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公室位置和开放时间

»» 东区：4602 Sycamore Ave.，»
周一至周五，上午7:30至下午4:00

»» 西区：1501 W. Badger Rd.，»
周一至周五，上午7:30至下午4:00

要查看回收点开放时间和位置，请前
往："垃圾回收点" 位于第 17 页。

垃圾回收百科
街道部门能为您做什么？

街道部门为Madison市的居民提供各类服务。如果您对我们的任何服务存在疑问，敬请
联系我们，我们将提供帮助。

2019

»» 回收
»» 垃圾回收
»» 大型物件回收
»» 树段回收
»» 树叶/庭院废弃物回收
»» 街道清扫

»» 回收点服务
»» 坑洞和路旁修理
»» 树桩清除（针对属于»
城市财产的树）

»» 冬季服务»
（耕作、加盐、洒沙等）

»» 涂鸦清除»
（从城市财产上清除）

»» 对某些城市财产除草
»» 在小巷中修剪树枝
»» 从街道清除一般杂物

希望对我们的服务提出疑问、评论、顾虑或要求？

使用下面的地图，拨打您所在街区的服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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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 W. Badger Rd.
(608) 266-4681

East Side
Streets Division

4602 Sycamore Ave.
(608) 246-4532

Madison 市
街道部门办公室和服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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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联络

»» 东区办公室：608-246-4532
»» 西区办公室：608-266-4681
»» 垃圾回收协调员：608-267-2626
»» 树段处理中心：608-266-4911
»» 灌木丛和庭院废弃物热线：608-267-2088
»» 冬季停车热线：608-261-9111
»» 报告问题：»

www.cityofmadison.com/reportaproblem
»» 电子邮件：streets@cityofmadi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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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您的回收手推车

这些指导方针针对市提供的所有回收手推车（用于路边回收）。 

»» 针对物件使用正确的手推车。 

»– 回收手推车中应放入什么？前往第 6 页。

»– 垃圾手推车中应放入什么？前往第 4 页。

»» 在回收日将正确的手推车放在路边。 

»– 下载您的回收日程表：www.cityofmadison.com/collectionschedule。？？

»– 如果您无法联网，请联系为您的家庭提供服务的街道部办公室，他们会将一份
日历邮寄至您家中。

»» 在计划的回收日用手推车进行回收时，请遵守这些规则：

»– 在上午7:00前推出手推车。 

»– 盖上手推车的盖子，不露出任何达到或超过18英寸的物件。 

»– 手推车装载的重量不可超过100磅。

回收手推车存放

»» 在回收日清空手推车后，居民有24小时的时间从路旁清除它们。

»» 手推车应存放在车间或建筑的后部。

手推车交换、维修和购买

»» 居民可免费申请较大或较小的手推车。请联系负责为您家提供服务的街道部门办公
室，或使用»www.cityofmadison.com/reportaproblem。

»» 可置换或维修遗失或损坏的手推车。居民可能需要购买置换的手推车，具体视情况
而定。请联系街道部门办公室获取更多信息。

»» 需要额外手推车的居民也可选择购买。

垃圾手推车

居民有责任清理自己的回收手推车。
由于手推车较脏或有异味，因此不得
交换。

节假日回收

结束日

•  新年日
•  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  阵亡将士纪念日
•  独立日（7月4日）
•  劳动节
•  感恩节和感恩节后的一天
•  圣诞节

只有安排好在假日回收的居民才会受
到影响。安排好的常规回收将在次日
进行（感恩节除外——前往"感恩节" 
位于第 3 页）。

半天工作日

•  平安夜
•  跨年日

街道部门回收将按正常情况进行。»
但是，现场工作将在上午11:00前完
成。在这些日期，回收点也将在上午
11:00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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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放置手推车进行回收

放置不恰当地手推车不予回收。

»» 将手推车放在车道、草坪或路口的车道口——切勿放在街道上。 

»– 不要将手推车沿路旁放置在街道上，除非有绝对的必要。路旁/地沟线上的手
推车会干扰街道清扫、除雪和交通。在暴风雨天气，街道排水沟中的手推车会被
吹走。

»» 手推车上的白色序列号应朝向路面。

»» 将手推车并排放置，间距为四英尺。

»» 确保手推车离障碍物的距离为四英尺，如邮箱、树、路牌等等。

特别备注：如果您居住在清扫街道/清扫湖畔区，切则在安排好的清扫时间，请勿将手推
车沿路旁放置在街道上。

如何放置手推车进行冬季回收

»» 请将手推车放置在已铲除积雪的车道口或车道上。

»– 或使用草坪或路口的清理区域。

»» 不要将手推车放在雪堆上。

»» 在街道除雪后，可以将手推车放置在排水沟上邻近车道口的位置。如果在街道除雪
前将手推车放在排水沟中，则街道的很大一部分将无法除雪，因为卡车需要驶过手
推车附近。

如何放置手推车进行小巷回收

»» 手推车必须放在巷道口。

»» 装有个人财产的手推车将不予回收。

垃圾回收手推车属于市政财产

如果您搬家，请假市提供的手推车留在居所。您的新房子中将会有准备好的手推车。»
如果新房子中没有手推车，请联系街道部门。

只有自己购买的手推车才属于居民。

节假日回收

感恩节

街道部门将在周四、感恩节和之后的
周五关闭。双重假日需要对回收日程
表做出以下变更。

•   感恩节前的周三：安排在周三和周
四回收的居民将于这一天回收。

•   感恩节后的周一：安排在周五和周
一回收的居民将于这一天回收。

谁来回收垃圾？

您是否知道，Madison的一些地区由
私营公司回收垃圾？如果您不知道谁
来回收您的垃圾，请查看家里的手推
车。手推车上标有Madison市的徽标
和信息，或者标有提供回收服务的公
司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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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回收

Dane郡垃圾填埋场约有15年的剩余可用空间。您在褐色垃圾手推车中放入的一切垃圾
都将填入该空间。在将不想保留的东西送到垃圾填埋场前，请仔细检查其是否能再次使
用、出售或回收利用。

垃圾回收基本知识

»» 褐色垃圾手推车每周在您计划的回收日期回收。

»» 查看您的回收安排日历，了解何时将手推车放在外面等待回收。日历
见：www.cityofmadison.com/collectionschedule。

»» 务必要遵守所有关于"使用您的回收手推车" 位于第 2 页。的指导方针

切勿将以下物质放入褐色垃圾手推车中

装有这些物件的手推车将不予回收。

»» 可回收物件»
前往"垃圾回收" 位于第 6 页。

»» 禁止放入垃圾填埋场的电子产品»
前往"电子产品回收" 位于第 12 页。

»» 树叶、庭院垃圾、野草等»
前往"树叶、庭院和花园废弃物回收" 位于第 15 页。

»» 树枝»
前往"树段回收" 位于第 13 页。

»» 爆炸物、烟火、弹药等»
联系608-255-2345，查看Dane郡非应急法执法派遣中心。

»» 荧光灯/灯管»
送至任何出售这些物件的零售商。部分零售商可能会收取一些费用。

»» 砖、泥、石头、水泥等»
查看Dane郡公共工作网站，或者联系街道部门，了解处理选项。

»» 油漆、染色剂、亮光剂等»
送至Dane郡Clean Sweep项目指定回收点(www.danecountycleansweep.com)
，致电608-838-3212了解详情。

»» 危险品、易燃物或其他化学品»
送至Dane县Clean Sweep项目指定回收点。

»» 传染性废物»
请联系公共卫生局：608-266-4821。

»» 机油

»– 送至公共垃圾回收点。地点列表参见：第 18 页。

»– 许多机油更换公司都接受处理该垃圾，需收取小额费用。

»» 铅酸电池（包括车辆电池）»
送至街道部门垃圾回收点。要查看垃圾回收点的详情，请前往第 17 页。私营的
金属垃圾回收商和其他汽车商店也接受回收电池。

»» 丙烷、氦和其他压力罐体»
阀门打开的空容器必须送至垃圾回收点或私营金属垃圾回收商。

»» 野营用炉丙烷罐、异丁烯罐等»
送至Dane县Clean Sweep项目指定回收点。

建筑原料

•   承包商的垃圾不予回收。路边回收
针对居民开展的小型家庭工程。

•   每次最多回收240磅垃圾，或者相
当于六个30加仑的垃圾箱，每个不
超过40磅。

•   还使用褐色垃圾手推车。务必要遵
守所有的手推车使用守则，具体见
第 4 页。

什么是“建筑原料”？

•   木材、板墙、瓷砖和其他类似的建
筑垃圾。

•   街道部门不回收屋面板瓦。屋面板
瓦必须装入专门的垃圾箱。

回收建筑原料

•   在回收建筑原料时，居民可将其运
到Dane郡建设和拆除垃圾回收中
心，地址：7102 US Highway 12。
私营承包商也可将原料运到该处。

•    Royal Container和Waste 
Management等私营公司也提供
建设和拆除垃圾回收服务。 

建筑原料特别注意事项

•   根据法令，所有价值在$20,000或
以上的工程都必须回收建筑原料
垃圾。

•   其他大型工程（如新建和拆除）
也必须回收垃圾。浏览街道部
门网站的“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建设和拆除）”页
面，了解更多信息，或者联系规划
局：608-266-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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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手推车中放入较多的垃圾？

街道部门将对回收手推车外多余的打
包垃圾进行回收，前提是您遵守以下
指导方针。如未能遵守这些指导方针，
您的多余垃圾将不予回收。
•   您必须在手推车外放6袋或更多
垃圾。
»- 放在盒子里或其他容器里的垃圾
不予回收。
»- 尺寸足够打包的小垃圾必须打
包，才予以回收。

•   每个垃圾袋不得超过40磅。

街道部门仅连续两周为居民开展这
项工作，或由街道部门的工作人员自
行决定如何回收。如果您家中持续存
在多余垃圾的问题，请考虑这些替代
方案：
•   联系服务您街区的街道部门，换一
个较大的垃圾手推车。

