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品 用途/类型/材料 垃圾类型 无法处理的事情 评论
牙刷 由塑料制成 不可燃垃圾
牙刷 机动化 不可燃垃圾 取出电池并将其作为有害废物处理。
DVD 不可燃垃圾
PET瓶 PET瓶 资源
PET瓶 标签，帽子 塑料资源
一斗罐（18升 上述以外 不接受
一斗罐（18升 用于糖果 不可燃垃圾
一斗罐（18升
罐）

用于消毒剂
直接带到清洁中
心。

我在工作中使用的
东西是不可能的

体温计 水星类型 有害垃圾
体温计 电子的 不可燃垃圾 取出电池并将其作为有害废物处理。
油 用于燃料和机械 不接受
油 食用与美容 可燃垃圾 不允许使用液体 用油固化剂硬化或浸泡在纸或布中。
一次性暖宝宝 可燃垃圾
乙烯基板、休闲

板
大件垃圾

如果将其切割到小于 500 毫米，请将
其作为可燃垃圾处理。

婴儿配方奶粉容 能够 不可燃垃圾

火炉
电动式，油扇式加
热器

不可燃垃圾 没有烟囱或水箱 把所有的煤油都拿出来。取出电池。

蒲团 大件垃圾 一根一根地扎起来。
管架 大件垃圾

玩具 不可燃垃圾
取出电池并将其作为有害废物处理。
一侧的长度为 500mm 以上时，请作为
大件垃圾处理。

眼镜 不可燃垃圾
掌上游戏机 不可燃垃圾 取出电池并将其作为有害废物处理。

移动电话 不接受
把它带到商店。或者放在小家电收集
箱里。

汽水瓶 不可燃垃圾

牛奶容器 纸盒 资源
把它剪开，清洗里面，让它干燥，然
后用绳子把它捆起来。

牛奶容器 瓶子 资源 尽可能把它带到商店。

吸尘器 不可燃垃圾
主体长度为 500mm 以上时，请作为大
件垃圾处理。

无绳吸尘器 大件垃圾 取出电池并将其作为有害废物处理。
球拍 体育用品 不可燃垃圾
球棒 不可燃垃圾

空调(冷气机) 不接受
请咨询您的经销商。您需要支付回收
费。

光盘、CD 不可燃垃圾
香烟 纸盒 资源
香烟 包装膜 塑料资源
香烟 屁股 可燃垃圾
高尔夫球 不可燃垃圾

高尔夫球袋
厚度小于 2毫米，
长度小于 1800毫米

大件垃圾

高尔夫球杆 大件垃圾
化妆品容器 由乳白玻璃制成 不可燃垃圾 在推出之前使用所有内容。

化妆品容器 由透明玻璃制成 资源
在推出之前使用所有内容。如果污垢
无法清除，请将其作为不可燃垃圾处
理。

化妆品容器 由塑料制成 塑料资源
在推出之前使用所有内容。如果污垢

无法清除，请将其作为可燃垃圾处
理。

照片负片 可燃垃圾
家用医疗设备 上述以外 不接受 带去医疗机构。
家用医疗设备 管/输液袋 可燃垃圾 取出针头并将其带到医疗机构。
卫生用品 可燃垃圾
磁带 不可燃垃圾
手机电池 有害垃圾
小型摩托车 不接受 请咨询您的经销商。
床垫、床垫 大件垃圾

植树 长度小于 1800毫米 大件垃圾
不允许携带直径超
过 100 毫米的物品

放下土壤。

植树 直径 50毫米，长度
500毫米或更小

可燃垃圾 放下土壤。捆绑到直径为 300毫米或
更小。

纸盒 里面白色 资源
把它剪开，清洗里面，让它干燥，然
后用绳子把它捆起来。

纸盒 里面是银色的 可燃垃圾
水槽 由玻璃、塑料制成 不可燃垃圾 500mm以上的物品作为大件垃圾丢弃。



物品 用途/类型/材料 垃圾类型 无法处理的事情 评论
水服务器 不接受

硅橡胶制品 蒸笼、碗等 可燃垃圾
含有橡胶以外的物品时，请作为不可
燃垃圾处理。

洗衣机 不接受
请咨询您的经销商。您需要支付回收
费。

草，花，叶 可燃垃圾
放下土壤。您一次最多可携带 2 个行
李。

球 不可燃垃圾

打印机 电脑用 不可燃垃圾
我在工作中使用的
东西是不可能的

500mm以上的物品作为大件垃圾丢弃。

打火机 不可燃垃圾 在推出之前使用所有内容。
纽扣电池 不接受
锂电池 不能收费的东西 有害垃圾
锂离子电池 可充电的 不接受 把它带到商店。
地毯 大件垃圾
竹子 可燃垃圾 切割到小于 500毫米。
针头 不接受 带去医疗机构。

