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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开展动力蓄电池梯次管理，引导新能源汽车行业高质量发展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管理办法》解读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近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生
态环境部、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
布了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管理办
法》（工信部联节 〔2021〕 114 号）（下称 《管
理办法》）。为推动 《管理办法》 有效落实，
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管理办法》
出台的背景、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新 能 源 汽 车 动 力 电 池 退 役 后 ，一 般 仍 有
70%~80%的剩余容量，可降级用于储能、备电等
场景，实现余能最大化利用。动力电池梯次利
用即是对新能源汽车退役动力电池进行必要的
检验检测、分类、拆分、电池修复或重组为梯次
产品，使其可应用至其他领域的过程。
动力电池梯次利用是资源综合利用的新兴
领域，梯次利用企业主要集中在电池退役量
大、技术资源优势明显的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等地区。为了培育壮大梯次利用骨干企
业，在企业自愿申报的基础上，工业和信息化
部已公告一批符合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
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 的梯次利用企业名
单。目前，梯次利用检测、拆解、重组利用等
技术已较为成熟，电池残值评估、远程监控预
警等技术不断优化提升，梯次产品已应用在储
能、备电等领域。为进一步规范和引导行业高
质量发展，我们研究制定了 《管理办法》，明
确梯次产品生产、使用、回收利用全过程相关
要求，完善梯次利用管理机制。

《管理办法》
制定遵循什么原则？
我们以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出发点，组
织开展《管理办法》的编制工作。在编制过程
中，主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突出梯次利用企业
的主体责任，要求企业在梯次产品设计生产、包
装运输、回收利用等全生命周期内履行生产者
责任，落实相应管理要求；二是强调产品质量与
环保处置，明确梯次利用企业在产品研发、试验

验证、生产质量管理、报废回收等方面要求，
保障梯次产品电性能和可靠性，以及产品报
废后的规范回收处置；三是强化行业协同发
展，对产业链合作、数据共享及知识产权保护
等提出原则性要求，引导行业规范、有序发
展，提升整体技术水平；四是重视发挥市场机
制作用，通过产品认证等措施推动行业提升
梯次产品质量；五是注重政策联动，与已实施
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
业规范条件》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
用溯源管理暂行规定》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
池回收服务网点建设和运营指南》，以及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的认证制度等形成政策合力。

《管理办法》的编制
过程是怎样的？
2019 年年底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
行业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启动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梯次利用管理政策的起草工作。
一是开展专题调研。我们通过广泛调研
了解我国梯次利用产业发展现状，针对行业
发展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了引导梯次利用
产业规范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形成了文件
初稿。
二是凝聚行业共识。在政策起草过程
中，我们广泛吸纳企业、行业协会、研究机构
等有关方面的参与，多次组织行业和专家座
谈会，对文稿进行反复研讨，并征求了有关部
门意见。
三是广泛征求各方意见。2020 年 10 月至
11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将 《管理办法 （征求
意见稿） 》 通过部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根据各方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并于今年
正式发布。

《管理办法》
主要内容是什么？有哪些特点？
《管理办法》包括总则、梯次利用企业要
求、梯次产品要求、回收利用要求、监督管理、
附则六个章节，主要内容如下：一是总则，明
确管理原则、适用范围及相关企业责任，提出

