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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预计，2020年累计约为20万吨，2025年将达78万吨——

动力蓄电池退役后都去哪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迅速发展，动力蓄电池用量也“水涨船高”。但是，动力蓄电池退役后，若

未经科学处理，不仅是对金属资源的浪费，更会严重威胁公共安全，对生态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污染。

因此，我国正加快建立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并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再生

利用产业——

M1增速回落不代表企业“没钱”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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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借助实体、网络、热线三大平台，公共法律
服务逐渐实现覆盖城乡，更接地气。日前，记者从司法部
获悉，各地已建成2900多个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3.9
万多个乡镇 （街道） 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覆盖率分别达
到99.97%和96.79%，初步形成了遍布城乡的公共法律服
务网络，激发公共法律服务活力。

近日，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会议在广州市召开。会
议提出，深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整合法律服务
资源，加快建成覆盖全业务、全时空的法律服务网络。其
中，全业务就是要求法律服务网络能够提供所有的法律服
务项目、服务产品；全时空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法
律服务需求，就要提供随时随地随身服务。

如何高效实现法律事务咨询、矛盾纠纷化解、困难群
众维权、法律服务指引和提供，避免程序空转？2018年5
月 20日，中国法律服务网正式上线运行，请律师、办公
证、求法援、找调解、寻鉴定、要仲裁，都可以实现“网
上办”“指尖办”“马上办”。据了解，各省 （区、市） 均
已建成网络平台，实现与中国法律服务网的互联互通。自
2017年12月20日试运行以来，中国法律服务网及各省级
法网累计访问 1.5亿次，注册社会公众 450万，在线办事
近50万件。

为提供更开放的公共法律服务，江苏推动律师、公证、
仲裁等资源入驻平台，探索打造非诉纠纷多元化解综合平
台，引导服务资源向司法所一线延伸，并建立全国首个“城
市法律服务云”。广东推动政府购买服务与鼓励公益服务
相结合，促进社会（市场）法律服务资源如活水般投身于公
共法律服务，保持生机活力，避免空心化、僵尸化。

同时，全国各省 （区、市） 均已建成“12348”公共
法律服务热线平台。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拨打“12348”
热线电话，均可以免费获取基本的法律服务。据统计，
2018 年全国共接听“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电话
347.9万通，公众获取法律咨询触手可及。

据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局长邓甲明介绍，各地
加大互联网及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依托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和网络平台，引导农民工、残疾人通过网上申请、热线电
话、手机 APP 等各种方式，及时获得免费的法律咨询、
代书、调解等全天候法律服务，逐步实现融合电话、网
站、短信、微博、微信等多种方式的法律服务。

“对于行动不便且有法律需求的残疾人，探索并推行
‘一对一’综合包户服务模式，安排律师、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志愿者与残疾人结成帮扶对子，实行‘一户一档
一策’，按需定制法律援助套餐，提供家庭医生式法律服
务。”邓甲明说。

避免空心化 更加接地气

公共法律服务提档升级
本报记者 李万祥

驾照“自动降级”？真相来了

今年1月份，M1增速同比大幅下降，主要是受到短期因素——
春节影响，不能理解为企业“没钱”

除了发放薪资、奖金的需求上升，春节期间企业为了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会购买一些短期结构性理财产品，导致M1增速进一步
放缓

关于交通法规更改的谣言关于交通法规更改的谣言，，每年都会推陈出新每年都会推陈出新，，让让
人真假难辨人真假难辨。。近来近来，，网上又流传出网上又流传出““驾照新规驾照新规””，，并提及并提及
44种会被自动降级的情况种会被自动降级的情况。。上述情况是真的吗上述情况是真的吗？？驾照驾照
降级的真相是什么降级的真相是什么？？请看本期主持人为您一一解答请看本期主持人为您一一解答。。

问问：：驾驶证注销降级是新规吗驾驶证注销降级是新规吗？？

主持人主持人：：驾驶证注销降级规定确实有驾驶证注销降级规定确实有，，但并非新但并非新
规规，，具体规定也与传言有所不同具体规定也与传言有所不同。。

20122012 年年 99 月份月份，，公安部就颁布了相关规定公安部就颁布了相关规定，，持有持有
大型客车大型客车、、牵引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大型货车驾
驶证的驾驶人驶证的驾驶人，，有下列三种情形之一时有下列三种情形之一时，，车管所应注销车管所应注销
其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其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一是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一是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
员死亡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构成犯罪的未构成犯罪的；；二是在一二是在一
个记分周期内记满个记分周期内记满1212分的分的；；三是连续三个记分周期不三是连续三个记分周期不
参加审验的参加审验的。。该规定自该规定自 20132013年年 11月月 11日开始实行日开始实行，，已已
经实施经实施66年了年了，，并非新规并非新规。。

