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 2017年我国新能源汽车
销量达77.7万辆
连续三年位居世界第一

一般而言，动力电池的使用年限为5到8年。
这意味着，2012年前后投入市场的新能源汽

车，从2018年开始逐步迎来动力电池“退役”期。

累计保有量约180万辆，占全球市场保有量的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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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
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圆满完成
各项议程后，15日上午在人民大
会堂闭幕。会议号召，人民政协
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
协委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
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同心同德、扎
实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全
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
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钢、
何厚铧、卢展工、王正伟、马飚、
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杨传堂、
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
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
何维、邵鸿、高云龙在主席台前排
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
俞正声、张高丽、栗战书、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等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 9 时 30 分，闭幕会开

始。汪洋宣布，政协第十三届全
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应出席委员
2158人，实到2142人，符合规定人
数。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政协第十三
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
审查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一
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政
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政治决议。

汪洋在讲话中说，政协第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
在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
要时刻召开的。在中共中央高度
重视下，在各有关方面大力支持

下，经过全体委员共同努力，圆满
完成各项议程。

汪洋指出，会议期间，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
席大会开幕会和闭幕会，深入到
界别小组同委员共商国是。广大
委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深入
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
讨论宪法修正案草案和监察法草
案，以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认
真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
告、政协章程修正案草案等文件，
履职建言成果丰硕。这是一次民
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充分
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生机活力。

汪洋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
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
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
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
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
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
个庄严的名称，清楚地界定了它
的性质和作用，必须准确地把握

这个名称、这项制度赋予我们的
使命。人民政协是政治组织，必
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人民政协是
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必须以人
民为中心履职尽责。人民政协是
专门协商机构，必须求真务实提
高协商能力水平。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表
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
案。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
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中国共产党
和全国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人
民政协要坚持一切活动以宪法为
根本准则，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
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切实增强尊
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
护宪法、运用宪法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

汪洋说，新时代呼唤新作为，
人民政协要以共同目标寻求最大
公约数，以大团结大联合画出最
大同心圆，以协商民主凝聚强大
正能量，以改革创新激发工作新
活力，努力把不同党派、不同民
族、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海内外
中华儿女凝聚起来，形成致力于

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
线。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还
有：丁薛祥、马凯、王晨、刘鹤、
刘延东、许其亮、孙春兰、李希、
李强、李建国、李鸿忠、李源潮、
杨洁篪、杨晓渡、张又侠、陈希、
陈全国、陈敏尔、范长龙、胡春华、
郭声琨、黄坤明、蔡奇、尤权、
王胜俊、陈昌智、严隽琪、沈跃跃、
吉 炳 轩 、张 平 、向 巴 平 措 、
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张宝文、
陈竺、常万全、王勇、周强、曹建明、
张春贤、杜青林、韩启德、林文漪、
罗富和、李海峰、陈元、周小川、
王家瑞、齐续春、马培华、刘晓峰、
王钦敏等。

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
负责人列席闭幕会。各国驻华使
节应邀旁听闭幕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
幕。

闭幕会后，习近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与出席会议的全体政协
委员合影留念。

全国政协委员、京沪高铁建
设总指挥卢春房15日在“委员通
道”接受采访时说，我国将研发

“智能高铁”“更快高铁”“绿色高
铁”，让高铁更加安全舒适、方便
快捷。

卢春房介绍，在“智能高铁”
方面，要研发环境感知、自学习、
自决策的智能技术等。在“更快
高铁”方面，要研发高速磁悬浮列
车、真空管道飞行列车。在“绿色
高铁”方面，要研发更节能、更环
保、噪音更小的动车组。

他说，近年来，我国加快了高
铁研发建设的管理创新和技术创
新，创建了标准化管理模式、动态
验收方式、项目整体质量管理体
系等，为高铁建设保驾护航。经
过4年多的努力，“复兴号”实现
了完全自主化，目前已有225组

