，规定拆解企业要首先将空调、

蓄电池、废机油等对环境危害大的废物予以拆解和收集，并根据环保

要求，采取措施分别进行妥善处置。 

德国汽车报废的法律依据是 1986 年修订发布的《废物限制和废

弃物处理法》。1992 年德国通过的《限制报废车条例》中规定汽车制

造商有义务回收报废车辆。1996 年生效的德国《循环经济和废物管

理法》对报废汽车拆解材料的比例等作了具体的规定。如工作场地要

有标识；废油应分类回收；应先拆除空调装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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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编制依据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主要依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国务院关于加

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家部委文件，国发[2005]22 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307 号），《汽

车贸易政策》（商务部令，2005 年 16 号），《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技术

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环保总局公告，2006 年第 6号）

等指导性文件，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环境管理和污染控制标准与相

关文件。引用的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 

GB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12348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GB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487.13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

机动车压件 

GB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8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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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下列原则： 

1、符合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和发展方向； 

2、在确保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提高报废机动车的资源综合利用价

值； 

3、符合国家现有相关政策和法规标准； 

4、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符合我国技术发展水平。 

 

六、主要工作过程 

编制工作承担单位在接受任务后，广泛收集、分析国内外现有相

关标准和资料，深入国内外汽车拆解破碎现场进行实地调查，掌握了

现有报废机动车拆解、破碎企业的生产工艺、环境保护及污染控制措

施和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与潜在的环境危害等实际情况。在参阅国内外

现有标准和有关资料，并结合典型企业的调研结果，组织起草了《报

废机动车拆解环境保护技术规范》。本标准起草过程中征求了有关专

家的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和完善，形成了《报废机动车拆解环境保护

技术规范》的征求意见稿。 

 

七、内容结构 

本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范围：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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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中引用的标准、文件等。 

（3）定义：本标准中关键词语的解释。 

（4）报废机动车拆解、破碎基本要求：原则性规定。 

（5）拆解、破碎企业建设环境保护要求。 

（6）拆解、破碎企业运行环境保护要求。 

（7）污染控制要求。 

（8）进口废汽车压件拆解、破碎处理的特殊规定。 

（9）规范监督实施。 

 

八、主要内容条文说明 

1、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报废机动车拆解和破碎过程的污染防治和环境保

护管理。 

国务院 2001 年 6 月 13 日通过的第 307 号国务院令《中华人民共

和国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中第七条规定，“报废汽车回收企业除

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设立企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

下列条件”，其中条件七为“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保护标准”。因此，

本标准也将作为环境保护标准用于汽车拆解、破碎企业的资质申请和

考核。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为在报废机动车的拆解、破碎过程中为避免造成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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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遵循的相关环境保护标准。 

 

3、定义 

本标准中“报废机动车”的定义基本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废

汽车回收管理办法》中的定义并明确了主要的机动车类型，并根据实

际情况将摩托车、电动车和工程车辆以及进口废汽车压件纳入管理范

围。 

由于废机动车拆解工艺的差别，特别是手工和机械拆解的技术要

求不同，机械拆解需要破碎工序，因此可以将废机动车拆解分为拆解

和破碎两个阶段，破碎可以在拆解工厂内完成，也可以作为独立企业

存在。因此，为明确报废机动车的处理步骤，本标准分别定义了“拆

解”和“破碎”，以便在提出共性要求之外，针对主要从事这两类操

作的企业在建设和运行方面分别提出有针对性的要求。 

 

4、报废机动车拆解、破碎的基本要求 

本部分内容说明了报废机动车拆解、破碎过程必须遵循的基本原

则。其主旨是保证报废机动车的拆解、破碎是以保护环境为前提的资

源综合利用，同时保证产品的安全。 

4.1 本条是对废机动车拆解、破碎过程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 

4.2 本条明确了废机动车拆解、破碎的主要目的，提出了拆解、破碎

过程所要遵循的基本宗旨。 

4.3 废机动车拆解后再生利用的主要途径包括零部件的再利用和拆

解产物的材料循环和能量再生。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应该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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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废机动车零部件的再利用。但是为防止拼装汽车、走私汽车的出现，