•   联系服务您街区的街道部门办公
室，另外购买手推车。

•   改变您的消耗习惯，减少每周必须
进行垃圾填埋的商品消耗量。

•   如果进行持续数周的家庭大扫除，
考虑从本地的私营垃圾运输商那里
租用一个垃圾箱。

关于多余垃圾的更多选项

•   与邻居交流，了解是否能将多余垃
圾放入他们的垃圾手推车。

•   保留多余垃圾，直至下一次回收日。
•   将多余垃圾送至一个街道部门垃圾
回收点。

»» 药物»
送至医疗用品回收点。浏览https://safercommunity.net/meddrop，查看地点、
时间和限制的清单。

»» 医用针头、注射器、采血针或其他医用“尖锐物”»
送至药房或诊所。请联系您的医生或药房，了解特别处理说明。

»» 天然气罐»
盖子未合上的干燥空容器将按大物件回收。要查看详情，请前往"大型物件回收指导
方针" 位于第 9 页。

垃圾特别处理说明

»» 狗/猫排泄物»
打包放入家中的褐色垃圾手推车中不要将其放入公共垃圾箱。

»» 灰烬、锯末、吸尘器灰尘等

»– 打包，确保丢弃时不散开，对操作者造成危害。 

»– 灰烬必须在冷却后装入褐色手推车。

»» 鹿的尸体»
双层打包。

»» 干燥的固体乳胶漆»
干的固体乳胶漆可放入垃圾中。液体乳胶漆和其他油漆（如涂料和丙烯酸）比如送
Dane县Clean Sweep项目指定回收点。至

»» 沾有食物、油或油脂污渍的纸板盒»
仅回收干净、无污渍的纸板盒。将弄脏的物质放入垃圾中。

处理和回收指南

依然在搜索如何处理一件特定物件？请查看处理指南：第 22 页。如果在指南中找不
到想要查看的内容，敬请致电联系我们的办公室，获得建议。

关于禁止放入垃圾手推车的物件，从第4页开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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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回收

您家中绿色回收手推车中的所有物质都将送往一个机构，分拣后进行回收利用。分拣程
序的很大一部分通过手工来开展。为了确保分拣工的安全，并确保您的所有物质都得到
回收利用，您应当遵守这些指导方针。

回收利用基本知识

»» 绿色回收手推车每两周在您的排定回收日回收一次。

»» 查看您的回收安排日历，了解何时将手推车放在外面等待回收。

»– 日历见：www.cityofmadison.com/collectionschedule。

»» 务必要遵守所有关于"使用您的回收手推车" 位于第 2 页。的指导方针

»» 仅将恰当的回收物放入手推车中。

»– 装有其他物质的手推车将不予回收。

回收的一般指导方针

»» 回收物必须清理干净食物残渣、尘土和其他污染物。

»» 回收物必须松散地放入手推车中，不可打包。 

»– 例外：

»y 碎纸片必须用透明或白色的袋子打包，袋子尺寸不得超过篮球。

»y 塑料袋必须用透明或白色的袋子打包，袋子尺寸不得超过篮球。

»y 如果您因为特殊情况必须将回收垃圾打包，请使用没有拉绳的透明或白色
袋子，从而将出现在分拣机构的缠结风险降至最低。

合上盖子

手推车放到外面进行回收时，务必要合上盖子。雪和雨水会破坏手推车内的纸和纸板盒。

手推车盖子丢失或损坏？

手推车盖子可维修或置换，请联系负责为您家提供服务的街道部门办公室，或填写一张
申请表：www.cityofmadison.com/reportaproblem。

希望了解街道部门回收垃圾后发
生什么？

前往www.youtube.com，搜
索“Kipp Street Recycling（Kipp
街道垃圾回收）”，找到标题为“Kipp 
Street Station MRF – A Division 
of Pellitteri Waste Systems”的视
频。该视频说明了回收物的回收流
程。Pellitteri Waste System是一家
为Madison市分拣回收垃圾的公司。

强制回收

您是否知道，在Madison市，回收利用
垃圾是强制规定？确实如此！我们当
然都知道回收利用垃圾对我们的星球
有多么重要，但市10.18法令确实将垃
圾回收作为一项硬性规定。该要求不
仅仅针对但家庭房屋。 

每个公寓建筑和商业企业都应提供充
分的垃圾回收服务。

如果您的公寓建筑或工作场所不提供
充分的垃圾回收服务，请联系建筑检
查处，电话：608-266-4551，他们的
检查员将进行调查。

缔造历史

您是否知道，Madison市从1968年开
始就回收垃圾？没错！我们推行了美»
国最早的路边垃圾回收计划。如果»
您希望更深入地了解Madison的»
垃圾回收历史，请前往»
www.cityofmadison.com/
recycling，点击“Madison’s 
Recycling History（Madison垃圾回
收历史）”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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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回收手推车中回收什么垃圾？

清理纸质制品
绿色垃圾手推»
车可回收哪些»
物件？

»» 纸巾、卫生纸等的纸板芯
»» 纸板面罐
»» 麦片和饼干盒
»» 瓦楞纸板
»» 信封
»» 礼物扎带（非薄绉纸或铝箔纸）
»» 问候卡片 

»» 果汁盒、四角纸盒和其他无菌/ 
山顶形包装盒

»» 垃圾邮件
»» 杂志和目录册
»» 报纸及其所有插页
»» 办公室和计算机用纸
»» 冷冻食品外包装纸箱
»» 鸡蛋纸盒
»» 购物纸袋
»» 牛奶和果汁纸盒（即便有塑»
料喷口）

»» 补充零售包装的纸张/纸板

»» 电话薄
»» 收据和帐单
»» 苏打水包装盒等

哪些是垃圾？ »» 纸尿裤
»» 相片（即宝丽来相片）

»» 卫生棉
»» 带有污渍和/或污渍的纸板和纸质
制品

»» 卫生纸

清理玻璃制品
绿色垃圾手推»
车可回收哪些»
物件？

»» 玻璃瓶 - 去除瓶盖（金属瓶盖可根
据下方的金属制品回收说明进行
回收）

»» 玻璃罐 - 去除罐盖（金属盖的大小
如果与奶制品罐的盖子大致相同，
则与大多数塑料盖的处理方式一
样，放入手推车进行回收）

哪些是垃圾？ »» 烤盘
»» 还装有食物或者其他物品的瓶罐
»» 陶瓷
»» 化学用品瓶

»» 碗碟
»» 水杯
»» 花盆
»» 白炽灯泡和LED灯泡（荧光灯泡/
灯管必须送至出售此类物品的零售
商处）

»» 实验室玻璃制品
»» 窗户和镜子

清理塑料制品 除非另有说明，请将塑料盖留在塑料制品上。

绿色垃圾手推»
车可回收哪些»
物件？

»» 所有塑料翻盖式容器
 » #1至#7的所有塑料容器

»» 浆果和熟食容器
»» 塑料壳/塑料安全包装

»» 塑料瓶（苏打水、水等）- 保留
盖子

»» 调味品瓶罐（番茄酱、芥末酱
等）- 保留盖子

»» 属于#1、#2或#5的杯子

»» 奶制品罐盖
»» 奶制品罐（白软干酪等）»

- 不需保留盖子

»» 冷冻果汁容器
»» 水壶（牛奶、果汁等）- 保留盖子

»» 洗衣剂瓶子 - 保留盖子

哪些是垃圾？ »» 任何还装有食物或者其他物品的
塑料容器

»» 泡沫包装纸

»» 属于#3、#4、#6、#7的杯子

»» 深绿色或黑色的塑料袋
»» 束口袋

»» 食品包装（即保鲜膜）
»» 机油瓶
»» 金属制品包装

清理金属制品
绿色垃圾手推»
车可回收哪些»
物件？

»» 铝箔（团成篮球大小）
»» 铝罐、钢罐和锡罐（包括干净»
的油漆罐和空的喷雾罐）

»» 瓶罐上的金属盖

»» 长度在18”及以下的金属管

»» 重量超过10磅的金属物件

»» 盆、壶和平底锅
»» 烤面包机等小型金属器具»
（去除玻璃）

回收点可回收»
哪些物件？

»» 重量超过10磅的金属物件

»» 汽车零部件，例如刹车垫
»» 铁丝衣架

»» 铁丝网栅栏
»» 任何对收集手推车来说过大、»
过重或过多电线缠绕的金属物件

»» 碎纸片必须用透明或白色的袋子
装好。碎纸片的袋子尺寸不可大
于篮球。

»» 塑料袋和塑料薄膜： »
选项1：与其他塑料袋和薄膜放在
一起打包，然后携带至任何有塑
料袋回收点的商店。»
选项2：打包放入另一个塑料袋。
打包后的尺寸不可大于篮球。打
包后放入废弃物手推车中。

»» 瓶盖、螺栓、旧钥匙等小型金属
物件应放入清空的锡罐内，并牢
牢夹紧罐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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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将这些回收物放入回收手推车

»» 电子产品

»– 要查看详情，请前往"电子产品回收" 位于第 12 页。

»» 延长线、节日灯等

»– 这些垃圾在垃圾回收点与电子产品一起回收。

»» 家用电池、干电池、计算机电池等。

»– 送至垃圾回收点或私营回收商。务必要将锂电池与其他类型的电池分开放置。
在送至回收点前，还要将锂电池的末端或终端贴上包装胶带。

»» 泡沫塑料

 – “块状”泡沫塑料包装可送往回收点回收。 

»– 泡沫包装可送至运输商店供重复使用，或者放入垃圾中。

»– 绝缘板要放入垃圾中。

»» 荧光灯泡/灯管

»– 送至任何出售荧光灯和灯管的零售商。一些零售商在回收此类物件时可能会收
取一笔小额费用。 

依然在寻找一件物件的回收方法？

别忘了查看处理和回收指南：第 22 页。

纸板盒太大放不进手推车

•  与邻居交流，了解他们的手推车是
否有空间收容您的纸板盒，或者

•  将多余纸板盒送至一个街道部门垃
圾回收点，或者

•  遵循这些在回收日进行路边垃圾回
收的步骤：
»- 第1步：将所有盒子弄平 
»- 第2步：将纸板盒剪或叠成»

3’ x 3’大小
»- 第3步：将松散的纸板盒捆起来，
高度不超过6” 
»- 第4步：在回收日，将捆好的纸板
盒放到回收手推车旁，或者放到
绿色手推车的盖子下。 

•  如果多余的纸板盒造成回收问题，
请联系服务您街区的街道部门办公
室，另外购买手推车。 

RECYCLOPEDIA.ORG

街道部门与iWasteNotSystems合作维护网站：recyclopedia.org/wi/madison。

该网站提供关于处理各类物质的指南，可在移动设备上方便地查看。我们致力于改善该网
站，最终将提供我们社区中可用的捐献及重复使用选项的链接。

如果错过了回收，应该怎么办？

请通过电话或前往»
www.cityofmadison.com/
reportaproblem，联系负责为您家
提供服务的街道部门办公室，针对错
过的回收填写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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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物件回收指导方针