“复兴号”动车组奔驰在祖国广袤
大地上。

展望未来我国高铁发展，卢
春房说，首先，在铁路建设上要保
持高位运行态势，到2025年，我
国高铁运营里程有望达到3.8万
公里，将使更多的人能够乘坐高
铁。同时，要通过人防、物防、技
防共同保安全。 （新华社）

现状——
首批车用动力电池
迎来“退役”期

“推动集成电路、第五代移动
通信、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
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将新能源汽
车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再延长三
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数次提到新能源汽车。

统计显示，在政策支持下，
2017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77.7万辆，连续三年位居世界第
一。累计保有量约 180万辆，占
全球市场保有量的50%以上。

“一般而言，动力电池的使用
年限为5到8年。”全国人大代表、
四川启阳汽车集团董事长王麒
说，这意味着，2012年前后投入市
场的新能源汽车，从2018年开始
逐步迎来动力电池“退役”期。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
学金山科技园管委会主任蓝闽波
说，目前国内的动力电池主要是
锂离子电池。本来定位“绿色环
保”的新能源汽车，如果动力电池
回收处理不当，会对环境造成重

金属污染、碱污染和粉尘污染。
为加强回收，今年2月底，工

信部等七部委联合制定《新能源
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
行办法》。一些企业也抓紧机遇，
动力电池上市公司国轩高科近日
表示，已成立电池综合回收的相
关公司，目前正在建设回收利用
生产线。

探索——
梯级利用、再生利用
多措并举

与一般的电池不同，车用动
力电池体积大、成分复杂，其回收
利用需要较高的技术门槛。

“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汽车生产企业承担动力蓄电池回
收的主体责任。”《新能源汽车动
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
法》明确提出。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汽车集
团董事长陈虹表示，现阶段我国
的动力电池回收政策体系不够健
全。整车厂难以对所有已售车辆
的动力电池做到从新车出售到最

终回收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建议相关部门研究出台新

能源汽车的回收资质，逐步淘汰
技术落后、环保不达标的企业。”
陈虹说。

利用方面，目前行业探索的
主要方面包括梯级利用、再生利
用等。“按照相关标准，动力电池
的容量衰减到额定容量的80%以
下，就不再适用于电动汽车。”蓝
闽波说。不过，就像玩具用过的
干电池可以用在遥控器一样，从
汽车上“退役”的动力电池，仍可
以用于储能、低速电动车等领域。

梯次利用后的动力电池，就
可以转入再生利用环节。即由具
备资质的企业，按照相关技术规
范进行拆解，从中提取钴、镍、锰、
锂等有价值的金属。对其他不可
利用残余物，依据环保法规进行
无害化处置。

建议——
给电池“上户口”
做到生产回收信息可溯源

不管梯级利用还是再生利

用，前提是能够监控废旧电池的
流向，确保其流入有技术、有资格
的厂家，如此整个行业才能健康
有序运转。

要实现这一点，首先要做到
动力电池生产和回收信息的可追
踪、可溯源。暂行办法提出，电池
企业应与汽车企业协同，按照国
家标准对所生产动力蓄电池进行
编码，并通过溯源信息系统上传
电池编码及新能源汽车相关信
息。

“建议在社会征信体系中，增
加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动力电池编
码信息。在电池回收时，由回收
企业上报管理机构，定时更新个
人征信信息，以此杜绝车主私自
拆卸电池并在市场上非法出售的
行为。”陈虹表示。

代表委员们还表示，考虑到
我国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刚刚起
步，建议在新能源汽车销售阶段，
将其中一部分购车款或政府补
贴，转入环保专项资金，支持企业
开展电池的梯级利用研发和全生
命周期管理。

（据新华社）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闭幕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发表讲话

聚焦两会

新能源汽车热销，电池“退役”后咋办？
——代表委员追问电池回收

新能源汽车近两年驶入“风口
期”。随着销量和保有量快速增
长，一个问题浮出水面：新能源汽
车使用的动力电池“退役”后怎么
办？对此，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
们表示，要通过明确责任主体，推
动电池回收利用体系的建立，助
力生态文明建设。

聚焦通道
卢春房委员：
我国将研发“智能高铁”
“更快高铁”“绿色高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