禁止将废机动车零部件用于汽车组装，只能用于汽车维修；禁止进口

废汽车压件拆解零部件再利用，防止以废机动车的名义进口零部件组

装汽车。 

4.4 由于汽车发动机直接影响汽车的质量和安全，而达到汽车的国家

报废标准后将不能保证其安全性，因此达到国家报废标准后的废机动

车拆解下来的发动机不得再利用。但是由于事故等原因没有达到报废

期限的废机动车，如果发动机可以满足质量标准，仍然可以作为二手

零部件继续使用。 

4.5 废机动车拆解过程中危险废物是环境保护的重点管理对象。本条

根据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体法》）、《国家

危险废物名录》以及根据国家十五科技攻关成果建立起来的危险废物

鉴别技术体系，将废机动车拆解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废弃零部件进行

识别，提出了废机动车拆解过程中将产生的危险废物清单。表 2为废

机动车中各种危险废物及其主要危险特性。 

表 2 废机动车中危险废物的主要特性 

废物名称 危险特性 

废液化气罐 反应性、易燃性 

废安全气囊 反应性 

废蓄电池 毒性、腐蚀性 

废尾气净化催化剂 毒性 

废汽油、柴油、机油、润滑油、液压油 易燃性 

废制动液、防冻剂、防暴剂 毒性 

废空调制冷剂 毒性（温室效应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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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拆解、破碎企业建设环境保护要求 

本部分内容从报废机动车拆解、破碎企业建设所涉及的各个方面

提出具体要求，使拆解、破碎企业的建设规范，设施完备。 

5.1 选址要求：拆解、破碎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对周围居民会产生噪声、

油脂和粉尘烟气污染，因此选址时应避开城市居民区、商业区和其他

敏感区，避免对人群造成健康威胁。如果原有拆解、破碎企业在这类

区域内，应按照当地规划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要求限期进行搬迁。 

5.2 封闭要求：为防止不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废物进入拆解、破碎企

业及发生废物的流失，特别是防止危险废物的流失，避免二次污染的

发生，规定拆解、破碎企业应采用封闭措施。 

5.3 地面硬化要求：为防止报废机动车在进入拆解、破碎企业或在企

业内部的转移过程中发生废油、废液的泄漏，或是由于雨水、清洗水

等的渗透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拆解企业内部的道路应进行硬化处

理并在运营期间进行维护确保地面无破损。 

5.4 拆解企业的分区管理要求：为加强和便于拆解企业内部的环境管

理和污染控制，应将拆解企业划分为包括管理区、未拆解的报废机动

车的贮存区、拆解作业区、产品贮存区和污染控制区（包括不可回收

利用的废物的贮存和处理区，下同）在内的若干不同功能区，对不同

的功能区分别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要求，并使不同污染特性的物质和材

料分别在不同的区域内。 

5.5 拆解企业的设计要求：为保证拆解企业不会过量拆解、要求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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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的大小和分区适合企业的设计拆解能力；为便于区分和实际操

作，要求各功能区有明确的界线和明显的标识；为保证在报废机动车

的贮存、及拆解后的贮存过程中，各种液态物质能够得到收集和妥善

处置，不会由于发生泄漏、溢出或渗透而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要求拆解企业除管理区之外的功能区应具有防渗地面和油水收集设

施；为防止物质和材料由于风雨而发生散乱、流失，要求拆解作业区、

产品贮存区和污染控制区应有防雨和防风设施。 

5.6 破碎企业的分区管理要求：为加强和便于破碎企业内部的环境管

理和污染控制，应将破碎企业划分为包括管理区、原料贮存区、破碎

分选区、产品贮存区和污染控制区在内的若干不同功能区，对不同的

功能区分别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要求，并使不同类型的物质和材料分别

处在不同的、明确的区域。 

5.7 破碎企业的设计要求：为了保证破碎企业不会过量破碎，要求其

各功能区的大小和分区应适合企业的设计破碎能力；为便于区分和实

际操作，要求各功能区有明确的界线和明显的标识；为防止在报废机

动车的破碎及后续的贮存过程中，各种残留的液态物质能够得到收集

和妥善处置，不会由于发生泄漏、溢出或渗透而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

污染，不会由于风雨而发生物质和材料的散乱和流失，要求破碎企业

除管理区之外的功能区应具有防渗地面和油水收集设施，并有防雨和

防风设施。 

5.8 污水排放要求：由于拆解、破碎企业收集的雨水、清洗水和产生

的非生活废水中可能含有各种废油和废液，因此不得直接排放，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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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专门的收集设施。 