大型物件回收基本知识

»» 大型物件一般回收手推车装不下的物件。例如：

»– 家具，

»– 床垫和弹簧床垫，

»– 地毯

»– 锻炼设备，

»– 马桶，

»– 钢琴，

»– 等等。

»» 如果将本应放入相应的回收手推车中的物件放在外面等待大型物件回收，将不予»
回收。

»» 查看您的回收安排日历，了解何时将大型物件放在路边等待回收。

»– 日历见：www.cityofmadison.com/collectionschedule。

»» 一些大型物件需要粘贴回收缴费贴纸才能进行回收。

»– 前往第 11 页，了解哪些物件需要贴纸以及相关费用。

»– 不要将需要贴纸的物件放入回收手推车。

大型物件回收指导方针

满足这些指导方针的物件不予回收：

»» 大型物件必须在回收日当天上午7:00前放在外面，才予以回收；在计划的回收日前一
天晚上7:00前，不得将这些物件放在外面。

»» 确保大型物件距离障碍物四英尺远。障碍物包括电线杆、路牌、消火栓、垃圾回收手
推车以及任何其他可能会有损或干扰大型物件回收的东西。

»» 不要将大型物件放在较低的电线或树枝下方。大型物件用汽车起重机回收；工作人
员可能会面临空中的危险（如较低的电线）。

»» 使电器和其他金属物件远离非金属大型物件，确保金属物件能够回收。

»» 大型物件的长度不超过8英尺，才会被回收。可切割或折叠物件，来满足该要求。

电视机、显示器、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

不要将电视机、台式电脑、显示器、CPU和笔记本电脑放在路旁等待回收。这些物件必
须送至垃圾回收点。还需粘贴回收缴费贴纸。前往第 11 页查看回收缴费信息，前往
第 17 页查看垃圾回收点信息。 

如果这些物件放在路旁，街道部门员工将会取走。对于回收时违反本条例的每项物件，
财产主人都将接受回收缴费及管理费的估价。

延迟

由于工作人员不足，大型物件回收在
节假日、回收落叶期间以及应对恶劣
天气（如暴风雪）期间推迟。

如果有人非法在您的财产上丢弃
一个物件，应该怎么处理？ 

第1步

联系Madison公安局举报该违法»
行为，向608-255-2345提出举报，»
或者通过他们的自助举报热线：»
608-245-3662。

第2步

联系服务您街区的街道部门，并提供
您在举报后收到的MPD案件编号。

非法废弃金属

在Madison，从路旁捡金属垃圾（以
及其他物件）的行为违反法令。同时，
一些物件需要谨慎处理，从而确保安
全处理其中化学品（如空调）；我们
不清楚捡垃圾者如何处理这些有害
物质。 

按照指导方针放置大型物件等待回
收，防止被捡垃圾者捡走。如果您发
现有人非法从路旁捡垃圾，请联系非
紧急警务号码：608-255-2345，举报
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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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大型物件不被回收？

»» 混凝土、混凝土砖，以及填充有水泥、砖、石头等物质的立杆或其他物件。
»– 居民应将这些物质送至Dane县垃圾填埋处或其他恰当的垃圾回收商。

»» 化学品包装桶或容器

»» 压缩气体容器、丙烷罐、氦气瓶。
»– 阀门转开的空容器必须带至一个市垃圾回收点或私营垃圾回收商。要查看市垃
圾回收点的详情，请前往"垃圾回收点" 位于第 17 页。

 » 55加仑、30加仑和25加仑的滚筒或圆筒
»– 也包括其他大型滚筒或圆筒。

»» 长度或宽度超过8英尺且无法切割的物件。

»» 尺寸足够小、可以放入回收手推车的物件，如汽车座椅、吸尘器和扫帚/拖把。

大型物件的专用处理说明 

如果放在外面的这些特殊物件不满足这些要求，将不予回收：

»» 电视机、计算机、塔式计算机、显示器
»– 必须带至一个垃圾回收点——不要放在路旁。
»– 物件需要张贴回收缴费贴纸。

»» 地毯/地毯背衬
»– 用卷起并用绳子、强力胶布等物质捆绑好。

»» 混凝土水槽
»– 必须只保留4个或以下的部分。

»» 汽油罐或天然气罐
»– 必须完全排空。

»» 金属和木质立杆
»– 必须清楚末端的水泥，立杆长度不得超过8英尺。

»» 除草机、铲雪机、翻土机和其他具有类似发动机的装置
»– 应清空汽油和天然气。
»– 物件需要张贴回收缴费贴纸。

»» 根团
»– 如清理干净污垢，也可回收。

»» 窗户、镜子、玻璃桌面、玻璃门等
»– 用胶带粘牢玻璃，避免破损。

回收缴费贴纸指导方针

一些大型物件需要回收缴费，因为街道部门为了处理它们，会产生额外的处理或加工成
本。不得将这些特殊物件放入垃圾或回收手推车。必须获得恰当的回收缴费贴纸，才能
放在路边等待回收，或者送至一个垃圾回收点。

需要缴费贴纸但未贴贴纸即放在路旁的物件将不予回收。街道部门员工将通知这些物件
必须贴有回收贴纸。如果在发出通知后，物件依然留在路旁，则街道部门将回收物件；对
于每件物件，财产主人都将接受相应的回收缴费及额外管理费的估价。

如何购买回收缴费贴纸

可按下面的方法购买回收缴费贴纸：

亲自前往 

•  市财务主管办公室：»
Room 107, City-County Building,»
210 Martin Luther King, Jr. Blvd. 

•  街道部门办公室：»
1501 W. Badger Rd.»
4602 Sycamore Ave.

•  Madison公共图书馆

在线

•   www.madisonpay.com»
贴纸并非按需打印。成功购买后，
我们会邮寄贴纸。

邮寄

•  向街道部门邮寄一张支票和一份备
注，说明您的请求，地址：»
Streets Division»
1501 W. Badger Rd.»
Madison, WI 53713»
或者

•  Streets Division»
4602 Sycamore Ave.»
Madison, WI 53704

电视机

电视机和其他电子产品的回收采用一
套不同的规则，原因是它们的内部存
在有害物质。电视机等电子产品的回
收规则见：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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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大型物件需要费用？费用是多少？ 

费用$35 费用$15 费用$10 费用$5

空气压缩机 “宿舍”冰箱 
（冰箱重量少于50磅）

塔式计算机* 轮胎 - 汽车或小型卡
车，已取下轮毂

空调 荧光灯支架 计算机*
船 园艺翻土机 笔记本电脑*  

复印机（办公室尺寸） 燃气烧烤炉 显示器*  

除湿机 发动机与割草机、园艺翻土
机等类似的装置

轮胎 - 大型卡车  

洗碗机 割草机 轮胎 - 有轮毂  

烘干机 碎叶机  

冰柜（必须取下柜门） 微波炉  

火炉 铲雪机  

热水浴缸 电视机* 
（所有尺寸和类型）

 

制冰机  

大型商用电器  

大型医疗器械  

烤箱  

灶具  

冰箱（必须取下柜门）  

火炉  

垃圾桶  

洗衣机  

饮水机  

热水器  

软水器  

木材炉    

费用

*上述物件必须送至资源回收点。不可将上述物件丢弃在路边。

如果街道部门员工从路旁回收电脑显示器、电脑CPU、笔记本电脑或电视机，则财产主人将接受管理费外加会收费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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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禁电子产品不予回收？ 

可以回收！

MP3播放器/iPod、立体音响、立体
声设备、扬声器电线、摄像头、固定电
话、计算器、游戏机、电子玩具、圣诞
树挂灯、电源、浪涌保护器以及其他多
种电子设备可以回收。只须将这些物
件带至街道部门回收点，放在相应的
电子产品容器中。

电子产品回收

要回收电子产品，必须带至一个街道部门回收点，或一个信誉良好的私营电子产品回收
商。Wisconsin自然资源局禁止一些电子产品进入垃圾填埋场，必须将其带至垃圾回收
点或私营回收商。其中部分物件需要支付额外费用。要查看垃圾回收点的详情，请前往"
垃圾回收点" 位于第 17 页。

禁止放入垃圾填埋场的电子产品

这些物件必须送至一个垃圾回收点或一个信誉良好的私营回收商，才予以回收。

»» 手机

»» 计算机

»– 台式机*

»– 笔记本电脑*

»– 上网本*

»– 平板电脑

»» 电脑显示器（所有型号）*

»» 计算机周边设备»
指任何出售用于消费计算机外部使用的物件。

»– 鼠标

»– 键盘

»– 扫描仪

»– 计算机扬声器

»– 调试解调器

»– 路由器

»– 网络摄像头、闪存盘、外部磁盘和其他计算机周边设备

»» 数字视频播放器/录音机

 » DVD播放器

»» 蓝光播放器

»» 电子阅读器

»» 传真机

»» 打印机

»– 桌面打印机

»– 传真、扫描、复印、打印一体机

 – 3D打印机

»» 电视机$

 » VCR

*需要$10回收缴费贴纸。要了解购买贴纸的地点，前往"如何购买回收缴费贴纸" 位于第 10 页。
$需要$15回收缴费贴纸。要了解购买贴纸的地点，前往"如何购买回收缴费贴纸" 位于第 10 页。

电池回收

将家用电池（如AA电池）送至一个回
收点进行回收。将锂电池与碱性电池
和其他类型的电池分开。

如何确定自己有锂电池

有三种简单的方法可以确定自己有需
要贴胶带的锂电池：
1.» 电池上有“Lithium（锂）”字样。
2.» 电池上有“LI-ION（锂电子）”字样。
3.» 看上去像一个小号的银色纽扣，
可能为手表或助听器供电。

在锂电池和其他电池上贴胶带

在锂电池的两端贴上胶带（如包装胶
带），然后送至垃圾回收点。还要在电
压超过12V的家用电池两端贴上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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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段回收

树段回收时间为四月至九月末。在此期间，工作人员将完成数轮树段回收工作。最后一轮
树段回收工作的开始时间取决于天气状况，并将在确定日期后通知居民。在最后一轮完
成后，树段回收工作人员将去帮助开展秋季树叶回收工作。最后一轮回收结束后放置在
外的树段不予回收，直至来年春季。

您还可将树段带至垃圾回收点。要查看详情，请前往"垃圾回收点" 位于第 17 页。 

什么是树段？

»» 树段是因修剪树木和灌木丛产生的木质垃圾。 

»– 其他植物和花园废弃物属于庭院垃圾。要查看庭院垃圾的详情，请前往"树叶、
庭院和花园废弃物回收" 位于第 15 页。

»» 树段的长度必须至少达到18英寸。 

»– 长度小于18英寸的木质物质属于庭院垃圾。

»» 树段的长度不可超过8英尺。

»» 树段的直径不可超过8英寸。

树段回收指导方针

遵循这些指导方针可以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和设备的正常运作。不满足这些指导方针的
树段不予回收：

