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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计划”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通过公私合作解锁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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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计划”是一种新颖的非立法机制；在这种

机制下，公共和私营部门合力解决创新的非财政

障碍，并促进形成系统层面的解决方案。“创新

计划”是受荷兰和法国的《绿色新政》方案启

发，根据欧盟委员会 2015 年通过的欧盟《循环

经济行动计划》制定的、用于刺激创新的一种机

制。1“创新计划”是一项试点计划，旨在帮助那

些拥有优质循环解决方案的创新者克服潜在的监

管障碍，将其创意推向市场。它是欧洲地区的机

构、创新者和政府当局之间自愿达成的合作协议，

合作伙伴旨在通过合作深入了解欧盟指令或法规

在实践中的运作方式，以及是否会阻碍创新。通

过“创新计划”收集的见解可以促进更广泛的公

众磋商。欧盟委员会甄选出了两个循环经济项目

来试验“创新计划”机制。2 其中一个项目是“从

电动出行到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的良性循环”。

“创新计划”联盟致力于为
电动汽车电池寻找循环创新
机会

“从电动出行到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的良性循环”

汇聚了八个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3 

由于法国和荷兰是欧洲电动汽车领域的领跑者，

“创新计划”联盟的成员包括法国的雷诺集团、

布依格公司、生态转型部以及经济和财政部，荷

兰的 LomboXnet、基础设施和水资源管理部、

经济事务和气候政策部以及乌特勒支省。欧盟

委员会方面则由科研与创新总司（DG RTD）担

纲，并由环境总司（DG ENV）、能源总司（DG 

ENER）和联合研究中心（JRC）提供支持。 

“创新计划”联盟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电动汽车电

池再利用中遇到的监管障碍。在首个使用周期中，

电动汽车电池有助于脱碳，并减少交通运输所产

生的有害污染物。最常见的电动汽车电池——锂

离子电池可以用于多种用途。当电动汽车电池的

续航寿命达到上限后，电池还可以重新用于其他

用途，例如充当电网的储能设备，以缓和光伏或

在当今市场，创新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这可能会给立法者带来挑战，因为他们需要保持政策与时
俱进，确保为关键创新的规模化创建有利环境。建立结构化的双向信息流，促进政策制定者与企
业之间的合作机制有助于应对这一挑战。这种双向信息流动有助于找出阻碍创新的立法障碍，发
现能够提升政策一致性的机会，并促进形成系统层面的解决方案。

https://ec.europa.eu/info/research-and-innovation/law-and-regulations/innovation-friendly-legislation/identifying-barriers_en
https://group.renault.com/en/innovation-deal-the-virtuous-loop-of-electric-vehicle/
https://group.renault.com/en/innovation-deal-the-virtuous-loop-of-electric-vehicle/
https://group.renault.com/en/innovation-deal-the-virtuous-loop-of-electric-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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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的间歇性输出等。这种二次利用有助于

减少为电网生产新电池而开采钴、锂和镍等关键

原材料的需求，并避免电动汽车电池被废弃。此

外，还可能部分抵消与电动汽车电池生产相关的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通过将电动汽车电池用于多

种用途并延长相关宝贵材料的使用周期，创新者

可以在不同的电池使用周期中解锁循环机会。

由于欧盟立法时并未考虑到电动汽车电池具有多

种用途的潜力，目前尚不明确现行立法框架该如

何适用于这些新技术，而这可能无意中使得潜在

的创新无法取得预期成果。“创新计划”联盟召

开会议讨论解决方案，期望使欧盟的立法框架更

加清晰，并适用于电动汽车电池的大规模使用和

重复使用、“车辆到电网”服务的开发以及电动

汽车电池的二次利用。

合作收集意见

“创新计划”联盟商定了一项为期 18 个月的工

作计划，重点关注三个方面的工作：

1 对可能遇到的监管障碍进行分析；

2 提出克服这些障碍的建议；

3 就这些问题编写报告草案。

由于“创新计划”属于自愿性质，欧盟委员会

不提供资金。相关报告由联盟自身的员工或签

约顾问编写，费用由联盟承担。荷兰初创企业

LomboXnet 与雷诺、普华永道合作撰写的报告

分析了电动汽车智能充电和电动汽车电池二次使

用所面临的监管障碍。4雷诺公司电动汽车电池管

理和二次利用专家牵头编写的报告对优化电动汽

车电池生命周期的法律法规障碍进行了评估。5 

法国和荷兰的多个部委通过研究和解读与“创新

计划”的范畴相关的国家法规，在国家层面转化

相关欧盟指令，为私营合作伙伴提供支持。在此

基础上，私营合作伙伴进行了分析，并将报告发

送给欧盟委员会相关部门。 

蹕穻㛺暺䯤＃鞲翄誤熱ǹ勢螻敒濕羮䯤翄誤焹㩱艊頠屟孉粶￥＃攝昦㚧陝￥誐叄髟媀諦嬁䯖 
訅酽戹鞲墢勢諢䯤JEAN-PHILIPPE HERMINE。CARLOS MOEDAS。DELPHINE GENY-STEPHANN。DANIEL CALLEJA CRESPO䯖 
訅鲈戹鞲墢勢諢䯤ROBIN BERG。MONA KEIJZER。SERVAN LACIRE。HENRI KOOL、 
㡊旿棾瑧䯤漥茒僡蘚＝

