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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中再协字[2017] 28 号 

 

关于报废车产业链延伸论坛暨中再生协会报废车分会 

会员大会[2017]的通知 

12 月相聚西安 聚焦产业链 

根据《国务院 2017 年立法工作计划》为了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保障道路交

通安全，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发展，修订《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并力争 2017

年完成。据商务部相关领导透露信息，为加快拆解行业管理改革，适应行业发展需要，《报

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已进入最后阶段，重点推进三方面改革：  

一是取消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总量控制合理规划布局的要求，实行先照后证制度， 

二是允许旧件进入流通，开展绿色汽车消费。 

三是废除报废机动车的收购价格，参照废旧金属价格计价规定，市场自主协商定价。 

鉴于新修订的《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发布在即，届时，中国报废车回收拆解市场将

会迎来快速变革期，拆解企业、再制造企业、回用件营销平台、互联网及信息化管理等新的

模式将面对新的业务需求，传统与创新的对接将是下一步市场面临的异常艰巨的挑战，但同

时也是史无前例的机遇。12 月 16 至 19 日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报废车回收拆解与再

利用分会（简称中再协报废车分会，CELVE），充分务实发挥好报废车行业组织的优势和

作用，特别邀请行业主管部委及相关产业链的领导、专家及企业共聚西安，共论精彩内容： 

 即将出台的《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将会对汽车回收拆解行业格局和产业供应链结

构带来哪些影响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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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废车行业的全面发展需要怎样的税收制度进行合理引导？回用件交易后的标准？ 

 在实施环保督察、“回头看”，报废车回收拆解管理、固废存储及危废处置措施，必

须在哪些方面做哪些提升？如何规避环保风险趋利避害规范危险废弃物的储存与处理方式。 

 对报废车在精拆解分类、回用件、可再制造件等资源的回收体系建设，旧件溯源及再

制造件的采购与销售上形成对接零距离，大胆创新，积极探索新型回收模式，革新产业流

程，提高循环再利用的商业模式创新有哪些； 

 为企业及相关的产业园区的发展，提供内部管理规范与业务操作模式的咨询工作，并

提供相关的管理系统化的优化建议。 

 如何响应国家政策，逐步扩大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范围，提高回收利用效率和效益。落

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制定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推进动力电池梯级利用。 

中再生协会报废车分会愿与广大企业和相关产业的各界人士共同携手，共同推动我

国报废车回收拆解与再利用的后市场发展，共同建设汽车循环经济的生态体系而努力！ 

主办单位：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中再生协会报废车分会 

承办单位： 

环元科技 

协办单位： 

西安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陕西大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独家冠名赞助： 

湖北力帝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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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中国废钢铁应用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分会、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再制造专业委员会、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维修及再制造分会 

支持媒体： 

新华社、央视网、中国网、中国汽车报、再生资源信息网、我的钢铁网、易再生、卓创

资讯、《资源再生》、中华合作时报、百川资讯、中国联合钢铁网 

一、时间、地点 

大会时间： 

2017 年 12 月 16 报到签到 

12 月 17 日-12 月 18 日全天会议； 

12 月 16 日晚 19:30-21:30 讨论《报废汽车拆解回用件流通标准》初稿 

举办地点： 

西安曲江华美达广场酒店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曲江新区雁南五路 1958 号 

主题论坛：四层大宴会厅；回用件讨论及升级：五层 3 号会议室 

其他说明： 

12 月 19 日内部升级交流，仅限技师答辩者；参加人员提前预约：15810527462。 

参会费用： 

会员企业：12 月 5 日后报名：2500 元/人 

非会员企业：12 月 5 日后报名：3300 元/人 

二、会议主题 

1、报废车回收拆解与再利用分会成立一周年暨会员大会，授牌仪式； 

2、新《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的解读及对行业带来的改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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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税收、环保、回用件流通模式及再制造产业融合发展将推动行业新契机； 

4、创新商业模式驱动汽车拆解循环再利用后市场发展； 

5、精细化拆解分类管理及高质化利用，回用件、再制造件间的关系及交易要点； 

6、信息化管理引入，引领企业管理智能化； 

7、汽车拆解面临新的拆解技术规范，对技术要求与环保标准； 

8、新能源汽车拆解技术与标准的实施与操作规范； 

9、报废车产业链回收与管理与市场方向； 

10、台湾报废车市场综述及废车补贴基金构成简析 

三、会议定位 

探索报废车回收拆解与再利用的产业链发展路径 

四、会议议题日程按排：（拟邀请，具体待确定后调整） 

会议拟邀请国家商务部、环保部、发改委、国税总局、工信部、相关协会及地方政

府与行业知名专家共同对报废车产业进行新政策解读，探寻新方法，探讨日程参考: 

12 月 17 日  上午会议安排  8:10 四层大宴会厅 

8:30-8:40 欢迎致辞 

发言人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潘永刚 

8:40-8:50 欢迎致辞 

发言人 陕西省相关领导   

8:50-9:00 欢迎致辞  

发言人 陕西省相关企业领导  

9:00-9:30 2017 年报废车行业综述  

发言人 中再协报废车分会 秘书长 张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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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10:00 2017 年中再生协会报废车分会（CELVE）工作汇报  

发言人 中再协报废车分会 会员部部长  由红霞 

10:00-10:30 报废车分会（CELVE）会员授牌仪式 

主持人 中再协报废车分会 项目部部长                                 许青 

10:30-10:40 参会代表全体合影留念 

茶歇  11:00 入场 

11:00-11:20 废旧资源回收行业环保监管的要点   

发言人 全国人大环资委办公室副处长   穆治霖 

11:20-12:00 税收及环保税 2018 年的实施解读   

发言人 相关主管部委领导  

12:15 二楼爱丽丝西餐厅 自助餐   

下午会议安排  13:45 四层大宴会厅 

14:00-14:30 台湾废车回收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发言人 台湾环保署前科技顾问室主任、台湾废车回收处理基金会创建人 藩国恕 