»» 在堆放树段时，切口端要朝向同一方向。

»» 将树段放在草坪或路口，离树、停着的车辆、消火栓、电线杆、邮箱、大型物件或其他
障碍物的距离至少四英尺（如可能）。

»– 不要将树段放在街道中央。

»– 不要让树段阻挡住人行道。

»» 少量的树段可以用细绳或麻线捆好。捆好的树段长度不可超过4英尺，或重量不可超
过40磅。 

»– 如果选择将少量树段捆好，则必须使用细绳或麻线。不要用任何类型的铁丝捆
绑树段。铁丝会使切削机的切刀损坏。 

»» 要清理掉所有泥土和树根。

»» 不要将树段放入袋子或垃圾箱中。

不要将树段与庭院垃圾混在一起

街道部门不会回收。

树段和庭院垃圾是不同的物质，在不
同的垃圾点以不同的方式处理。树段
被处理为木片，而庭院垃圾将用于»
堆肥。 

超大树段堆

如果回收工作人员碰到的树段堆需
要10分钟以上才能通过树段切削机，
则他们将会安排用汽车起重机（又称
为“钳车”）来回收该树段堆。钳车将
在三个工作日内抵达，来回收较大树
段堆。

参见“树段回收在行动”！

街道部门正在制作多段YouTube视
频，展示我们的操作，并说明条例。前
往YouTube，搜索“City of Madison 
Wisconsin”，然后滚动鼠标找
到“Streets & Recycling”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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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堆放树段以供回收

有两个选项：

1.» 前往www.cityofmadison.com/brushcollection ，点击Pickup Schedule（回收
安排）按钮。如果您所在街区在地图上被标注为“Pickup Pending（等待回收）”，则
将树段堆放在路旁等待回收，工作人员很快就会抵达。

“回收计划”在回收季节的每个工作日更新，因此，请务必经常查看，了解何时堆放树
段等待回收。 

2.» 居民还可拨打“树段回收信息热线”：608-267-2088。热线提供树段限制方面的信
息，还会预估工作人员到达某个区域的时间。该电话录音在回收季节每周更新。

 
如果市不回收路旁的树段，应该怎么做？

送至垃圾回收点或树段处理中心。要查看垃圾回收点的详情，请前往"垃圾回收点" 位于
第 17 页。

不要将树段放入垃圾或回收手推车。有树段的回收手推车不予回收。

树段回收轮次

树段回收没有固定计划。工作人员执行回收轮次。四月至九月，他们在城市内反复回收。

回收季节在市内区域开始，时间为一个周一垃圾回收日。工作人员将一次回收该街区
每条街道的树段。在工作人员查看每条街道后，他们会在一个周二垃圾回收日前往
Madison街区。在完成周二街区的工作后，他们轮换至周三街区，然后依次是周四街区
和周五街区。

在工作人员完成周五街区的工作后，他们会从周一街区再次开始一个新的回收轮次。

树段处理中心

Madison市树段处理中心（地址：121 E. Olin Ave.）为所有需要处理从Madison市的树
上所切下树段的居民、承包商和纳税人提供服务 

当前的树段处理费如下。当进行调整时，费率变化将在街道部门网站公布：

树段/树枝： » 最低费用：$17
» 每吨收费$34，每次上涨$17
木片：» 最低费用：$8.50
» 每吨收费$17，每次上涨$8.50

中心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7:30至下午2:30。

街道部门工作人员不回收承包商
剪切的树段

如果居民或屋主雇佣一名个人或公司
剪切树段，则他们必须与承包商进行
安排，将他们形成的垃圾运走。

承包商不可使用街道部门垃圾回收
点。

承包商唯一可用的市服务是树段处理
中心。

可用木屑

公众可在树段处理中心获得木屑。处
理中心是Wisconsin农业贸易和消费
者保护局认证的白蜡树安全锯木点。
这意味着，该锯木点的木屑内没有白
蜡树蛀虫，蛀虫不会进入您的财产。

目前的木屑费率如下。当进行调整时，
费率变化将在街道部门网站公布：
•  最多30加仑：免费。
• 31加仑至3立方码（或一装载机铲
斗）：$17。

•  每多加一装载机铲斗：$17。
•  在处理中心50英里半径范围内运送
半铲斗木屑：$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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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物种 - 药用蒜芥

不要将药用蒜芥与其他庭院垃圾混在
一起。拔除药用蒜芥草后，打包放入垃
圾手推车，进行垃圾填埋。

树叶、庭院和花园废弃物回收 

街道部门在全年的两个不同时间开展路边树叶、庭院和花园废弃物回收工作。

第一次回收期在四月份冬雪融化后。工作人员将至少进行两轮的路边回收。最后一次春
季回收轮次将在该轮次的开始日期确定后宣布。在完成最后一次春季轮次后，路边回收
工作结束，直至秋季；工作人员将承担街道部门的其他职责，如填坑。

第二个回收期在秋季树叶开始下落时。秋季的目标是至少开展三个回收轮次。如果天气
允许，则可能进行三轮以上回收，或者有可能少于三轮。路边回收将持续至冬季气候导
致工作人员必须针对雪和冰进行操作为止。

什么是树叶、庭院和花园废弃物？

»» 树叶、松针、草屑、野草和其他植物垃圾。

»» 玫瑰藤、玉米杆、向日葵杆等。

»» 葡萄藤。

»» 南瓜、松果、黑胡桃木、观赏海棠等。

»» 长度在18英尺以下的树枝和细枝。

树叶、庭院和花园废弃物回收指导方针

不满足这些指导方针的物质不予回收。

»» 在回收季内仅树叶、庭院和花园废弃物可堆放在街道边。

»» 不要将树叶和其他庭院废弃物放到街道或水沟。

»– 树叶和庭院废弃物必须放在草坪或路口等待回收。

»» 不要将树段与庭院垃圾混到一起。

»» 在回收季，树叶和其他庭院废弃物可打包后放在路旁。请确保袋子顶部敞开。

»– 树叶和庭院废弃物可松散地堆在一起。»
为了防止物质被吹到街上，您可以用油布盖住。

特别备注：如果您选择打包庭院废弃物，则街道部门建议使用可用作堆肥的纸质树
叶/草坪袋子。 

»» 树叶堆离任何障碍物的距离都要至少保持4英尺（如可能）。

考虑堆肥

记住，您还可以用后院的树叶和庭院
废弃物堆肥。您可以做一个箱子，或
者买一个现成的。要了解更多关于堆
肥的信息，请前往我们网站的“堆肥”
部分：www.cityofmadison.com/
streets/compost。

RIPPLE EFFECTS

浏览网站，深入了解如何保护我们的
湖泊、河流和溪流：»
www.ripple-effects.com。

分享关于树叶回收的最新消息

街道部门制作了一段方便分享的视
频，介绍了关于树叶回收的指导方针。
您可以在Madison市的YouTube频道
观看视频。请随意通过您的社交媒体
网络分享视频，以便让大家都知道树
叶和庭院废弃物的正确处理方法。

无树叶街道

保护湖泊的最好方法是在暴雨前清
除街道水沟中的树叶。浏览网站，注
册Ripple Effects关于降雨的电子邮
件或短信提醒，了解如何从水沟中耙
树叶，网址：www.ripple-effects.
com/leaf-free-str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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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放置树叶、花园和庭院废弃物以供回收

有两个选项：

1.» 前往www.cityofmadison.com/yardwaste ，点击Pickup Schedule（回收安排）
按钮。如果您所在街区在地图上被标注为“Pickup Pending（等待回收）”，则将物质
堆放在路旁等待回收，工作人员很快就会抵达。

“回收计划”在回收季节的每个工作日更新，因此，请务必经常查看，了解何时堆放物质
等待回收。 

2.» 居民还可拨打“庭院废弃物信息热线”：608-267-2088。热线提供庭院废弃物限制方面
的信息，还会预估工作人员到达某个区域的时间。该电话录音在回收季节每周更新。 

树叶、庭院和花园废弃物回收轮次

回收工作人员没有固定的回收安排，而是在回收期间在市内循环回收。

回收季节在市内区域开始，时间为一个周一垃圾回收日。工作人员将一次回收该街区每
条街道的庭院废弃物。在工作人员查看每条街道后，他们会在一个周二垃圾回收日前往
Madison街区。在完成周二街区的工作后，他们轮换至周三街区，然后依次是周四街区
和周五街区。

在工作人员完成周五街区的工作后，他们会从周一街区再次开始一个新的回收轮次。 

如果市不回收路旁的树叶、庭院和花园废弃物，应该怎么做？

将庭院废弃物、花园废弃物和树叶带至垃圾回收点。要查看垃圾回收点的详情，请前往"
垃圾回收点" 位于第 17 页。

不要将树叶或庭院/花园废弃物放入垃圾或回收手推车。有这种物质的回收手推车不予
回收。

保护我们的湖泊

正确管理庭院废弃物可以保护我们的湖泊。当雨水落到街道的树叶堆时，水会带走树叶
中的养分，将它们冲入我们的湖泊，导致有毒的藻类大量繁殖、湖水发黑且野草丛生。

还可利用这些方法来确保街道无树叶：

»» 用除草机将落在草坪上的树叶弄碎。 

»» 尽量用庭院废弃物堆肥， 而不是堆在路边。

»» 在暴雨前用耙子耙街道水沟，确保街道上没有树叶 

»– 参见第 15 页侧边栏的“Leaf-free Streets（无树叶街道）”信息。

»» 当然还要遵循街道部门的指导方针。

街道清扫

街道部门工作人员从春季到冬季操作
扫街车进行清扫。扫街车需要水才能
工作，所以在寒冷的月份无法使用。

在春季，扫街车回收冬季遗留的所有
累积盐、沙子和粗砂石。

在夏季，扫街车在市内多次循环开
过，回收垃圾，防止其进入雨水处理
系统。

在秋季，扫街车跟在树叶回收工作人
员身后，在工作人员回收垃圾后，用吸
尘器吸掉路上的残留物。树叶回收工
作人员与扫街车以不同的速度工作，
因此，垃圾回收以及扫街车在工作人
员之后进行清理之间可能会有一段时
间差。

如果帮助扫街车

•  扫街车的速度很慢。当回收垃圾时，
它的最大速度为5MPH。因此，在路
上遇到扫街车时要保持耐心。不要
尾随，也不要把它们隔开。

•  扫街车贴在路边才能有效工作，因
此，务必要遵守停车条例，不要将
无关物件放在街道上，如垃圾和回
收手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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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回收点

街道部门运作两个回收点，Madison市的居民或纳税人可以将可回收垃圾、树段、庭院
垃圾、大型物件和多余的垃圾送至回收点回收。基本上，如果街道部门能够从路边回收，
那么您送至这些回收点。