部门协同监管要求，支持技术创新。二是梯次
利用企业要求，
《管理办法》对企业的技术开
发、管理制度建设、产品质量保证及溯源管理
等作出规定。三是梯次产品要求，
《管理办法》
中对产品设计试验，编码及包装运输等作出规
定，确定建立梯次产品自愿性认证制度。四是
回收利用要求，梯次利用企业要建立报废梯次
产品回收体系，确保报废梯次产品规范回收与
合规处置。五是监督管理，明确县级以上地方
工业和信息化、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及商务主
管部门监管职责，发挥社会监督及专家委员会
的支撑作用。
考虑到梯次利用是新兴产业，针对当前产
业发展实际情况和诉求，
《管理办法》在制度设
计上体现了以下特点：
（一）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梯次利
用企业作为梯次产品的生产者，履行生产者责
任，承担保障梯次产品质量及产品报废后回收
的义务。动力电池生产企业作为上一级生产
者，也承担生产者责任，采用易梯次利用的产
品结构设计，利于其退役后的高效梯次利用。
（二）开展梯次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梯
次利用是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重要环节，梯
次利用企业落实动力电池溯源管理要求，对梯
次产品生产、使用及回收利用等过程实施监
控，确保全过程可追溯。
（三）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完善协作机制。
考虑梯次利用产业在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产
业链中承上启下的地位，鼓励企业与上下游企
业在回收体系共建、数据信息共享及知识产权
保护等方面加强协调，解决电池高效回收、健
康状态快速评估等问题，形成适应行业发展的
商业合作与技术发展模式。
（四）建立梯次产品自愿性认证制度。为
扩大优质梯次产品的供给与应用，引导产业高
质量发展，将推行梯次产品自愿性认证制度，
发挥认证机制在市场中的导向性作用，培育骨
干梯次利用企业，带动梯次产品质量、性能水
平提升。
（五）协同推进梯次利用监督管理。工业
和信息化、科技、生态环境、商务、市场监管部
门将加强部门间协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强化
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监督管理，加大技术、装备
的研发与推广应用支持力度，推动形成有利于
梯次利用行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完成IMS网络互联互通
提供多媒体服务电信网络
——关于 IMS 网络互联互通的解读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
IMS 网络是顺应网络 IP 化趋势，为
用户提供多媒体服务的电信网络。工业
和信息化部组织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
国联通开展 IMS 网络互联互通工作，于
2021 年 8 月完成全国移动通信网 IMS 网
络互联互通部署，
正式为用户提供服务。

电信网
互联互通是什么？
《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中定
义，电信网互联是指建立电信网间的有
效通信连接，以使一个电信业务经营者
的用户能够与另一个电信业务经营者的
用户相互通信或者能够使用另一个电信
业务经营者的各种电信业务。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运
营商的通信网络已实现互联互通。

IMS 网络
是什么？
IMS（IP Multimedia Subsystem）即
IP 多媒体子系统，是利用 IP 技术在运营
商网络上构建的分层、开放、融合的通信
核心网。通过 IMS 网络，用户可以享受
高清音/视频通话、视频彩铃、电话会议
等丰富的电信级多媒体服务。目前，中
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均已完成
IMS 网络部署。

IMS 网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中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
设数字中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
5G 网络规模化部署。IMS 网络承载
5G VoNR 音/视频等业务，为用户提
供更高质量的电信服务，对于 5G 网络
建设发展具有基础支撑作用，为未来
发展新型电信业务奠定良好基础。

IMS 网络互联互通为用户
通信体验带来哪些提升？
IMS 网络互联互通后，
4G/5G 用户
的网间通信体验将显著提升。
一是有效
降低网间话务呼叫时延，
减少用户跨运
营商通信等待时间；
二是明显提升网间
通话质量，音频还原度更高，用户听到
的声音更加真实；
三是支持更加丰富的
多媒体应用，
用户可以跨运营商使用视
频通话、
视频彩铃等业务。

工信部就 IMS 网络
互联互通开展哪些工作？
2019 年 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在
湖南、四川两省组织开展 IMS 网络互
联互通试点工作。
2020 年 5 月，在两省试点取得成
功的基础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决定在
全国推广 IMS 网络互联互通。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下，中国
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及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研究制定技术方案、测试
规范及 10 余项行业标准，开展网间测
试 10 万余次，覆盖五个主流设备厂家
十余种网元设备，分批次有序完成业
务割接调整。
2021 年 8 月 ，全 国 移 动 通 信 网
IMS 网络实现 IP 化互联互通，正式为
用户提供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