https://group.renault.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deliverable-2_190517-elaad-final-report-regulatory-barriers-smart-charging-stc.pdf
https://group.renault.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deliverable-2_190517-elaad-final-report-regulatory-barriers-smart-charging-stc.pdf
https://group.renault.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deliverable-2_190517-elaad-final-report-regulatory-barriers-smart-charging-stc.pdf
https://group.renault.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deliverable-1_evbatteries_innovation_deal_20181004.pdf
https://group.renault.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deliverable-1_evbatteries_innovation_deal_20181004.pdf
https://audiovisual.ec.europa.eu/en/photo/P-036526~2F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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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计划”联盟关于大规
模实现电动汽车电池循环潜
力的建议

在报告中，“创新计划”联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

推动设计一个更有效运作的市场以及鼓励采用相

关技术的建议。这些报告也是“创新计划”联盟

与政策制定者讨论电动汽车电池作为电力储存设

备再利用和电池退役后用途的切入点。

推广电动汽车电池作为储能设备的应用 

调整不同治理层面的监管框架，有助于创建一个

更有效的电力市场，使电动汽车智能充电和电动

汽车电池二次利用成为可能。联盟指出，只有在

欧盟层面确立“储能”的法律定义，私营部门才

可能将电动汽车电池用作电力储存设备。联盟还

指出，电网运营商调整电网成本、净额规则（为

生产和消费能源的家庭确定总电价的规则）以及

采购灵活性服务有助于推动智能充电及固定储能

基础设施和技术的部署。

推动电动汽车电池退役后的再利用 

在法律条文中，“废弃”“再利用”“相同用途”“终

止废弃”等术语的法律定义往往模糊不清，导致

许多资源被错误分类为废物。电动汽车电池也是

如此。合作伙伴提出，将重复使用材料、组件或

整个电池组的循环商业模式纳入考虑范围，有助

于重新定义这些概念。此外，联盟认为，若将生

产者延伸责任制度从最初的电池生产商扩展到重

新利用电池或其组件，并将之作为不同的储能设

备二次投放市场的运营商身上，将激励电池生产

商开发、促进或实现电池的二次使用。

基于此报告，欧盟委员会与联盟会面讨论了报告

的结论，要求澄清相关监管障碍的潜在影响，并

就解决相关挑战的可能方式发表了意见。

报告中的见解为讨论立法框架提供了宝贵的信

息。为确保立法过程公平透明，欧盟委员会还做

出了进一步的分析和反馈，并开展了更广泛的利

益相关者群体磋商。报告涉及多项欧盟指令：

• 在修订欧盟电池指令方面，欧盟委员会根据

欧洲《绿色新政》，围绕联盟在报告中提出

的一些主要问题发起了一次公众磋商，让整

个电池供应链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以收

集有关该主题的各方观点。2020 年 12 月，

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关于利用可持续电池

促进循环和气候中性经济的提案。 6 欧洲议会

和理事会正就欧盟委员会的提案提出意见。

• 联盟的另一部分建议与能源市场法规相关，

目前尚未纳入考虑范围。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legislative-train/theme-a-european-green-deal/file-revision-of-the-eu-battery-directive-(refit)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231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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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新计划”联盟两个试
点项目中获得的经验：

基于从两个试点项目中汲取的经验，欧盟委员会

决定继续开展“创新计划”，并将范围扩大到循

环经济之外。“创新计划”是一种新颖的公私合

作机制，而创新者、欧盟委员会以及联盟已经确

定了进一步改进这一参与过程的方法：

确保成员参与和自主性： 

“创新计划”的进展取决于联盟成员员工的积极

参与。此外，“创新计划”的报告和工作由联盟

成员承担费用。因此，预先对联盟所有成员的员

工能力和预算进行预测，有助于“创新计划”的

顺利实施。

确定相关立法： 

立法可能会无意中阻碍创新解决方案和新技术的

采用。进行初步分析，确定所有与“创新计划”

主题相关的立法，将有助于确定项目的目标。此

外，这还有助于从公共部门合作伙伴中确定应当

参与联盟的相关部委、部门和机构，并根据立法

议程确定相关时间框架。公共部门合作伙伴可以

让私营部门合作伙伴更好地了解当前的监管框

架，并为相关的公私对话提供支持。

完善选择过程： 

欧盟委员会根据资格标准，从 32 项提案中甄选

出了两项“创新计划”。完善选择标准，将有助

于确保各主题领域有更多的创新项目能够成为

“创新计划”。缩短提案遴选与启动“创新计划”

