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物品的回收与安全处理指南
如何安排上门回收及将进行回收或安全处理的物品置于何处

家用电器（大型）

有关位于 BELLEVUE 的回收与安全处理地点，请参阅下列信息
*回收与处理选项及相关费用会有调整，恕不另行通知*

&	请致电 Republic Services 安排上门回收（大型家用电器，如冰箱、冰柜、炉灶、
洗碗机、洗衣机或烘干机与热水器 - 视作单项物品置于回收车旁）– 收 费
Factoria 回收与转运 站（每次装运接收3台家用电器）-制 冷剂收费。

重要信息
&
l

家用电器（小型：如 微波炉、烤箱、熨斗、咖啡机）
&

2 英尺. x 2 英尺. x 2 英尺. 或尺寸更小且重量不足 60 磅,于服务日置于回收车
上或回收车旁。

n

请致电 Republic Services 安排上门回收 – 免费

l Republic Services 回收物品投放中心 – 免费

n Factoria 回收与转运站（主要是金属家用电器）– 免费

& 请致电 Republic Services 安排上门回收 – 免费

自行车与自行车零件

FACTORIA 回收与转运站
13800 SE 32nd Street, Bellevue, WA 98005
周一至周五：上午 6:30 至下午 4:00 | 周六：上午 8:30 至下午 5:30
感恩节、
圣诞节与新年停业 请拨打 206-477-4466 或访问 kingcounty.gov/factor
13800 SE 32nd Street, Bellevue, WA 98005
星周二至周五：上午 8:00 至下午 4:00 | 周六与周日：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周一停业 请拨打 206-296-4692 或访问 kingcountyhazwasteWA.gov

将电池单独装入透明的密封袋内，置于回收车旁。
用胶带粘住电池两端。

s Factoria 家庭危险废品投放站 – 免费

REPUBLIC SERVICES回收物品投放中心
1600 127th Ave NE, Bellevue, WA 98005 仅限 Bellevue 的居民顾客
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 周六：上午 10:00 至下午 4:00
装车前，请致电询问有关接受的物品
请拨打 425-452-4762 or 访问 RepublicBellevue.com

s FACTORIA 家庭危险废品投放站

电池（碱性电池、纽扣电池、可充电电池与不可充电电池）

l Republic Services 回收物品投放中心 – 免费

REPUBLIC SERVICES 路边回收 请拨打 425-452-4762

乳胶涂料

Y 向慈善机构捐赠状况良好的自行车 – 免费

n Factoria 回收与转运站 – 若金属含量不少于50%，则免费回收

l  Republic Services 回收物品投放中心（仅限废金属，不适用于状况良好的自

书籍（精装）

行车）– 免费

Y 向慈善机构捐赠状况良好的书籍 – 免费

l Republic Services 回收物品投放中心 – 免费
n Factoria 回收与转运站 – 免费

服装与纺织品（清洁干燥）

Y 向慈善机构捐赠状况良好的物品 – 免费

床垫或弹簧床垫

将药品安全地退回当地便利的丢弃点。
查询 Bellevue 境内的站点，可访问
www.Med-Project.org。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或确认站点是否开放，请拨打
206-296-4692.

机油与过滤器、
防冻剂、
制动液、
汽油（不超过 25 加仑）
s Factoria 家庭危险废品投放站 – 免费

查询当地希望重复利用或回收所有服装、鞋子与亚麻制品（甚至损坏的物品）
的组织，但潮湿、发霉或遭有害物质污染的除外。
kingcounty.gov/threadcycle