哑铃 2公斤以下 不可燃垃圾
不允许携带超过 2
公斤的物品

堵塞 由混凝土制成 不接受
缝纫针 不可燃垃圾 用纸包起来，写上“危险”。
糖果容器 纸盒 资源
糖果容器 缶 资源

糖果容器 由塑料制成 塑料资源
如果无法去除污垢或气味，请将其作
为可燃垃圾处理。

糖果容器 银纸 可燃垃圾

荧光灯 照明设备 大件垃圾
取下荧光灯管并将其作为有害废物处
理。

荧光灯
荧光管（发光部
分）

有害垃圾
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放在黄色篮子
旁边。

镀铝袋 糖果、蒸煮食品 塑料资源
发胶罐 不可燃垃圾 在推出之前使用所有内容。
喷雾罐 不可燃垃圾 在推出之前使用所有内容。
杯面容器 纸容器，盖子 资源 取出前清洗并清除污垢。

杯面容器
聚苯乙烯泡沫塑
料，由塑料制成

塑料资源 取出前清洗并清除污垢。

杯面容器 汤包等 塑料资源 取出前清洗并清除污垢。

煤气灶 台式、固定式 大件垃圾 不超过3个嘴
500 毫米以下的物品作为不可燃垃圾
丢弃。

煤气灶 内置型 不接受

晾衣绳 棍棒、支柱 大件垃圾
不允许超过 1800
毫米的物品

晾衣绳 混凝土支架 不接受
聚苯乙烯泡沫塑 容器、缓冲材料 塑料资源
被炉 主体、顶板 大件垃圾
微波炉 不可燃垃圾 500mm以上的物品作为大件垃圾丢弃。
浴垫 大件垃圾
浴缸盖 大件垃圾

仓库 铁制 大件垃圾
不允许超过 900 毫
米的物品

墙纸 不接受
保险箱 防火保险箱 不接受

包 布料、皮革 可燃垃圾
如果金属部分无法拆除，请作为不可
燃垃圾处理。

包装（用于食
物）

裹 可燃垃圾

包装盒刀片 金属的 不可燃垃圾
包装盒、纸芯 资源
防水布 农业用 不接受
防水布 用于菜园 可燃垃圾 切割到小于 500 毫米。
墨盒 对于打印机 不接受 把它带到商店。
毯子 资源 电热毯作为大件垃圾丢弃。
冷却材料 可燃垃圾
马桶座圈 包括温水冲洗马桶 大件垃圾
马桶 不接受
婴儿奶瓶 不可燃垃圾
枕头 可燃垃圾 500mm以上的物品作为大件垃圾丢弃。
迷你组件 不可燃垃圾 500mm以上的物品作为大件垃圾丢弃。
毛衣 资源



