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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等 5 部

门联合印发《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次利

用管理办法》，鼓励梯次利用企业与新能源

汽车生产、动力蓄电池生产及报废机动车回

收拆解等企业协议合作。专家表示，《管理

办法》的发布，对于推动动力蓄电池的回收

和梯次利用对环境保护全寿命周期的经济

性、资源再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推动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梯次利用意义重大

据了解，自 2009 年我国正式开始推广

以来，新能源汽车在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

下，伴随相关技术的不断成熟与完善，开始

狂飙突进。与此相伴的是，我国新能源汽车

保有量不断攀升。截至 2021年 6月底，我国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603万辆。其中，纯电动

汽车保有量 493万辆，占据新能源汽车总量

的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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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动力电池梯次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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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汽车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一般为

6-8年推算，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即

将迎来第一波‘退役’高峰。”知名汽车评论

员贾新光介绍，动力电池的性能会随着充电

次数的增加而衰减，当电池容量衰减至额定

容量的 80%以下时，一般不适于应用在电动

汽车上。而梯次利用是指将退役的动力电

池分别运用在储能、分布式光伏发电、太阳

能路灯等对电池的输出功率、续航要求没有

汽车那么高的应用领域，最大限度地发挥再

利用价值。“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次利

用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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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

与综合利用司相关负责人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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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负责人说。

梯次利用有据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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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个章节。”该负责人介绍，《管

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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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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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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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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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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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特点。”该负责

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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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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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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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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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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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表示，相关企业要牢固树立绿色发

展理念，切实发挥主体责任作用；相关部门应

加 强 地 方 经

验交流，高水

平、高质量推

动 回 收 利 用

体系建设，助

推 我 国 新 能

源 产 业 健 康

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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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医院研发出
3D骨骼扫描技术

本报讯 近日，比利时根特大学医院放射科专家在

不使用对人体有害射线的情况下，得到了 3D CT骨骼

扫描影像，成为全球首创。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放射

学》杂志上。

患者只需在MRI仪器中多停留4分钟，在软件辅助

下，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在一个半小时内将MRI骨骼

影像转化为精准的3D CT影像。该技术的优势除了不

再需要使用有害射线以外，还可同时得到骨骼、软组织、

肌肉、肌腱的高质量图像，已在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中进

行了数月测试。应用该技术，医生可节约规划手术的时

间，病人只需来医院一次即可，还可减轻医保压力。

英国科学家的新发现结束了
长期以来关于光合作用的争论

本报讯 近日，英国玛丽女王大学研究人员确定

了植物光合作用中必须的铁氧还蛋白在细胞中的位

置，颠覆了教科书中的传统思考。相关成果发表在

《eLife》杂志上。

铁氧还蛋白是植物光合作用中将光能转化为化学

能的一种必需的酶，传统认为“铁氧还蛋白在叶绿体的

可溶区隔室（基质）中发挥功能”，但最新研究表明，该

酶主要在叶绿体的内膜系统（类囊体）中。研究人员还

研究了该酶与其他蛋白质如何相互作用，揭示该酶可

能在植物从暗到亮过渡期间发挥调节光合作用电子流

动的作用。

澳大利亚科学家完成
世界首例早期人类胚胎模型

本报讯 近日，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科学家领导

的全球团队通过人类皮肤细胞创建了世界上首例早

期人类胚胎模型。该模型可用于在实验室中模拟人

类早期生命，并可改变科学处理一些重大难题的方

式。相关成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模型的构建解决了由于无法规模化生产而难以

在人类胚胎中进行研究的问题。这意味着研究人员

可在实验室中创建数百个模型，用于研究早期人类发

展，解决了胚胎的稀缺性问题。此外，这一突破还可

为新药研发提供更多信息丰富的筛查方法，改进体外

受精方法以及胚胎基因治疗方案。

美国研究人员首次通过
通信通道发送纠缠的量子位状态

本报讯 近日，美国芝加哥大学普利兹克分子工

程学院（PME）的研究人员实现了在量子计算领域的

一项技术突破，即通过通信电缆发送纠缠的量子位状

态。量子位是量子信息的基本单位。研究人员利用

其量子特性，比如叠加、纠缠的能力，正在创造下一代

量子计算机。相关成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该试验解决了两个关键技术问题。一是通过通

信电缆将一个量子网络2节点连接到第二个节点。在

该试验系统中，整个传输过程仅花费几十纳秒，能够

以很少的信息损失发送纠缠的量子态。二是通过同

一根电缆放大了纠缠态，即首先用电缆将两个量子位

缠绕在两个节点上，然后将这些量子位与节点上的其

他量子位进一步纠缠，实现了纠缠态放大。

研究人员下一步拟将其系统扩展到 3个节点，以

建立三向纠缠。以上研究成果增加了量子计算的可

行性，并为扩展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网络奠定了基础。

电解铝行业阶梯电价政策
进一步完善

本报讯 （记者 于大勇）近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正式发布《关于完善电解铝行业阶梯电价政策的