垃圾回收点位置

 » 1501 W. Badger Rd.（W. Badger Rd.路尽头的后面）

 » 4602 Sycamore Ave.（Sycamore Park狗狗公园的对面）

服务点接受的回收或处理物质

»» 电器*

»» 树段

»» 计算机和电子产品*

»» 电视*

»» 食用油

»» 空丙烷和氦气罐

»» 一般垃圾（您垃圾手推车中的物质）

»» 大型物件*

»» 一般可回收垃圾（您回收手推车中的物质）

»» 硬塑料物件

»» 废金属 

»» 废木头

»» 衣服和鞋子

»» 泡沫塑料

»» 轮胎*

»» 木家具

»» 车辆电池和其他铅酸电池

»» 家用电池

»» 庭院废弃物、树叶和花园废弃物
 
*这些物件可能需要回收缴费。要了解哪些物件需要缴费以及缴费贴纸的地址，请前往第 10 

页和第 11 页

西区庭院废弃物回收点

街道部门运作一个仅回收庭院废弃
物的回收点，地址：402 South Point 
Rd？改回收点仅在4月至12月初的延长
工作时间开放。

涂料和其他化学品 - DANE郡
CLEAN SWEEP项目指定回收点

Dane郡以及周边地区的居民全年都
可在 Dane郡Clean Sweep项目的
机构处理液体涂料和其他有害化学
品。Dane郡Clean Sweep项目接受
所有类型的有害化学品，还接受一些
电子产品。请注意，该回收点由Dane
郡运作，而非Madison市运作。

Clean Sweep项目地点

7102 US Highway 12（Yahara Hills
高尔夫球场对面的Dane郡垃圾填埋
场综合楼）。

Clean Sweep项目费用

使用该服务点需支付按户收取的差旅
费。电子产品可能需支付额外费用。对
于Dane郡以外的企业或居民，将接受
额外费用的估价。

Clean Sweep项目工作时间

•  周一至周五开放时间为»
上午7:00至下午2:45。

•  周六开放时间为»
上午8:00至下午10:45。

•  周日和节假日休息。

Clean Sweep项目信息

拨打Dane郡Clean Sweep项目»
办公室电话：608-838-3212，»
或浏览他们的网站：»
www.danecountycleanswee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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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回收点限制

»» 只有Madison市的居民或纳税人才能使用这些回收点

»– 需出示居住或纳税人状态证明。»
可接受的身份证明包括驾照、税务账单、水电费账单、车辆注册证、签字的租赁
或结帐凭证（注明垃圾回收点使用者的姓名和地址），等等。

»» 承包商不可使用垃圾回收点。

»– 任何从事有偿工作的人均被视为承包商，必须通过其他方法来处理他们的工作
产生的物质。

»» 不管是什么垃圾，回收点使用者每天都只限送来一皮卡或一小拖车量的。

»– 如果垃圾尺寸大于5’ x 8’，则对我们的垃圾回收点而言过大，应送至Dane郡垃
圾填埋场或其他恰当的处理地点。

垃圾回收点工作时间

垃圾回收点工作时间每季节发生变化，因此，请确保服务点开门后再往车上装垃圾。»
同时，垃圾回收点的工作时间与街道部门办公室不同。

延长工作时间：4月至12月
 
»» 周一 - 上午8:30至下午4:30

»» 周二 - 上午8:30至晚上8:00

»» 周三 - 上午8:30至下午4:30

»» 周四 - 上午8:30至晚上8:00

»» 周五 - 上午8:30至下午4:30

»» 周六 - 上午8:30至下午4:30

»» 周日 - 上午8:30至下午4:30
 
冬季工作时间受限：12月至3月
 
»» 周一 - 上午7:30至下午3:00

»» 周二 - 上午7:30至下午3:00

»» 周三 - 上午7:30至下午3:00

»» 周四 - 上午7:30至下午3:00

»» 周五 - 上午7:30至下午3:00

»» 星期 - 休息

»» 星期 - 休息

机油回收点

Madison的公众可使用三个废弃机油
回收点。以下列出的回收点还有滤油
器容器。居民还可以在这些地点处理
传动液、制动液和动力转向液。 

切勿在这些回收点倾倒其他化学品，
造成污染。因为污染问题之前的一处
垃圾回收点目前永久性关闭。而这些
回收点仅为随机抽查而定期关闭，通
常会在24小时内再次开放。

废弃油地点

• 212 N. First St.»
City Fleet Service Garage 

• 111 E. Dean Ave.»
Monona高尔夫球场 

•  东北废弃油地点位于Wheeler 
Rd.和School Rd.

• 7102 US Highway 12（位于Dane
郡垃圾填埋场的Dane郡Clean 
Sweep项目）

私营企业

多家极速润滑油或其他机动车服务
提供者可以处理废弃机油。如欲获取
Dane郡可使用地点清单信息，请访问
此网站：www.countyofdane.com/
pwht/recycle/public_locations.
aspx?type=4.

持续了解

回收规则和垃圾回收点工作时间可
能变化，最好持续了解信息。请访问
www.cityofmadison.com订阅所
有城市新闻电子邮件警报服务。您也
可以在Twitter或Facebook上关注
Madison市，持续了解所有最新城市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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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ISON物品交换

Madison物品交换（Madison Stuff Exchange），www.madisonstuffexchange.com，
一家旨在联络公众交换可使用，但不需要的东西，否则这些东西可能就会用于垃圾填埋。
这个网站就好比持续性的社区公民间的旧货出售。

如果您的物品可以继续使用，不妨考虑将它们公布在
www.madisonstuffexchange.com。

哪些人可以使用这个网站？

任何在Dane郡内居住或工作的人都可以在网站上发帖。任何人均可回复，不论居住地»
为何。

网站是如何运作的？

物品交换与其他面对面交换或报纸分板块相似。在»www.madisonstuffexchange.com
注册后即可在家发布您不想要或不需要的东西或搜索您想要或需要的东西。您也可以订
阅收取邮件，提示您在寻找的物品出现新的发帖。

哪些规则适用？

任何发布如果违反下列规则将会从网站中移除。用户如果反复违规或网站管理员认为用
户违规，也可能禁止该用户访问网站。

»» 您必须在Madison或Dane郡内居住或工作，才有资格在网站上发布。

»» 您不得发布任何价格高于$99的物品。

»» 公司、旧货出售、教堂出售或商业企业不得使用网站推广或宣传其活动。这是公众交
换的平台，旨在防止可使用的商品遭到垃圾填埋。

»» 您无法发布活体动物或宠物的帖子。

»» 您无法发布非法或有害物质的帖子。

»» 您不得发布食物。

»» 发帖有效期为三个月。

关心固体废弃物或其他环境或社区问题？

Madison市设有多个市民委员会，诚挚欢迎您的关心、意见和专业指导。考虑申请加入任何
一个委员会，共同打造您的城市。 

委员会空缺与申请情况参见：
www.cityofmadison.com/CityHall/legislativeInformation/apply.cfm.

免责声明

• Madison物品交换不负责判断是否
构成危险物质或产生危险情况。

• Madison物品交换及其主办方不对
任何交易或所获得的产品质量承担
责任。

•  用户请自行了解任何可能与发布物
质相关的法律限制。

• Madison物品交换保留不公布发
帖、删除发帖或编辑发帖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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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搬迁日

每年八月的学生搬迁日，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学生搬出家里。每年这种大范围搬迁会产生
近100万磅额外的垃圾填埋材料。 

请务必遵守下列步骤要求，保证安全、成功的搬迁。如欲了解更多有关八月搬迁日的信
息，请访问www.cityofmadison.com/movingdays。

第1步：提前计划

不少市中心房屋租赁都会在每年的8月14或15日结束。在租赁结束前的这段过渡期，请
务必妥善规划组织个人物品。列出清单明确需要搬迁的物品，需要捐赠的物品，可以通过
Madison物品交换或其他面对面交换出售的物品，随后通过本指南了解如何处理剩下的
物品。

第2步：捐赠可以捐赠的物品

所有街道部门在学生搬迁时收集的家具和其他大件物品都会运往垃圾填埋点——也就
意味着所有可使用物品的浪费。Madison目前有十几个不同的组织可以接受物品捐赠，»
多数都提供上门取件服务，所以捐赠相当简单便捷。

请访问www.cityofmadison.com/movingdays获取这些组织的联络信息，了解他们
接受哪些捐赠。

第3步：使用手推车

至8月15日前的准备时期内，街道部门在搬迁区域提供额外的垃圾和回收手推车收集»
服务。 

正确使用手推车可以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更快、更安全的收集。具体额外收集开始日期可
以访问搬迁日网站。 

了解收集规则

运用本指南及背面材料参考，务必遵守下列规则。如果您仍有任何问题，请联系街道部
门获取指导。关于地峡公寓，请致电608-246-4532。关于Camp Randall附近的公寓，
请致电608-266-4681。

不是学生，但仍在搬家？

学生迁出是特殊情况，近20000人同
时迁出。如果您不是今年迁出学生的
一份子，但也在收拾行囊准备搬往新
的地点，街道部门也可以提供帮助。 

您可以参见本指南第第 9 页页了
解家具和大件物品收件信息。您也可
以参见第第 2 页页.了解如果手推
车装不下垃圾或回收物品应该怎么做
的相关指导您也可以致电为您家服
务的办公室，回答任何您可能存在的
问题。

您也可以把握在搬迁日网站上所列的
捐赠机会，或使用Madison物品交换
来出售可使用，但不想要的物品。学生
可不是唯一一群会将可使用物品用作
垃圾填埋的团体，所以也请保证自己
尽力完成自己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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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道路停车规则

从11月15日至3月15日，Madison市执
行替代道路停车限制规则。限制规则
从上午1点至7点适用。限制规则适用
于大雪警报区域外的每条城市街道及
每天夜晚。 

大雪警报区域内的仅在宣布大学警报
期间必须遵守替代的道路停车规则。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包括大雪»
警报区域地图，请访问»
www.cityofmadison.com/winter？。

规则

•  在双号日期中，如果您在街道上停
车，请确保您的车辆在上午1点至7
点期间停在街道双数侧。

•  在单号日期中，如果您在街道上停
车，请确保您的车辆在上午1点至7
点期间停在街道单数侧。

常规冬季信息

街道部门在城市公路上进行铲雪除冰的操作。我们也会在相关地点存放免费沙土，供应
整桶沙土。我们会在街道、公交车站和某些城市人行道上进行除雪——甚至我们可能会
做得更多。虽然可能冬季服务会有不少，但也请您了解一下有关街道部门在Madison市
如何应对雨雪天气的一般信息。

除雪最新进展、免费沙土、信息警报等等！

如果您希望了解市政工作人员为应对暴风雪采取了哪些措施及可能对您的通勤生活的»
影响，请在Madison市冬季网站上订阅除雪最新进展。在此网站上，您也可以了解免费»
沙土堆的地点信息，订阅接收大雪紧急警报信息及所有其他有用的冬季信息。网站»
www.cityofmadison.com/winter。