5.9 防火要求：由于拆解、破碎企业中有大量火灾隐患，为杜绝发生

火灾并引发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后果，要求拆解、破碎企业应有符合

要求的防火设施与疏散通道。 

5.10 应急要求：为避免拆解、破碎企业在产生环境污染和发生环境

污染事故时由于缺乏准备出现失误，要求企业有完备的污染防治机制

和处理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预案制度。 

 

6、拆解、破碎企业运行环境保护要求 

本部分内容从报废机动车拆解、破碎企业运行过程中所涉及的各

个方面出发，提出了具体的环境保护要求，主要包括拆解的步骤和拆

解、破碎产生的和残余的各种物质的处置。 

6.1 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布的 2006 年第 9 号

公告《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技术政策》中第十三条规定，“汽车零部件

配套企业需向汽车生产企业提供其供应配件的材料构成、结构设计或

拆解指南、有害物含量及性质、废弃物处理方法等相关信息，以配合

整车生产企业核算其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第十七条规定，“汽车生

产企业要积极与下游企业合作，向回收拆解及破碎企业提供《汽车拆

解指导手册》及相关技术信息，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培训，共同促进报

废汽车回收利用率的不断提高。”因此，拆解、破碎企业应向汽车生

产企业要求获得《汽车拆解指导手册》及相关信息，作为确定技术路

线的指导材料，并使之更具针对性。 



 15

6.2 报废机动车可以以多种方式进行拆解和破碎，包括人工拆解、机

械拆解、人工破碎、机械破碎等，因此企业在选择技术路线时应选择

对环境污染程度最低的方式。 

国外发达国家一般采用机械拆解和破碎的工艺，但是这一工艺路

线往往会使大量的非金属废物无法利用，这些废物中含有大量塑料和

橡胶；另外机械拆解会造成铜与钢铁金属的分离困难，降低废钢品质

或者增加废钢成本。因此，在此前提下，应鼓励根据我国国情选择固

体废物产生量少、资源回收利用率高的工艺，而不宜盲目追求拆解、

破碎的高技术和高成本。 

6.3 为防止报废机动车在贮存过程中由于发生翻转等事故而使危险

废物或其他液态废物对操作人员和环境造成伤害，禁止拆解前的报废

机动车侧放或倒放。 

6.4 为防止在拆解、破碎过程中拆除下来的各类物质和破碎产生的各

种物质和材料由于起风和降水等原因造成散落、遗洒、泄漏等，防止

废机动车及其拆解、破碎产物携带的尘污、油污被雨水冲刷造成环境

污染，禁止露天拆解、破碎报废机动车。 

6.5 为避免报废机动车中的各种废物尤其是危险废物在贮存和拆解

过程中对操作人员和环境的潜在威胁，在报废机动车进入拆解企业后

应首先拆除危险性最大的物质，因此规定了拆解顺序，要求企业严格

按照规定的顺序对报废机动车进行拆解。拆解顺序是根据表 2中所列

出的各种部件和材料的危险特性的不同危害性确定的，同时参考了国

外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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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为防止完成第 6.5 条拆解步骤的报废机动车在贮存过程中发生

翻转等事故，规定了叠放的高度。具体数值参考了日本的《报废机动

车拆解技术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6.7 完成第 6.5 条拆解步骤的报废机动车的其余部分应按照资源最

大化原则进行拆解，尽可能提高资源的回收利用率。 

6.8 在第 6.5 条拆解步骤完成之前，废机动车本身携带大量危险废物

和有害成分，如果直接进行破碎或者直接进行熔炼，所产生的危害和

环境污染将可能难以控制。因此，为降低环境风险，禁止在完成 6.5

条的拆解步骤之前对报废机动车进行破碎处理或直接熔炼。 

6.9 根据我国《固体法》第四章“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特别规定”

第五十七条规定，拆除下来的各种危险废物应由具有相应的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理处置。如果自行处置的话，拆解企业应申请相

应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在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进行相关活动。但

是符合相应产品标准可以回收利用的汽油、柴油可以直接利用，不属

于危险废物管理，所以可以作为产品（商品）利用，而不用获得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 