建筑与拆除物碎片
& 请致电 Republic Services 租赁一个容器，可装入容器进行处理 – 免 费

n Factoria 回收与转运站（不接受自卸卡车、
自卸拖车、自卸平板或滚落箱及长

度与重量分别限制在 8 英尺和 200 磅以内的物品。
）– 收费

食用油

将未呈现大型固态的废油密封在干净、透明的螺旋盖塑料罐中，在罐子上写上
姓名与地址，置于回收车旁。

& 请致电 Republic Services 安排上门回收

（每次上门回收仅限3加仑，每年限10加仑）– 免费

l Republic Services回收物品投放中心

电子产品

塑料

请访问 ecyclewa.org 查询站点

&

2 英尺. x 2 英尺. x 2 英尺. 或尺寸更小且重量不足 60 磅。
置于回收车旁。

丙烷罐与汽缸

免费回收荧光灯、CFL与 HID 氙气灯，请访问 lightrecycle.org查询参与地点

&

灯管: 用纸包裹并用胶带固定，长度不超过4英尺。
灯泡: 用塑料袋封装。
每次上门回收/投放仅限两个灯管/灯泡。
请致电 Republic Services 安排上门回收 – 免费

l Republic Services 回收物品投放中心 – 免费

家具

s Factoria 家庭危险废品投放站 – 免费
(每天每辆车仅限 10 个灯泡/灯管。
倘若灯管长度超过 8 英尺，请拨打
206-296-4692 寻求其他处理选项。
)

Y 向慈善机构捐赠状况良好的家具 – 免费

& 请致电 Republic Services 安排上门回收处理
（视作单项物品置于回收车旁）– 收费

道、洗衣筐、塑料草坪家具与玩具）– 免费

l Republic Services 回收物品投放中心-（仅限小型空气缸 - 无箱柜）– 免费

用可重新灌装的丙烷容器，请访问 refuelyourfun.org 了解更多信息
E选
废金属

& 请致电 Republic Services 安排上门回收（大型物品. 小件物品置于回收车内。
汽车零件均无润滑油。
) – 收费

l Republic Servvices 回收物品投放中心
（所有废金属）– 免费

l Republic Services 回收物品投放中心 – 免费

禁止混入垃圾一起处理

Y 向慈善机构捐赠状况良好的物品 免费

s Factoria 家庭危险废品投放站（最大箱柜尺寸为 8 加仑。
若超过 8 加仑，请拨
打 800-258-7466 致电 Blue Rhino 。
）– 免费

请致电 Republic Services 安排上门回收 – 免费

荧光管与灯泡、CFL、HID氙气灯

下列商店接受滤油器与 未污染的废机油。如需了解更多站点，请访问
BellevueWA.gov/motor-oil-recycling。将机油装入可回收使用的容器、带往
下列的站点、倒入集污箱.
收费。
• Auto Zone
15015 Main St
• Greg’s Japanese Auto
13421 NE 20th
• Jiffy Lube
14638 Bel-Red Rd
• Len’s Automotive
1620 136th Pl NE
• O’Reilly Auto Supply - Eastgate
15303 SE 37th St
• O’Reilly Auto Supply - Factoria
4000 - 128th SE
• O’Reilly Auto Supply - Overlake
14890 NE 24th St

l Republic Services 回收物品投放中心（硬质塑料，
例如，存储桶、聚氯乙烯 管

（每次投放仅限 3 加仑，每年限 10 加仑）– 免费
回收破碎、废弃或磨损的电子产品（电视机、计 算机、
监视器、平板电脑、电子
阅读器、子游戏机与DVD播放器，在参与地点不收费）- 免费

（视作单项物品置于回收车旁）– 收费

药品（多余、未使用或过期）

– 免费

n Factoria 回收与转运站（清洁干燥的服装与家用纺织品）– 免费

& 请致电 Republic Services 安排上门回收处理
n Factoria 回收与转运站 – 收费

& 请致电 Republic Services 安排上门回收（放入 清洁的塑料袋，置于回收车旁）
l Republic Services 回收物品投放中心（放入清洁的塑料袋）– 免费

仅更易于回收多余涂料!、截至 2021 年 4 月 1 日 PaintCare Bellevue 与 WA 州全境
设立投放点! 免费丢弃涂料，由出售新款涂料的费用买单丢弃站接受不超过5加仑的
原始容器内装载的乳胶涂料和油基涂料、污渍、甲板密封剂和透明漆。
访问
www.paintcare.org 或致电 (855) 724-6809 查询附近的站点!