大雪警报

大雪警报的宣布意味着整座城市都需要铲雪，都需要遵守替代的道路停车规则。遵守替
代的道路停车规则会让除雪服务更快、更加安全。参见侧边栏了解更多有关道路两侧停
车规则的信息。

大雪应急基本知识

虽然每次暴风雪都有所不同，而应急预案也会随着条件变化而改变，但有两点基本的抗
击暴雪响应措施必须了解。

»» 活跃降雪与道路积雪不超过3英寸

»– 街道部门安排工作人员在公路开始积雪时除雪与撒盐处理。工作人员在暴风雪
持续期间会维持道路状况。

»– 撒盐除雪路线均是Madison主要干道，包括城市公交路线、学校与医院附近的
公路。Madison仅会撒盐处理这类公路。

»– 在活跃降雪或积雪不超过3英寸的情况下不会进行居民区街道除雪。»
» 向街道办公室报告居民区街道易滑到地点，以为您家送去免费沙土。

»» 道路积雪达到或超过三英寸

»– 如果道路积雪达到或超过三英寸且暴风雪已经或即将结束，Madison所有街道
都会进行除雪。 

»– 从除雪开始至每条街道均进行初次除雪，预计整个城市除雪耗时为12至14个小
时。暴风雪越大，除雪速度越慢。

»– 在宣布开始全市范围除雪时，不会指定第一个或最后一个除雪的地点。»
» 全市为除雪会划分为60多个小区域。每个小区域都会分配到市政车队或重
型设备承包商的除雪设备。所有小区域除雪计划同步开始。

合理撒盐除雪

在公路、人行道、小路和停车场上撒盐
除雪最终也会融化进入我们的饮用水
中。街道部门致力于减少盐的使用，寻
找更好的方法在保证道路安全的同时
使用更少的盐。关于您如何减少在家
和公司用盐除雪的建议，包括您可以
聘请的经认证私营撒盐服务提供者名
单，请访问www.wisaltwi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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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回收指南
项目 说明

3D打印机 无回收缴费贴纸。禁止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DVD 捐赠给当地二手商店或再出售。可放在电子产品箱在垃圾回收点回收或放在褐色垃圾手推车进行填埋。无须从盒子中拿出唱片。

DVD播放器 无回收缴费贴纸。禁止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DVD盒 褐色废弃物手推车。

DVR 无回收缴费贴纸。禁止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LED灯泡 或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MP3播放器 无回收缴费贴纸。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PE泡沫（电子产品包装软质泡
沫——非塑料泡沫）

有关回收，请联系Reynolds Polyurethane Recycling ：(608) 906-4244，或在线访问www.reynoldsurethanerecycling.com。如果无法回 
收，请放入褐色垃圾手推车中。

VCR 无回收缴费贴纸。禁止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VHS胶带 送至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在垃圾回收点的电子产品箱中回收。

板材，木头 不接受承包商工作材料。螺钉/螺丝必须移除或压平至板材中。少量可使用棕色废弃物手推车。大量物件可以作为大件回收。
板墙 屋主可以放进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在垃圾回收点的木箱里。不接受承包商任何材料。

包装箔纸 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包装花生（塑料泡沫） 或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不与塑料泡沫一起回收。

包装纸，没有箔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包装纸——带箔纸 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包装纸——无箔纸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爆炸物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拨打608-255-2345联系Dane郡非紧急号码了解如何处理。

杯子，塑料 #1、#2、#5放入绿色回收物手推车中。所有其他编号的褐色废弃物手推车。选择可重复使用的。

笔记本电脑 $10回收缴费贴纸。禁止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表层土 禁止街道收集。在垃圾回收点回收，最多一个5加仑桶。更大体积的必须运至Dane郡垃圾填埋处或其他接受填埋材料的私营实体处。
冰淇淋盒（纸质，比如传统半
加仑或品脱冰淇淋容器）

褐色废弃物手推车。

冰箱 $3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拆除门——州内法律。

冰箱——重量少于50磅 $1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玻璃、镜子、餐盘、水杯等 褐色废弃物手推车，大型物件街道回收（如果尺寸不合适）或在垃圾回收点回收。

玻璃窗 不接受承包商工作材料。最多回收10面。大型物件街道回收（胶带粘好）或垃圾回收点（优先）。
玻璃罐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必须清洗干净。

玻璃罐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必须清洗干净。

玻璃瓶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必须清洗干净。

餐具（叉子、汤匙等）
如果可以使用，捐赠给二手商店。送至街边的褐色垃圾手推车。如果多数都是金属的，在垃圾回收点金属箱回收。不要放入绿色回收物手推
车中。

草皮 禁止街道收集。在垃圾回收点回收，最多五个5加仑桶。必须尽可能地清除灰尘，才能接收。更大体积的必须运至Dane郡垃圾填埋处或知名堆
肥商 处进行堆肥。

草坪修剪机 无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必须清除所有气体和油脂或送至垃圾回收点金属箱子回收。

草屑 请送至庭院废弃物垃圾回收点。仅在春季和秋季落叶/庭院废弃物回收期间进行街边回收。在回收季前不要在阳台上堆积任何材料。
柴火 少量可以在树段回收期间回收（四月至九月）；如果腐坏也可送至垃圾回收点。

铲雪机 $1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清除所有气体和油脂。
常绿绳索 或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唱片 捐赠给当地二手商店或再出售。可放在电子产品箱在垃圾回收点回收或放在褐色垃圾手推车进行填埋。无须从盒子中拿出唱片。

唱片盒 褐色废弃物手推车。

车道封口机——干固体 或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车道封口机——液体/溶剂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至Dane县Clean Sweep项目指定回收点。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608-838-3212或致电  
www.danecountycleansweep.com。

车座 如欲回收，请等候车座回收活动。否则，请送至褐色手推车、垃圾回收点或如果无法放进手推车，作为大件回收。

宠物排泄物 或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必须装入袋内。不要放入垃圾手推车或其他居民的手推车里。

除草机 无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清除所有气体和油脂。

除湿机 $3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除雪机 $1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清除所有气体和油脂。
传动液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请送至机油垃圾回收点。

传真机 无回收缴费贴纸。禁止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船 $35回收缴费贴纸。不大于 8’X 8’。大型物件街道回收、垃圾回收点或者如果更大，实行Dane郡垃圾填埋。（如果可再次使用，请捐赠或出售 
www.madisonstuffexchange.com.）

窗户 不接受承包商工作材料。最多回收10面。大型物件街道回收（胶带粘好）或垃圾回收点（优先）。
床垫 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吹风机（手持） 在垃圾回收点回收或使用路边褐色废弃物手推车送至垃圾填埋。

打印机硒鼓 无回收缴费贴纸。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不少墨盒品牌和电子产品商店（比如Best BuyStaples等）都提供回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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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子、报纸 选项1：与其他塑料袋和薄膜放在一起打包，然后携带至任何有塑料袋回收点的商店。  
选项2：打包放入另一个塑料袋。打包后的尺寸不可大于篮球。打包后放入废弃物手推车中。

袋子、面包 选项1：与其他塑料袋和薄膜放在一起打包，然后携带至任何有塑料袋回收点的商店。  
选项2：打包放入另一个塑料袋。打包后的尺寸不可大于篮球。打包后放入废弃物手推车中。

袋子、塑料 选项1：与其他塑料袋和薄膜放在一起打包，然后携带至任何有塑料袋回收点的商店。  
选项2：打包放入另一个塑料袋。打包后的尺寸不可大于篮球。打包后放入废弃物手推车中。

袋子、纸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弹药 拨打608-255-2345联系执法机构了解如何处理。
蛋品包装盒，泡沫聚苯乙烯 垃圾回收点（优先）或褐色垃圾手推车进行泡沫聚苯乙烯回收。

蛋品包装盒，塑料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蛋品包装盒，纸盒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刀具（牛排、厨房刀具等）
如果可以使用，捐赠给二手商店。送至街边的褐色垃圾手推车。如果多数都是金属的，在垃圾回收点金属箱回收。不要放入绿色回收物手推
车中。

灯泡，白炽灯 或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灯泡，卤素灯 或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灯泡，荧光灯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还至任何出售荧光灯泡的零售商处。

地毯 不接受承包商工作材料。小件可使用棕色废弃物手推车。大件（最大不超过8’x8’，卷起来然后系紧/贴上胶带），作为大型物件回收或送至垃
圾回收 点。在平台上不得存放任何东西。

地毯背衬 不接受承包商工作材料。小件可使用棕色废弃物手推车。大件（最大不超过8’x8’，卷起来然后系紧/贴上胶带），作为大型物件回收或送至垃
圾回收 点。在平台上不得存放任何东西。

电冰箱 $3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必须拆除门——州内法律规定。

电池、充电电池 垃圾回收点或知名私营销售商（Batteries Plus、硬件商店等）。

电池、碱性 电池回收的垃圾回收点（优先）或褐色垃圾手推车街道回收。也有私营公司（Batteries Plus等）。

电池、锂电池/纽扣电池 电池回收的垃圾回收点（优先）或褐色垃圾手推车回收。必须在回收前在锂电池两端贴上胶带。

电池、铅酸 仅在垃圾回收点进行电池回收。在垃圾回收点放车辆电池。

电动滑行车 请拨打608-243-1785联系Mobility Store了解捐赠情况。否则，作为大型物件回收。
电话（各种） 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电话薄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电话簿 放入绿色回收物手推车中。

电加热器 无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在垃圾回收点作为电子产品回收。

电锯 无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清除所有气体和油脂。

电视机 $15回收缴费贴纸。仅限回收点服务。请勿放在街边。
电源 在垃圾回收点回收或使用路边褐色废弃物手推车作为大型物件送至垃圾填埋。

电子阅读器（Kindles等） 无回收缴费贴纸。禁止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动力清洗机 作为大型物件回收或在垃圾回收点回收。无费用。

动力转向液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请送至机油垃圾回收点。

防冻剂 在多数即时机油更换地点或Dane郡Clean Sweep项目处均可回收。
肥料（无杀虫剂或除草剂） 或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肥料（有杀虫剂或除草剂）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至Dane县Clean Sweep项目指定回收点。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608-838-3212或致电  
www.danecountycleansweep.com。

废弃食物 褐色废弃物手推车。（餐厨垃圾回收将是Madison回收工作的下一个重点。）

复印机——商用尺寸 $3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复印用纸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覆盆子藤 请送至庭院废弃物垃圾回收点。仅在春季和秋季落叶/庭院废弃物回收期间进行街边回收。在回收季前不要在阳台上堆积任何材料。