之间的时间，将有助于凝聚动力。

更多信息：

雷诺集团网站

联系雷诺集团

欧盟委员会网站

联系欧盟委员会

LomboXnet 网站

联系 LomboXnet

此文原发表于 2021 年 8 月，为《通用的

循环经济政策目标》的一部分

http://group.renault.com/en/innovation-deal-the-virtuous-loop-of-electric-vehicle/
http://group.renault.com/en/ask-your-question-to-groupe-renault/
http://group.renault.com/en/ask-your-question-to-groupe-renault/  
http://ec.europa.eu/info/research-and-innovation/law-and-regulations/innovation-friendly-legislation/identifying-barriers/signed-innovation-deals_en
http://ec.europa.eu/info/about-european-commission/contact_en
http://lomboxnet.nl/ssc/europese-innovatiedeal-voor-lomboxnet
http://lomboxnet.nl/ssc/europese-innovatiedeal-voor-lomboxnet 
http://lomboxnet.nl/conta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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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
欧盟委员会在题为《形成闭环：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的新闻稿中引入“创

新计划”的概念。

2016年9月 欧盟委员会公开征集关于循环经济项目的意向书。 

2016年11月 欧盟委员会从 32 项提案中甄选出两个项目。 

2018年3月 
欧盟委员会环境、海洋事务和渔业专员卡曼纽·维拉、研究、科学和创新专员

卡洛斯·莫达斯与“创新计划”联盟签署《联合意向声明》，启动“创新计划”。

2017年 编写《联合意向声明》，欧盟委员会和“创新计划”联盟就此展开讨论。

2018年7月 召开“创新计划”联盟会议，提呈有关欧洲、国别和区域层面监管障碍的分析。

2018年 
9月-10月

召开“创新计划”联盟会议，提出克服障碍的拟议解决方案和行动建议。

2019年2月 欧盟委员会就能源相关问题提出初步意见。

2019年5月
提呈“创新计划”联盟关于“电动汽车智能充电和电动汽车电池二次使用的

监管障碍”的报告草案。

2019年7月 欧盟委员会对报告草案进行分析，并再次就能源相关问题提出意见。

2020年2月 “创新计划”联盟编写备忘录回复欧盟委员会的意见。

2020年12月
2020 年 12 月 欧盟委员会提出关于利用可持续电池促进循环和气候中性经

济的提案。

此“创新计划”
时间表

https://www.renaultgroup.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deliverable-2_190517-elaad-final-report-regulatory-barriers-smart-charging-stc.pdf
https://www.renaultgroup.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deliverable-2_190517-elaad-final-report-regulatory-barriers-smart-charging-s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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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创新计划”通过实例说明了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通用的循环经济政策目标所述的系统变革。该案例研

究所讨论的机制反映了目标 5，且相关研究结果可能与其他几个目标相关联并为其提供依据。

合作促进创新： 
该政策实例展示了通用的循环经济政策目标框架的各个要素

目标5
携手推动系统变革 

此案例说明要部署创新解决方案，就需要有充足的基础设施、市场和制度提供支持。目前，大

多数政策框架都是为支持和规定线性进程和系统而制定的。这可能会在不经意间阻碍循环经济

创新解决方案的部署，并导致技术和基础设施锁定。因此，促进供应链之间响应敏捷的公私合

作（如“创新计划”所展示的），有助于确定和解决障碍，支持新技术规模化应用，制定新政

策，酌情使用监管手段，并调整可支持向循环经济转型的现有政策。

https://policy.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universal-policy-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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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盟委员会，《形成闭环：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

划》，（2015年） 

2 欧盟委员会，《确定创新障碍》，（2021年7月访

问） 

3 雷诺集团，《从电动出行到回收利用：电动汽车

的良性循环》，（2021年7月访问）

4 普华永道，《电动汽车智能充电和电动汽车电池

二次使用的监管障碍：最终报告》，（2019年）

5 雷诺集团，《电动汽车良性循环”创新计划”：

优化电动汽车电池寿命周期的法律法规障碍评

估》，（2018年）

6 欧盟委员会，《绿色新政：利用可持续电池促进

循环和气候中性经济》，新闻稿（2020 年 12 月 

10 日）

尾注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15DC0614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15DC0614
https://ec.europa.eu/info/research-and-innovation/law-and-regulations/innovation-friendly-legislation/identifying-barriers_en
https://group.renault.com/en/innovation-deal-the-virtuous-loop-of-electric-vehicle/
https://group.renault.com/en/innovation-deal-the-virtuous-loop-of-electric-vehicle/
https://www.renaultgroup.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deliverable-2_190517-elaad-final-report-regulatory-barriers-smart-charging-stc.pdf
https://www.renaultgroup.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deliverable-2_190517-elaad-final-report-regulatory-barriers-smart-charging-stc.pdf
https://group.renault.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deliverable-1_evbatteries_innovation_deal_20181004.pdf
https://group.renault.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deliverable-1_evbatteries_innovation_deal_20181004.pdf
https://group.renault.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deliverable-1_evbatteries_innovation_deal_20181004.pdf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231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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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通用的循环经济政策目标 

2021 年 1 月，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发表了题为《通用的循环经济政策目标：促进大规模转型》，旨在指

明共同的政策发展方向，加快向循环经济转型。本文详细阐述了循环经济的五个政策目标，提供了如何在

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解决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等关键性全球挑战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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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cn/%E6%B4%9E%E8%A7%81/new-policy-goals-offer-an-opportunity-for-circular-economy-transition-at-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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