通知》，旨在部署各地完善电解铝行业阶梯电价政

策，推动电解铝行业持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

排放强度，服务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据了解，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电解铝生产国，目前

全行业年度用电量超过 5000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

用电总量 6.8%，耗电量巨大。用电成本在电解铝生

产成本中占比超过 40%，对电解铝行业实施阶梯电

价政策，有利于充分发挥电价杠杆作用，以经济手段

促进电解铝行业不断提高能效水平、加快转型升级，

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服务绿色发展。

为推动电解铝行业节能减排，2013年，国家发改

委印发《关于电解铝企业用电实行阶梯电价政策的

通知》，明确建立了电解铝行业阶梯电价政策。该阶

梯电价政策实施以来，在促进电解铝行业技术进步、

转型升级、能效水平提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初步统计，2020年，我国电解铝行业平均综合交流电

耗为每吨 13543 千瓦时，比 2013 年下降约 500 千瓦

时，目前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同时，随着行业发展水

平提升和节能减排形势变化，现行电解铝行业阶梯

电价政策在执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相关方面负责人表示，此次完善电

解铝行业阶梯电价政策，最大的亮点是建立健全了

“两个机制”，即分档标准分步调降机制、加价标准累

进调增机制，有效强化了电价信号的引导作用，给了

行业一个清晰的预期，有利于促进行业持续加大技

改投入，不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

一是分档标准分步调降机制。充分考虑行业发

展趋势和节能减排形势要求，分三步降低阶梯电价

分档标准，使加价政策有效覆盖行业能效水平落后

的企业，持续形成倒逼压力，引导行业不断加大技改

投入，持续降低能耗。

二是加价标准累进调增机制。对铝液综合交流

电耗超过阶梯电价分档标准的电解铝企业，按每超

过20千瓦时，加价标准调增1分钱，这样逐步提高加

价标准，能够更加有效地释放阶梯电价政策的引导

作用，企业只要降耗超过 20千瓦时就可以少付加价

电费，节能意愿会进一步增强。

《通知》明确，对实施电解铝行业阶梯电价政策

形成的加价电费资金，将要求电网企业单独记账、单

独反映。加价电费资金由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按照国

家相关政策统筹管理使用，坚持“取之于行业、用之

于行业”，重点用于支持电解铝等高耗能行业节能改

造和转型升级。

近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实验 6”综合科学考察船从广州新洲码头起航。此次首航将赴珠江口——南海北部海域

执行多学科综合观测重要科学任务，为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调控机理、涡旋多尺度动力过程与环境效应等重大科学问题提供

强化观测支持。 新华社记者 黄国保/摄

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步伐加快

本报讯 （记者 于大勇） 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6.4%，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39.2%，两年平均增长

18.0%，比 6月份加快 2.3个百分点。国家

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随着国

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7月份工业生产总

体稳定，企业经营状况继续改善，利润保

持平稳增长。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

持快速增长，利润增速超过工业行业平均

水平。

7 月份，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

25个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或扭亏为盈，

占 61.0%，其中 18个行业利润实现两位数

及以上增长。与 2019 年同期相比，31 个

行业实现利润增长。

分行业看，采矿业、原材料制造业利

润增速有所加快。7月份，采矿业、原材料

制造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03倍、50.9%，

对工业利润增长的带动作用增强。油气

开采、石油加工、煤炭、化工行业利润同比

增速均比6月份有所加快。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快速增长。7
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37.9%，

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 6.2 个百分

点；两年平均增长37.2%，比6月份加快5.7
个百分点，比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高

19.2 个百分点。其中，受新冠疫苗、防疫

抗疫产品需求旺盛等因素带动，医药制造

业利润同比增长1.10倍，保持快速增长势

头；两年平均增长61.4%，比6月份加快7.7
个百分点。受通信及液晶显示产品市场

需求较好、产品利润率提升等因素推动，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37.8%，比6月份加快5.6个百分点；两年平

均增长33.7%，加快9.5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润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但要看到，工业

企业效益改善的不平衡性不确定性仍然

存在。”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

虹说，一是国外疫情持续演变，7月下旬以

来国内部分地区出现散发疫情叠加汛情，

工业企业效益继续稳定恢复面临考验。

二是大宗商品价格总体高位运行，企业成

本上升压力逐步显现，尤其是中下游小微

企业盈利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下阶段，要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

助力企业纾困解难，强化科技创新，提高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推动工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

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