改建材料 不接受承包商工作材料。每次回收最大回收量大概为240磅（或体积等于两车95加仑）。
钢琴 无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先试着重复使用或转售。

割草机 $1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清除所有气体和油脂。

根块
不接受承包商工作材料。要清理掉所有泥土。只有在树段回收时期才可以街边回收。也可以选择垃圾回收点（每天一次装载）。请勿存放在平
台上。 参见"树段回收" 位于第 13 页。

汞——任何物品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至Dane县Clean Sweep项目指定回收点。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608-838-3212或致电  
www.danecountycleansweep.com。

狗排泄物
打包放入家中的褐色垃圾手推车中。其他方法：指定狗园的排泄物站点。不要将其放入公共垃圾箱。请不要在散步路过的时候随手放进邻居的
垃圾 手推车里——这种行为太不礼貌。

罐盖（金属）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从罐子上拆下）。必须清洗干净。

罐盖（塑料） 绿色回收手推车（如果盖在塑料罐上）。如果从塑料罐上拆下，请送至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轨枕 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一次不超过8-10根。
氦气瓶 仅限回收点服务。必须空瓶，保持阀门打开。

行李 如果可以使用，捐赠给二手商店。褐色废弃物手推车，大型物件街道回收（如果尺寸与手推车不合适）或在垃圾回收点回收。

盒式磁带，音乐 请送至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如果可再次使用，请捐赠给当地二手商店。

盒式磁带盒 或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盒子，比萨盒 食物/油脂弄脏的部分送至褐色垃圾回收手推车；干净的部分（比如盖子）送至绿色回收手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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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子，瓦楞纸板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如果量大——将纸盒送至垃圾回收点或压平，裁至3’x3’大小，捆在一起，高度为6”，将一捆纸盒放在盖子和手
推 车之间，或堆放在回收手推车旁边。

盒子、燕麦、冷冻食物、织
物等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恒温计——水银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至Dane县Clean Sweep项目指定回收点。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608-838-3212或致电  
www.danecountycleansweep.com。

烘干机 $3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花环 或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花环 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花盆（陶土与硬塑料） 褐色废弃物手推车。

花生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通过装运公司，尝试重复使用（UPSFedEx等）。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在垃圾回收点废弃。不要放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回收点。

化学物品——家用与有害 禁止所有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至Dane县Clean Sweep项目指定回收点。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608-838-3212或致电  
www.danecountycleansweep.com

灰尘 禁止街道收集。必须装送至Dane郡垃圾填埋处。
灰烬（仅限冷灰） 双层袋子包装密封，送至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混凝土水槽 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火炉 $3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火炉 $3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机油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请送至机油垃圾回收点。

机油过滤器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请送至机油垃圾回收点。

机油瓶 褐色废弃物手推车。

计算机打印机 无回收缴费贴纸。禁止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计算机打印机墨盒 无回收缴费贴纸。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不少墨盒品牌和电子产品商店（比如Best BuyStaples等）都提供回收服务。

计算机监视器 $10回收缴费贴纸。禁止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计算机键盘。 无回收贴纸费用。禁止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计算机鼠标 无回收缴费贴纸。禁止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计算机用纸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加热器，燃料/汽油动力 无回收缴费贴纸。清空燃料。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在垃圾回收点作为金属物品回收。

加湿器 选择垃圾回收点（优先）或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大型物件街边回收的方式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家具 如果物件大小合适，使用褐色废弃物手推车，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家用电器——大型 参见"大型物件回收指导方针" 位于第 9 页。

家用电器——小金属（烤箱、
煲 锅等） 如果金属含量达到50%送至绿色回收手推车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家用化学物质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至Dane县Clean Sweep项目指定回收点。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608-838-3212或致电  
www.danecountycleansweep.com。

建筑原料 不接受承包商工作材料。每次回收最大回收量大概为240磅（或体积等于两车95加仑）。不要螺钉。
金属 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金属/木杆 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长度不得超过8英尺。无水泥/混凝土。水泥/混凝土请送至Dane郡垃圾填埋处。
锯屑 不接受承包商工作残留锯屑。用两层包装袋包裹后放入褐色废弃物手推车。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模塑 禁止街道收集。在垃圾回收点作为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回收。

卷发棒 在垃圾回收点回收或使用褐色废弃物手推车送至垃圾填埋。

咖啡饼（一次性咖啡饼，比如
K 杯等） 或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烤箱 $3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可燃液体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至Dane县Clean Sweep项目指定回收点。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608-838-3212或致电  
www.danecountycleansweep.com。

空气净化器 无回收缴费贴纸。垃圾回收点（优先）或褐色垃圾手推车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空调 $3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垃圾桶 $3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垃圾邮件，包括信封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蓝光播放器 无回收缴费贴纸。禁止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浪涌保护器 无回收缴费贴纸。在垃圾回收点作为电子产品回收或作为废弃物填埋。

冷冻食品包装纸箱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冷却剂 在多数即时机油更换地点或Dane郡Clean Sweep项目处均可回收。
利乐包 放入绿色回收物手推车中。应该清洗干净。

鹿的尸体 褐色废弃物手推车。双层袋子装送。

路由器（无线网） 无回收贴纸费用。禁止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露营瓦斯炉或异丁烯罐 送至Dane县Clean Sweep项目指定回收点。如欲更多信息，请访问www.danecountycleansweep.com了解更多信息。

轮船发动机 $1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清除所有气体和油脂或金属箱子，送至垃圾回收点。

轮胎 每个轮胎（从轮辋上拆下）$5回收缴费贴纸，每个轮胎（在轮辋上或如果是大型卡车轮胎）$10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轮椅 请拨打608-243-1785联系Mobility Store了解捐赠情况。否则，作为大型物件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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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钉/螺丝
在垃圾回收点的金属箱回收或放进锡罐里，压紧瓶罐上部，保证不会掉出，将压扁的锡罐放进回收手推车里。不要将锡罐松散的放进回收手
推车里。

螺丝/螺钉
在垃圾回收点的金属箱回收或放进锡罐里，压紧瓶罐上部，保证不会掉出，将压扁的锡罐放进回收手推车里。不要将锡罐松散的放进回收手
推车里。

铝制箔锅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彻底清洗。

铝制锡箔 倒空食物，卷成排球或垒球大小。放入绿色回收物手推车中。

铝制易拉罐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彻底清洗。

马桶 无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漫画书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首先向任何二手商店或小型免费图书馆（优先）捐赠可使用的图书。

猫砂 或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必须双层袋子密封包装。

玫瑰丛藤 请送至庭院废弃物垃圾回收点。仅在春季和秋季落叶/庭院废弃物回收期间进行街边回收。在回收季前不要在阳台上堆积任何材料。

灭火剂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联系Jefferson Fire Safety(608-836-0068)或Cintas Fire Protection (608-241-1993)或Madison Recharging 
Service (608-249-3360)。

木料 不接受承包商工作材料。少量，加上手推车总重100磅，高度不超过手推车顶部18’’放在褐色废弃物手推车中。更大件/量的木料应该作为大型
物件 回收在街边回收——拆除钉子或压平。

木炭——燃烧后（仅限冷却
的木炭）

双层袋子包装密封，送至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居民：请送至庭院废弃物垃圾回收点。仅在春季和秋季落叶/庭院废弃物回收期间进
行街边回收。在回收季前不要在阳台上堆积任何材料。承包商： 使用树段处理中心。

目录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奶制品罐盖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必须清洗干净。

南瓜灯 请送至庭院废弃物垃圾回收点。仅在春季和秋季落叶/庭院废弃物回收期间进行街边回收。在回收季前不要在阳台上堆积任何材料。
黏土花盆（无水泥） 或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农药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至Dane县Clean Sweep项目指定回收点。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608-838-3212或致电  
www.danecountycleansweep.com

泡沫包装纸（传统） 褐色废弃物手推车。请不要放塑料薄膜。

平板电脑 无回收缴费贴纸。禁止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瓶盖（金属） 放进锡罐里，压紧瓶罐上部，保证瓶盖不会掉出，将压扁的锡罐放进回收手推车里。不要将锡罐松散的放进回收手推车里。

瓶罐，钢罐或锡罐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必须清洗干净。

瓶罐，铝制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必须清洗干净。

瓶罐，气溶胶——空瓶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瓶罐，气溶胶——满瓶或部
分 满瓶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至Dane县Clean Sweep项目指定回收点。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608-838-3212或致电»
 www.danecountycleansweep.com。

瓶子、塑料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必须清洗干净。保持瓶盖盖好。不接受机油瓶。

汽油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至Dane县Clean Sweep项目指定回收点。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608-838-3212或致电  
www.danecountycleansweep.com。

汽油罐 必须完全排空沥干。作为大型物件在街边回收。如果是金属，可放在垃圾回收点的金属箱回收或作为大型物件在路边回收。

秋千架 拆解，保证长、宽或高不超过8’。无水泥/混凝土。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燃气烤架 $1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燃气烧烤炉 $1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热水器 $3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热水浴缸 $35回收缴费贴纸。不大于 8’X 8’。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软垫信封 或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软木塞（酒瓶木塞等） 垃圾手推车或与当地酒水商店核实，了解他们是否有软木塞回收服务。同样可以查看“Cork Club”和“ReCORK”，了解更多回收选择。

软水器 $3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沙发 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沙发与沙发床 无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闪存盘，拇指驱动器等 无回收缴费贴纸。禁止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圣诞节彩灯 无回收缴费贴纸。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圣诞树（人工） 送至褐色垃圾手推车或作为大型物件。如果从金属件上卸下任何塑料物品，金属可以在垃圾回收点的金属箱里回收。

圣诞树（真树） 在树段、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月份回收。要清理掉所有装饰和架子。

石块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通过 www.madisonstuffexchange.com、个人社交网络寻找重复使用方法，或送至Dane郡垃圾填埋处或有名的
石 块回收商处。

石棉 请拨打608-838-3212联系Dane郡Clean Sweep项目了解如何处理。
食用油 食用油在垃圾回收点回收。

手机 无回收缴费贴纸。禁止任何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熟食容器罐盖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必须清洗干净。

树段 参见"树段回收" 位于第 13 页。

树叶 请送至庭院废弃物垃圾回收点。仅在春季和秋季落叶/庭院废弃物回收期间进行街边回收。在回收季前不要在阳台上堆积任何材料。
水槽 无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水泥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请送至Dane郡垃圾填埋处。
塑料，硬质 送至褐色垃圾手推车或作为大型物件回收。包括塑料垃圾桶、洗衣篮、储藏桶、玩具、塑料水桶、户外家具、花盆、牛奶箱等。