问问：：网上关于驾照降级的传言可信吗网上关于驾照降级的传言可信吗？？

主持人主持人：：传言称传言称，，AA 级级、、BB 级驾驶证持有者发生负级驾驶证持有者发生负
主要责任的重大事故主要责任的重大事故，，驾驶证将被降级驾驶证将被降级。。事实上事实上，，AA
级级、、BB级驾驶证持有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级驾驶证持有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承
担同等以上责任担同等以上责任，，未构成犯罪的未构成犯罪的，，才会达到注销降级条才会达到注销降级条
件件。。同时同时，，AA级级、、BB级驾驶证持有者连续三个记分周期级驾驶证持有者连续三个记分周期
没有参加年检没有参加年检，，驾驶证将被降级的传言也不严谨驾驶证将被降级的传言也不严谨。。事事
实上实上，，AA级级、、BB级驾驶证持有者在一个记分周期内未发级驾驶证持有者在一个记分周期内未发
生违规行为时生违规行为时，，本记分周期可免于审验本记分周期可免于审验。。

此外此外，，降级也非网传的一级一级降降级也非网传的一级一级降，，如果驾驶人的如果驾驶人的
最高准驾车型为最高准驾车型为AA11，，那么降级后准驾的大中型客货车那么降级后准驾的大中型客货车
就变为就变为 AA33、、BB11、、BB22；；如果驾驶人最高准驾车型为如果驾驶人最高准驾车型为 AA11、、
AA22，，降级后准驾的大中型客货车就变为降级后准驾的大中型客货车就变为 AA22、、AA33…………
CC11 驾驶证被记满驾驶证被记满 1212 分后也不会变成废纸分后也不会变成废纸，，而是需参而是需参
加满分学习及科目一考试加满分学习及科目一考试。。

最后最后，，被降级的驾驶人应当在接到通知后被降级的驾驶人应当在接到通知后3030日内日内
办理注销降级换证手续办理注销降级换证手续，，逾期未办理者的最高准驾车逾期未办理者的最高准驾车
型驾驶资格将被公告作废型驾驶资格将被公告作废。。并非网传的并非网传的““自动降级自动降级””。。

问问：：网传车主到网传车主到6060岁之后驾照会降级岁之后驾照会降级CC11驾驶证驾驶证，，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主持人主持人：：根据公安部根据公安部 20162016 年实施的年实施的 139139 号令号令，，从从
当年当年44月月11日起将原日起将原6060周岁驾驶人每记分周期结束后周岁驾驶人每记分周期结束后
提交提交《《身体条件证明身体条件证明》》改为改为 7070 周岁周岁。。另外另外，，6060 周岁以周岁以
上的驾驶员不得驾驶大型客车上的驾驶员不得驾驶大型客车、、牵引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城市公交车、、
中型客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7070周岁以周岁以
上的不得驾驶低速载货汽车上的不得驾驶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三轮汽车、、普通三轮摩托普通三轮摩托
车车、、普通二轮摩托车和轮式自行机械车普通二轮摩托车和轮式自行机械车。。6060岁以上驾岁以上驾
驶员应当去车管所换领相应的准驾车型驾照驶员应当去车管所换领相应的准驾车型驾照，，但不会但不会
自动降级自动降级。。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姜天骄姜天骄））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最新信息显
示，我国动力蓄电池累计配套量超过
131GWh （吉瓦时），产业规模位居世
界第一。其中，仅在“十城千辆工程”
推广期间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共计产生退
役动力蓄电池约1.26万吨。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迅速发
展，动力蓄电池用量也“水涨船高”。
值得注意的是，动力蓄电池大量退役
后，未经妥善处置和价值最大化利用，
将威胁公共安全，造成难以逆转的环境
污染。因此，我国正加快建立动力蓄电
池回收利用体系，并已经形成了初具规
模的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再生利用
产业。