n Factoria 回收与转运站（只要物品的金属含量不低于 50%，
尺寸和重量分别不超

碎纸

过 8 英尺与 200 磅，便可回收利用。
）– 免费

E通
过有关服务粉碎而非在家里粉碎的纸张均可回收。最好的环保选择是仅按
需粉碎，因为粉碎的纸张回收利用价值比整页纸低。

E将
保密的纸质文件带到社区粉碎活动 – 请访问 atg.wa.gov/communityshred-events 了解更多信息。
若 在家处理，碎纸必须倒入垃圾中。

泡沫块

l Republic Serviices 回收物品投放中心–（无包装花生）– 免费

E 把干净、干燥的包装花生带往 Pak Mail 重复使用（2620 Bellevue Way NE）

木料（未上漆、未经处理、无污染）

n Factoria 回收与转运站（未上漆、
未经处理、无污染的木材、胶合板、托盘与板

条箱，所有木料的长度均不超过 8 英尺）– 收费

recycle@bellevuewa.gov

邮政信箱 90012
Bellevue, WA 98009-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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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毒性较小的选项

Bellevue Utilities

如需要其他形式、口译人员或合理的住宿环境，请至少提前 48 小时致电 425-452-6932（语音）或 发
送电子邮件至 recycle@bellevuewa.gov。
关于住宿方面的投诉，请联系 Bellevue 市的 ADA/Title
VI 管理员，电话：425-452-6168（语音）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ADATitleVI@bellevuewa.gov。
如果您为
失聪或听力障碍人士，请拨打 711。
所有会议均可供轮椅通行。

3/2022 CHS

425-452-6932

特殊物品的回收与安全处理指南

回收更多！

危险废品

小心 | 警告
危险 | 有毒

购买前请阅读标签.
使用危险性较低的产品来完成工作。
避免使用标有危险、
有毒、
小心或警告的产品。

危险品不得放入生活垃圾。
在
Factoria 家庭危险废品投放站或列
出的当地处置点免费安全处置这
些材料。

FACTORIA 家庭危险废品
投放站
13800 SE 32nd Street, Bellevue, WA 98005
周二– 周五：上午 8 点 – 下午 4 点
周六 & 周日：上午 9 点 - 下午 5 点。
周一关闭

kingcountyhazwasteWA.gov haz.waste@kingcounty.gov
206-296-4692 无需预约

为了每个人的安全，请记住这些提示：
• 尽可能将产品储存在原容器中

最安全

查看正面或背面带有这些标志的产品。

请注意：
EPA（环保局）更安全选择的产品即使标
签上有小心的字样，在同等类别的产
品 中安全性最佳。

有些危害

选择带有小心或警示 字 样的 产品。

• 不在原容器中的产品需要做标记

足够安全

• 保护产品，确保其不会翻倒或泄漏

选择没有带
小心 、警示 、
危险或 有毒字样的产品。

• 	在运输中，将类似的密封容器直立在纸板箱里，远离车辆的乘客舱。

草坪 + 花园

家用清洁剂。

油基涂料 + 溶剂

避免

避免带有危险或有
毒 字样的 产品。
这些产品对您本
人和家人危害性最高。

汽车产品、燃料

切勿混合家用清洁剂。
切勿将漂白剂与其他清洁剂或肥皂混合，尤其是氨制品。
这些混合物会产生有
害气体。

车用 + 船用 电池

（汽车电池 - 每次装载限5个）

回收废机油

装入带旋转盖的一加仑透明
罐子。
请带往本邮寄广告背
面列明的机油回收点。
接受
废机油的企业不接受被防
冻剂或其他任何液体污染
的机油。

使用安全性更高的替代品。
使用危险性较低的廉价产品进行有效的清洁。
请访问 BellevueWA.gov/
greener-living-classes 免费注册，查看由 Bellevue Utilities 承办且安全性更
高的清洁工房。

请访问
kingcountyhazwasteWA.gov查
看丢弃站可接 受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