14:30-15:00 面向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的旧件回收体系建设 

发言人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分会 秘书长 谢建军 

15:00-15:30 我国再制造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应用 

发言人 

装甲兵工程学院装备再制造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 

中循协再制造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 

史佩京 

博士 

茶歇 20 分钟 

15:50-16:20 临港再制造 为产业创造价值  

发言人 上海临港再制造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田富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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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6:50 车身再制造市场发展趋势  

发言人 常州汉科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总工程师 倪胜广 

16:50-17:20 抓好再制造“两头” 促进产业的良性发展  

发言人 湖北恒隆——荆州裕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田青 

17:20-18:10 “十三五”废旧轮胎循环利用的现状与展望  

发言人 废旧轮胎处理专家 北京化工大学教授 任冬云 

18:30 四层大宴会厅——湖北力帝赞助晚宴      陕西文化表演 

12 月 18 日  上午会议安排  8:10 四层大宴会厅 

8:30-9:00 汽车回收利用政策简析  

发言人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汽车产业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 黎宇科 

9:00-9:30 报废汽车循环产业链的创新理念与工程设计方法  

发言人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 循环经济技术研究所 所长 杨敬增博导 

9:30-10:00 中国汽车产品回收利用产业技术路线图  

发言人 汽车产品回收利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理事长兼秘书长 陈铭博导 

10:00-10:30 新能源汽车拆解要点与动力电池行业标准规范  

发言人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集团副总裁  余海军 

茶歇 20 分钟 

10:50-11:10 如何有效的解决报废车回收与拆解材料销售税负高的问题  

发言人 山东省再生资源协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邱明琦 

11:10-11:40 天津新能汽车报废项目产业概述  

发言人 天津新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郑丹丹 

11:40-12:10 回用件销售新模式－探索拆解企业未来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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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 换糖客 运营总监 渠红龙 

12:15 二楼爱丽丝西餐厅 自助餐   

下午会议安排  13:45 四层大宴会厅 

14:00-14:30 发展循环经济 打造子牙模式   

发言人 

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国家级循环经济产业区招商部 二次开发部 部长 

李宏耀 

14:30-15:00 汽车拆解与再制造零部件发展趋势分析  

发言人 西安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技术顾问 陈轶嵩博士 

15:00-15:30 资源循环再生——环境治理企业与资源再生企业充分进行行业融合的新领域 

发言人 陕西大秦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建 

茶歇 20 分钟 

15:50-16:20 汽车拆解后危废处置的要点分析  

发言人 中再生协会危废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助理 李静 

16:20-16:50 科技创新 工匠精神 领跑环保装备打造定制服务模式  

发言人 湖北力帝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拆解部 部长 余丑义 

16:50-17:20 简单高效，报废有道  

发言人 报废专家联合创始人 白海 

17:20-17:40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拆卸要求与回收模式探索  

发言人 北京赛德美资源再利用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郭杰 

17:40-18:00 提问交流环节   

18:10 二楼爱丽丝西餐厅 自助餐   

注：具体日程请以会议当天实际为准，以上仅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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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  晚上  19:20 五层 3 号会议室 

标准会 

7:30-9:00 

《报废车拆解回用件及再利用件流通标准》 

1、《报废汽车回用件分类及质量鉴定标准》 

2、《报废汽车回用件交易及溯源标准》 

3、《报废汽车回用件加工/再制造标准》 

1.5 小时 

发言人 牵头单位  

交流会 9:00-10:00 台湾企业模式交流会 1 小时 

发言人 台湾企业代表  

如有调整和修改，请以当日安排为准。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报废车回收拆解与再利用分会 

秘书处 

2017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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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报废车产业链延伸论坛暨中再生协会报废车分会会员大会 

参会回执表 

企业名称  

地址（注：发票邮寄地址）  

企业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参会代表基本信息（为用餐方便，请注明用餐习俗） 

 姓名 电话 职位 邮箱 清真 非清 

代表 A       

代表 B       

代表 C       

代表 D       

企业类型 会员企业（  ） 12月 5日后 2500元/人；  非会员企业（  ）12 月 5日后 3300元/人 

参会费用 参会代表共计：     人，每人：          元，合计：             元 

回用件讨论 《报废汽车拆解回用件流通标准》初稿（     ）人； 台湾模式交流会（     ）人 

 

账户信息 

单   位：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开 户 行：农行北京宣武支行  

账   号：111 711 010 400 108 69          （汇款备注“报废车年会”） 

住房信息 1、入住酒店：西安曲江华美达广场酒店，其他选择：                  

2、房间类型：标间：     间，大床房：      间，套房：      间。 

3、房费标准：标间 380元/间；大床间 430元/间；套间 900 元/间（协议价） 

备注：住宿费自理，房费与发票直接与酒店结算，订房电话：范经理 13279207666 

备注：请于 2017年 12月 10 日前将回执反馈至 youhongxia2005@163.com； 

敬告：因不可抗力或个人原因不能如期到会，请于 2017年 12月 13日前告知秘书处，逾期恕不退款。 

负责人签字：          日期 

会务组联系人：  报废车分会秘书处：张  莹 15910908056   报废车分会会员部：由红霞 15810527462 

报废车分会项目部：许  青 15110005249   酒店订房电话：范经理 13279207666 

       以回执为准，请各参会企业及时反馈 

       youhongxia2005@163.com；        merryzhy@qq.com 

mailto:youhongxia2005@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