梯次利用步伐加快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日前发文称，
中国铁塔公司于 2018 年停止采购铅酸
电池，并大力推广锂电池梯次利用，已
在全国 31个省区市约 12万个基站使用
梯次电池约 1.5GWh，替代铅酸电池约
4.5万吨。

铁塔公司所使用的梯次电池正是新
能源汽车退役的动力蓄电池。据介绍，
正常情况下，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容
量衰减至 80%以下时，将不能完全满
足汽车动力需求，但仍然可以梯次利用
于其他领域。

事实上，退役的动力蓄电池，若未
经科学处理，未能进入梯次利用队列，
将威胁公共安全，并对生态环境造成严
重污染。同时，也是对金属资源的浪
费。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的相关专家介绍，废旧动力蓄电池处置
不当不仅存在触电、燃爆和腐蚀等安全
隐患，还会造成严重的重金属和电解液
污染。

专家预计，2020 年我国退役动力
蓄电池累计约为20万吨，至2025年将
达 78 万吨。可以说，动力蓄电池工作
仍面临较大压力。

但是，我国动力蓄电池回收的一大
优势就是退役电池分布地区较为集中。
此前，为了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科技
部、财政部等多个部委联合发起了“十
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
工程”，计划用 3 年左右的时间，每年
发展10座城市，每座城市推出1000辆
新能源汽车开展示范运行，并最终选出
了 3 批共 25 座试点城市。因此，如今
的退役动力蓄电池也主要集中在深圳、
合肥、北京等新能源汽车推广力度较大
的城市。

回收体系加快完善

2018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科

技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
部、市场监管总局、能源局发布了《新
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
办法》，构建回收利用管理机制，推动
建立回收利用体系。

为了明确溯源信息采集要求，新能
源汽车国家监测与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
溯源综合管理平台也上线运营。目前，
已有 393 家汽车生产企业、44 家报废
汽车回收拆解企业、37 家梯次利用企
业和42家再生利用企业加入平台。

工业和信息化部还确定在京津冀、
上海等 17 个地区，以及中国铁塔公司
开展试点，积极培育标杆企业，探索技
术经济性强、资源环境友好的多元化回
收利用模式。北汽新能源、广汽三菱等
45家企业共设立了 3204个回收服务网
点，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及中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较高的
地区。

同时，汽车制造、电池生产及综合
利用等企业在备电、储能等领域积极开
展梯次利用试验。总体来看，梯次利用
市场潜力还是很大的，已成为行业发展
热点，部分企业正在梯次利用领域探索

“以租代售”等新商业模式。
其中，国家电网分别在北京大兴和

张北建设了梯次利用锰酸锂电池储能系
统示范，并组建了退役电池分选评估技
术平台，研制了高效可靠的电池管理
系统。

北京匠芯研发了梯次利用光储能系
统，并正在建设基于大数据的动力蓄电

池包评估系统。北京普莱德与北汽等合
作实施了储能电站项目、集装箱式储能
项目等，累计梯次利用量约75MWh。

深圳比亚迪、国轩高科等企业利用
退役动力蓄电池，生产用于备电领域的
梯次利用电池产品。无锡格林美与顺丰
公司探索将梯次利用电池用于城市物流
车辆，中天鸿锂等通过“以租代售”模
式推动梯次利用电池在环卫、观光等车
辆应用。

业内专家建议，退役动力蓄电池梯
次利用应集中在储能、备能领域，切勿
转移到低速电动车、充电宝等分散领
域，造成电池难以回收，也不利于集中
监管。

亟须解决盈利瓶颈

当前，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全面推
广仍面临一些难题。对此，铁塔公司坦
言，主要是目前退役电池量较少，产业
链下游企业争夺挤占有限的退役电池资
源，梯次利用电池采购价格居高不下。
同时，行业还在残值评估等技术方面存
在瓶颈，需要动力蓄电池使用的历史数
据等信息用于评估退役动力蓄电池性
能，以确保筛选重组的梯次利用电池产
品安全可靠。

据了解，当前回收的动力蓄电池
中，以研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旧动力
蓄电池为主，新能源汽车退役电池较
少。据不完全统计，2017 年主要综合
利用企业共计回收处理约 1.1万吨废旧