物品 用途/类型/材料 垃圾类型 无法处理的事情 评论

木头

长度小于 500 毫
米，厚度小于 20
毫米，宽度小于
200 毫米

可燃垃圾
不允许使用建筑材
料

农药 不接受

蛋黄酱容器 由塑料制成 塑料资源
如果污垢无法清除，请将其作为可燃
垃圾处理。

番茄酱容器 由塑料制成 塑料资源
在推出之前使用所有内容。如果污垢
无法清除，请将其作为可燃垃圾处
理。

冷藏箱 大件垃圾
500 毫米以下的物品作为不可燃垃圾
丢弃。

冰箱 不接受
请咨询您的经销商。您需要支付回收
费。

管子 食品用塑料 塑料资源
如果污垢无法清除，请将其作为可燃
垃圾处理。

儿童座椅 汽车用 大件垃圾
橡皮筋 可燃垃圾
落叶 可燃垃圾 您一次最多可携带 2 个行李。

烘干机 洗碗机/烘干机 大件垃圾
内置类型是不可能
的

500 毫米以下的物品作为不可燃垃圾
丢弃。

烘干机 干衣机 不接受
请咨询您的经销商。您需要支付回收
费。

烘干机 蒲团烘干机 不可燃垃圾 500mm以上的物品作为大件垃圾丢弃。
干燥剂 为了食物 可燃垃圾
黏土 不接受 油泥和纸泥作为可燃垃圾处理。
日式坐垫 可燃垃圾 您一次最多可以输出 2 个。
无腿坐椅 大件垃圾
无线耳机 可充电的 有害垃圾
榻榻米 不接受
气瓶 不接受
烟火 可燃垃圾 取出前先泡水。
盖子，塞子 金属的 不可燃垃圾
盖子，塞子 由塑料制成 塑料资源
窗帘 布 资源
窗帘 花边 可燃垃圾 切割到小于 500 毫米。

聚罐 不可燃垃圾
在推出之前使用所有内容。如果超过
18 升，请作为大件垃圾处理。

聚氨酯垫 大件垃圾
如果一侧的长度为 500 毫米或更短，
请将其作为可燃垃圾处理。

鞋 可燃垃圾
如果金属部分无法拆除，请作为不可
燃垃圾处理。

麸 不接受
煤油 不接受
丝袜 可燃垃圾 切割到小于 500 毫米。
传单 资源
卡式炉用气瓶 不可燃垃圾 用完所有内容后取出。
关节垫 海绵做的，软木做 可燃垃圾 500mm以上的物品作为大件垃圾丢弃。
卡片 由塑料制成 可燃垃圾 发卡前用剪刀剪断信用卡。
伞 不可燃垃圾

花盆 花荚 不可燃垃圾
一侧的长度为 500mm 以上时，请作为
大件垃圾处理。

绝缘 对于建筑 不接受
土壤 不接受
圆珠笔 不可燃垃圾

宠物猫砂 可燃垃圾
膨润土类型是不可
能的

少量食用。

灭火器 不接受
喷雾式使用所有内容，并将其作为不
可燃垃圾扔掉。

自行车 电动助力自行车 大件垃圾 没有电池 请咨询您的经销商。
自行车 上述以外 大件垃圾

树木、树枝
长度小于 1800 毫
米

大件垃圾
不允许携带直径超
过 100 毫米的物品

放下土壤。

树木、树枝
直径 50 毫米，长
度 500 毫米或更小

可燃垃圾
放下土壤。捆绑到直径为 300 毫米或
更小。

涂料 油漆 不接受

涂料 喷雾罐 不可燃垃圾
我在工作中使用的
东西是不可能的

在推出之前使用所有内容。

涂料 罐 不可燃垃圾
我在工作中使用的
东西是不可能的

在推出之前使用所有内容。



物品 用途/类型/材料 垃圾类型 无法处理的事情 评论
电扇 大件垃圾
电热毯 大件垃圾
电热毯 大件垃圾
电池 用于汽车和摩托车 不接受
电话 固定电话 不可燃垃圾 取出电池并将其作为有害废物处理。

电脑
直接带到清洁中
心。

我在工作中使用的
东西是不可能的

电视机 不接受
请咨询您的经销商。您需要支付回收
费。

纱门 大件垃圾
组合式音响（立
体声）

不可燃垃圾 500mm以上的物品作为大件垃圾丢弃。

编织垫 大件垃圾
如果将其切割到小于 500 毫米，请将
其作为可燃垃圾处理。

缝纫机 大型，脚踏式 不接受

缝纫机 小型电动型 不可燃垃圾
我在工作中使用的
东西是不可能的

沙 不接受
药品容器 由塑料制成 塑料资源
药物 片剂、粉剂 可燃垃圾

电池 有害垃圾
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放在黄色篮子
旁边。

轮胎 用于摩托车和汽车 不接受
轮胎 自行车用 不可燃垃圾 捆扎并放出，使其小于 500 毫米。

轮胎的内胎 可燃垃圾
将金属部件作为不可燃垃圾处理。捆
扎并放出，使其小于 500 毫米。

轮胎链 由金属和橡胶制成 大件垃圾

铝箔 可燃垃圾
将盒子的金属刀片用纸包起来，作为
不可燃垃圾扔掉。

保龄球 不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