塑料包装，塑料薄膜 选项1：与其他塑料袋和薄膜放在一起打包，然后携带至任何有塑料袋回收点的商店。»
选项2：打包放入另一个塑料袋。打包后的尺寸不可大于篮球。 打包后放入废弃物手推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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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袋 选项1：与其他塑料袋和薄膜放在一起打包，然后携带至任何有塑料袋回收点的商店。»
选项2：打包放入另一个塑料袋。打包后的尺寸不可大于篮球。 打包后放入废弃物手推车中。

塑料罐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必须清洗干净。

塑料壳/塑料安全包装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不少物品，比如电子产品都采用这种难以打开的密封塑料包装。

塑料瓶和水瓶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请冲洗干净。

碎玻璃 褐色废弃物手推车。不需要放进袋子或盒子里。

碎纸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放进干净的塑料袋里，尺寸不大于篮球。

碎纸机 垃圾回收点（优先）或绿色回收手推车（激动）或褐色垃圾手推车（如果塑料的，则是篮子）。

塔式计算机/中央处理器 $10回收贴纸费用。禁止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踏板 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踏板尺寸不能大于4’x4’。每次仅限5块踏板。
炭火烤架 无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藤蔓（葡萄藤、常春藤等） 请送至庭院废弃物垃圾回收点。仅在春季和秋季落叶/庭院废弃物回收期间进行街边回收。在回收季前不要在阳台上堆积任何材料。
调试解调器 无回收缴费贴纸。禁止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庭院废弃物 请送至庭院废弃物垃圾回收点。仅在春季和秋季落叶/庭院废弃物回收期间进行街边回收。在回收季前不要在阳台上堆积任何材料。

通渠用品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至Dane县Clean Sweep项目指定回收点，电话608-838-3212，网站www.danecountycleansweep.com.
图片 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图书——硬封皮和软封皮 向二手图书店捐赠、出售给二手图书销售者或放在小型免费图书馆。如欲回收图书，请送至Madison回收中心（废弃物管理部运营），地址
2200 Fish Hatchery Rd.，电话608-251-2115。或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在垃圾回收点废弃。

涂料、油剂或溶剂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至Dane县Clean Sweep项目指定回收点。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608-838-3212或致电  
www.danecountycleansweep.com。

脱漆剂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至Dane县Clean Sweep项目指定回收点。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608-838-3212或致电  
www.danecountycleansweep.com。

瓦片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至Dane县垃圾填埋场回收或其他知名瓦片回收机构。参见https://pwht.countyofdane.com/recycle/
categories.aspx.

外卖容器（聚苯乙烯泡沫塑
料）

禁止街道收集。在垃圾回收点作为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回收。必须清洗干净。

外卖容器（塑料）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必须清洗干净。

外卖容器（纸质，蜡膜，比如
中 国外卖盒） 褐色废弃物手推车。

外卖容器（纸质，无蜡） 食物/油脂弄脏的部分送至褐色垃圾回收手推车；干净的部分送至绿色回收手推车。
外置硬盘 无回收缴费贴纸。禁止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网络摄像机 无回收缴费贴纸。禁止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微波炉 $1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围栏（金属、细铁丝网等） 大型物件回收或在垃圾回收点的金属箱里回收。从围栏桩上清除水泥。

围栏（木头） 褐色垃圾手推车或作为大型物件回收。从围栏桩上清除水泥。

温度计——水银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至Dane县Clean Sweep项目指定回收点。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608-838-3212或致电  
www.danecountycleansweep.com。

文具纸和信封纸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吸尘器灰 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双层袋子包装。

吸入剂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至任何药品丢弃点。关于药品丢弃点，请访问https://safercommunity.net/meddrop。

洗碗机 $3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洗衣机 $3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相机（非网络摄像机） 电子产品回收的垃圾回收点或知名私营电子产品回收商。

小说，纸质封面 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捐赠给二手商店或小型免费图书馆。如欲回收硬皮图书，请送至Madison回收中心（废弃物管理部运营），»
地址2200 Fish Hatchery Rd.，电话608-251-2115。

鞋子 在垃圾回收点的衣物箱里回收。请将两只鞋系在一起。

新闻印刷用纸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信封，窗口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信封，无窗口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压力箱——非空箱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至Dane县Clean Sweep项目指定回收点。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608-838-3212或致电  
www.danecountycleansweep.com。

烟火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拨打608-255-2345联系Dane郡非紧急号码了解如何处理。

烟雾警报器/探测器 褐色废弃物手推车。某些品牌可以邮寄给制造商回收。更多信息请与制造商核实。

延长线 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岩石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通过 www.madisonstuffexchange.com、个人社交网络寻找重复使用方法，或送至Dane郡垃圾填埋处或有名的
石 块回收商处。

扬声器——计算机 无回收缴费贴纸。禁止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扬声器——音响设备 无回收缴费贴纸。在垃圾回收点作为电子产品回收或作为废弃物填埋。

氧气瓶 仅限回收点服务。必须空瓶，保持阀门打开。

药品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至药品丢弃点。具体地点请访问：https://safercommunity.net/meddrop.

药用蒜芥 褐色垃圾手推车——袋装贴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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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化碳探测器 无回收缴费贴纸。垃圾回收点或褐色垃圾手推车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医用“尖锐物品”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至药房。在将任何针头或其他医用尖锐物品送至药房前请致电联系。

医用废弃物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请联系卫生部：608-266-4821。
医用针头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至药房。在将任何针头或其他医用尖锐物品送至药房前请致电联系。

饮水机 $3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荧光灯——CFL或紧凑荧光灯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还至任何出售荧光灯泡的零售商处。

荧光灯管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送还至任何出售荧光灯泡的零售商处。

荧光灯支架 $1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与垃圾回收点。
硬塑料 送至褐色垃圾手推车或作为大型物件回收。包括塑料垃圾桶、洗衣篮、储藏桶、玩具、塑料水桶、户外家具、花盆、牛奶箱等。

油漆，干固体 开盖，送至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油漆，液态乳胶 如果剩下的不足全满的1/2，添加猫砂和油漆固化剂，晾干，然后以“油漆，干固体”标注处理。如果剩下的超过全满的1/2 送至Dane郡Clean 
Sweep项目，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608-838-3212或访问www.danecountycleansweep.com。

游戏系统»
（XboxPlaystation等） 无回收缴费贴纸。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雨水槽 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长度不得超过8英尺。
园艺浇水软管 或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杂草 请送至庭院废弃物垃圾回收点。仅在春季和秋季落叶/庭院废弃物回收期间进行街边回收。在回收季前不要在阳台上堆积任何材料。
杂志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灶具 $35回收缴费贴纸。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

增压箱，1磅丙烷罐 送至Dane县Clean Sweep项目指定回收点。如欲更多信息，请访问www.danecountycleansweep.com了解更多信息。

增压箱，20磅丙烷罐 在垃圾回收点作为金属回收。必须空瓶，保持阀门打开。

增压箱，5磅及以上重量 在垃圾回收点作为金属回收。必须空瓶，保持阀门打开。

真空吸尘器 选择垃圾回收点（优先）或褐色垃圾手推车或大型物件街边回收的方式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镇流器 $15回收缴费贴纸。送至资源回收点。从支架灯或微波炉等物品上拆除的镇流器太小，不适于大型物件回收。不要将其放入回收或垃圾回收手
推车。

纸板——无脏污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

纸杯 已使用或脏杯子，放入褐色废弃物手推车。未使用或干净的杯子，放入绿色废弃物手推车。选择可重复使用的。

纸袋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尽可能多地重复使用，选择布袋替代。

纸盒，豆奶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必须清洗干净。

纸盒，罐装（比如肉汤或清
汤 纸盒）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必须清洗干净。

纸盒，果汁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必须清洗干净。

纸盒，牛奶 绿色回收手推车或垃圾回收点。必须清洗干净。

制动液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请送至机油垃圾回收点。

智能手机 无回收贴纸费用。禁止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不接受承包商工作材料。每次回收最大回收量大概为240磅»
（或体积等于两车95加仑）。

砖块 禁止街道和垃圾回收点回收。请送至Dane郡垃圾填埋处。

桌面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 无回收缴费贴纸。禁止街道收集。垃圾回收点进行电子产品回收。

自行车 大型物件街道收集或垃圾回收点。如果可再次使用，请捐赠。

自行车轮胎 垃圾回收点回收。替代方法：联系选择的自行车商店，了解是否有轮胎回收项目。

钻头 在垃圾回收点的金属箱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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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MADISON？

街道部门所提供的服务费用是涵盖在
您所缴纳的房产税里的，没有单独的
街道部门账单。

街道部门信息

联络信息

»» 东区办公室：608-246-4532

»» 西区办公室：608-266-4681

»» 垃圾回收协调员：608-267-2626

»» 树段处理中心：»608-266-4911

»» 灌木丛和庭院废弃物热线：608-267-2088

»» 冬季停车热线：608-261-9111

»» 报告问题：www.cityofmadison.com/reportaproblem

»» 电子邮件：streets@cityofmadison.com

对于街道部门不提供的服务存有疑问？

»» 城市公园垃圾、回收或丢失物品：»
请联系公园部门：608-266-4711。

»» 环形铁路及上/下匝道环形铁路及州级高速公路问题：»
请联系Dane郡高速公路部门：608-266-4261。

»» 即刻请求回收死动物：»
请联系工程服务部门：608-266-4430。

»» 违反条例，比如禁止铲除人行道、草坪维护不到位或回收手推车使用或存放不当：»
请联系建筑检查部门：608-266-4551。

»» 涂漆或其他有害化学物质处理：»
请联系Dane郡Clean Sweep项目：608-838-3212。

»» 停车监管：»
请联系停车执法部门：608-266-4624。

»» 人行道修理或更换：»
请联系工程服务部门：608-266-4430。

»» 州级街道垃圾、回收或丢失物品：»
请联系商场/广场部门：608-266-6031。

»» 雨水渠堵塞或修理井盖：»
请联系工程服务部门：608-266-4430。

»» 街道重建项目：»
请联系工程部门：608-266-4751。

»» 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街道或道路标志/涂漆或路灯：»
请联系交通工程部门：608-266-4761。

»» 市区树木，包括平台：»
请联系林业局：608-266-4816。

»» 总水管破裂：»
请联系水利局：608-266-4661。

希望在线报告问题，而非来电报告？

请访问www.cityofmadison.com/reportaproblem，在线分享个人问题、意见、»
关切或对城市工作人员的请求。

尝试使用“MYWASTE”应用程序

街道部门有一款免费手机应用。您可
以通过手机便捷获取个人回收日历、
接收更新及了解如何处理物品等所有
信息。如欲下载，请前往应用商店，
搜索“My Waste”或访问»
www.cityofmadison.com/stree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