动力蓄电池，主要来源于研发试验和生
产制造产生的废旧动力蓄电池。

同时，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以磷
酸铁锂和三元电池为主，分别占比约
54%、40%。退役磷酸铁锂电池一般循
环寿命可达 2000 次至 6000 次，退役
三元电池仅为 800 次至 2000 次，显然
磷酸铁锂电池更适合梯次利用。然而，
受退役电池数量、原材料市场行情及企
业管理水平等因素影响，磷酸铁锂电池
的再生利用收益却不如三元电池。目
前，行业再生处理1吨报废磷酸铁锂电
池约亏损400元，再生处理报废三元电
池却具备一定利润空间。因此，企业回
收磷酸铁锂电池难免动力不足。

此外，梯次利用还存在效率偏低，
电池剩余寿命及一致性评估等技术不成
熟等问题。对此，专家表示，一方面要
加强监督管理合力，完善配套政策支撑
体系。例如，部分国家通过加强立法，
制定技术规范，采取生产者责任延伸和
押金制度等推动电池的回收利用，并通
过许可证加强对电池生产企业和废旧电
池资源回收利用企业的监管。

另一方面，要采取多样化激励措
施，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例如，欧盟
和日本都是以生产者为主体开展动力蓄
电池回收利用，通过汽车企业自身销售
服务网络构建动力蓄电池回收体系，收
效良好。

可以预见，在多方合力下，健全的
回收体系将带来规模效应，从而推动企
业技术升级，解决盈利瓶颈。

1 月份，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
0.4%，不少人注意到，其增速出现了较
为明显的回落。数据显示，1 月份 M1
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1.1 个
和 14.6 个百分点。有观点认为，M1 回
落代表企业流动性不足，也就是“没
钱”了，果真如此吗？

M1 主要由流通中现金以及非金融
企业活期存款构成。人们日常关注较多
的是广义货币 （M2），由 M1 加上活期
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等构成。

对于 M1 指标变化的意义，中国人
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指出，
M1 增速回落主要反映了全社会流动性
的结构变化，不代表流动性总量规模的
变化。

今年 1 月份，M1 增速同比大幅下
跌，主要是受到短期因素——春节影
响，不能理解为企业“没钱”。“企业
在春节期间对活期资金的需求量比较
大，因此 M1 增速降到了 1%以下。”交
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这其
中有季节性因素影响。今年春节为 2月
初，企业在 1 月份就需要支出大量现
金，去年春节是在 2月中旬，同比自然

会出现较大落差。因此，不能简单地
理解为企业生产积极性低，或是非常
看淡未来的预期。

阮健弘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应
该说，今年春节老百姓持有资金较以往
更多，手头更宽裕。”阮健弘指出，1月
底临近春节，是企业发放薪资、奖金的
高峰期。相关数据也显示，当月单位活
期存款大幅减少2.03万亿元。

这一点从个人存款和 M0 大幅增长
也能得到印证。M0 指的是流通中的货
币，也就是人们手头的现金。数据显

示，1 月份个人存款大幅增加 3.87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5.5%；M0 增加 1.43 万
亿元，同比增长17.2%。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除
了发放薪资、奖金的需求上升，春节期
间企业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会购买
一些短期结构性理财产品，导致 M1 增
速进一步放缓。

“从我们的5000户企业调查监测数
据来看，企业流动性状况并未恶化。”
阮健弘认为，1 月份 M1 增速回落与企
业流动性状况恶化不能画等号。

观察企业流动性状况乃至宏观经济
运行情况也不能仅看单月数据。“考虑
到春节因素，应对 1 月份、2 月份甚至
一季度的数据统筹考察，不宜对单月数
据过度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
司司长孙国峰说。

“在分析M1的同时，不代表货币政
策要为此作出调整。”孙国峰表示，M1
是观测性指标，也可以分析其变动的原
因，但与 M1 和经济增长、物价的关系
没有那么稳定，这也是全球各中央银行
都没有把 M1 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
重要原因。从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来
看，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与经济增
长和物价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也是为什
么央行选择 M2 作为信贷指标。因此，
孙国峰强调，重点要观察 M2 和社会融
资规模。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M1 会在春节
因素逐步消退后回归正常。连平表示，
需要观察未来两个月的数据，可能会看
得清晰一点。他预计，M1数据在今年3
月份会走向比较正常的状态。

温彬也认为，今年2月份以后，M1
数据会触底回升、有所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