6.10 根据我国《固体法》第四章“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特别规

定”第五十八条规定，危险废物必须按照特性分类进行收集。由于废

制冷剂主要为温室气体的特殊性质，强调在收集后应按照第 6.9 条规

定进行处理，不得随意向大气排放。 

6.11 由于废蓄电池中酸液的特殊性质，强调在收集后禁止直接将液

体废物倾倒出来造成污染，并要求将其贮存在耐酸的容器或有耐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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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专用区域内。 

6.12 根据我国《固体法》第四章“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特别规

定”第五十八条，规定拆解、破碎企业贮存危险废物不得超过一年。 

根据我国《固体法》第四章“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特别规定”

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危险废

物的设施、场所，必须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根据第五十八条规定，

收集、贮存危险废物必须按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进行；禁止将危险废

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6.13 由于电子电器产品和部件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如重金属和有机

物等，因此对其处置单位应有一定的要求。 

6.14 为防止拆解得到的可回收利用的部件和材料进入不具有相应物

质再生利用资质的企业，难以保证操作的规范性而存在造成环境污染

的可能性，要求可回收利用的部件和材料应送交具有相应物质再生利

用资质的企业。 

6.15 由于报废机动车中的废电线电缆、废轮胎及其他废物在焚烧的

过程中会产生二恶英等有毒气体，因此禁止采用露天焚烧的方式处理

报废机动车拆解、破碎过程中产生的废电线电缆、废轮胎和其他废物。 

6.16 为防止废物混入可回收利用的部件、材料，由于流失而造成环

境污染，要求不同类型的物质和材料应分别收集并设立明显标识。 

6.17 为避免拆解得到的轮胎、塑料等由于贮存或管理不善发生火灾

并引发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后果，要求这类物质的贮存区域应具有防

火设施并尽量避免大量堆放。 



 18

6.18 由于拆解、破碎企业收集的雨水、清洗水和产生的非生活废水

中可能含有各种废油和废液，任意排放会对水质造成不利影响，因此

必须处置达标后方可排放。 

6.19 为防止作业对环境造成噪声污染，应采取隔音措施，同时禁止

夜间操作。 

6.20 拆解、破碎企业应有日常监测方案，以保证环境保护措施落到

实处；为保证报废机动车的来源和去向明确，以便于后期监管和问题

追踪，拆解、破碎企业应建立经营情况记录制度。监测报告和经营情

况记录应至少保存三年。 

 

7、污染控制要求 

本部分从污染控制方面入手，对报废机动车拆解、破碎企业提出

了具体要求。明确固体废物的资源化不得破坏环境，即拆解、破碎过

程中不得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对拆解、破碎企业的空气质量、

可能产生的各种污染物包括废水、废气、恶臭污染物和噪声等的排放

标准进行了明确的要求；还规定了拆解、破碎企业可能有的各类固体

废物处置设施应满足的标准要求。 

 

8、进口废汽车压件拆解、破碎处理的特殊规定 

8.1 由于以进口废汽车压件为原料进行拆解、破碎的企业在污染防治

和环境保护方面有一定的特殊性，本章内容针对该类企业提出了除上

述几章的要求之外的特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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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国家对于进口废汽车压件的拆解、破碎企业有一定的审批程序和

加工利用的管理要求，从事这类业务的企业首先应该满足相关要求。

8.3 进口废汽车压件中可能会夹杂一些危险废物，或不能用作原料的

固体废物如废纸、废橡胶、废塑料等，这些物质会对我国的环境造成

污染，因此强调进口废汽车压件应符合 GB16487.13 的要求。 

8.4 为规范和便于对进口废汽车压件的拆解、破碎企业的管理，要求

这类活动应在专设的废弃机电产品集中拆解利用处置区内进行。 

8.5 由于进口废汽车压件中拆卸下来的零部件如果用于汽车维修和

组装，会造成走私和安全隐患，因此禁止其用于汽车的维修与组装。 

8.6 由于废机动车压件的进口和质量监督工作所涉及的单位包括海

关、进出口商品检验和环境保护等诸多部门，因此这类企业应受到当

地上述各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 

 

9、规范监督实施 

本标准的监督实施权限是设区的市级以上环境保护局。 

 

九、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 

9.1 编制单位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 

9.2 主要编写人员 

王琪，李丽，周炳炎，黄启飞，董路，朱雪梅，蔡木林，黄泽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