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物和垃圾的分类方法・扔出方法

2015 年发行

◎请在收集日的早上 8 点 30 分之前扔至回收站。
◎未正确分类的垃圾，在指定日以外扔出的垃圾不予收集。
分类

收集日

白井市

可扔出的垃圾

・ 请取下瓶盖，用水清洗内部。
・ 金属制瓶盖请按“不可燃垃圾”扔出，塑料
制瓶盖按“塑料制容器包装类”扔出。
・ 碎裂的瓶、化妆品瓶、农药瓶、耐热玻璃请
按“不可燃垃圾”扔出。

●装有饮料或食品的瓶
果汁、啤酒、其他酒类、紫菜、调料、营养饮品、速食咖啡等

●装有饮料或食品的罐
罐类

钢罐

罐头、点心、紫菜、果汁等

以该标识为准。

・ 请取下标签和瓶盖，用水清洗内部。
・ 标签和瓶盖请按“塑料制容器包装类”扔出。
・ PET 瓶请尽量压扁。

●标有 PET 标识的瓶状物
饮料用、酒水用、酱油用

以该标识为准。

●标有塑料标识的容器和包装

塑料制
容器包装类

毎月
第 1、3 个星期

软管瓶类

蛋黄酱・番茄酱等容器

袋子・包装膜类

收银袋、托盒的包装膜、面包袋

瓶类

沙司、洗涤剂、洗发水等容器

盖类

PET 瓶盖等

捆包材料等

网格袋、捆包缓冲材料等

以该标识为准。

・ 纸盒请水洗后切开晾干。
・ 薄膜、透明胶请清除。
・ 小纸张请装入信封等。
注）雨天请在下一周收集日扔出。

报纸

报纸、传单广告

纸板箱

截面为波形的物品

纸盒

牛奶和各类饮料使用

杂志

书籍、周刊、单行本等

杂纸

点心盒、包装纸、信封、复印纸、碳纸、感热纸、纸垫、纸杯、金纸、银纸、
和纸、半纸等

布类

・衣服（大衣、夹克、毛衣等）
・毛巾
・床单

厨房垃圾

料理垃圾、剩饭、贝壳、鱼骨等

纸屑类

脏纸、粘贴式明信片、有异味的纸等无法成为资源的纸

草木类

杂草、庭院树枝、落叶、木块等

塑料类

磁带、录像带、CD、玩具、一次性打火机等

皮革・橡胶类

鞋子、皮包、书包、橡胶软管等

其他

玩偶、干燥剂、制冷剂、一次性暖手炉

陶磁器类

茶碗、盘子、盆栽钵等

玻璃类

玻璃板、玻璃杯、化妆品瓶、油瓶、电灯泡等

金属类

喷雾罐、小型煤气罐、油罐、锅、水壶、平底锅、盖子、刀具等

小型电化产品

电饭煲、电话机等不能使用小型家电回收箱的物品。

其他

雨伞、钢丝、钢丝衣架、电线等

大件垃圾受理中心
请致电 491-4753

使用完的
小型家电

・ 菜刀、剃刀、碎玻璃等锋利的物品请用纸张
等包好，并标注“危险品”字样。
注）喷雾罐、小型煤气罐请务必使用干净，并
开孔。（存在爆炸或火灾的危险）
※ 喷雾罐、小型煤气罐等可压扁的物品请尽
量压扁后扔出。

・ 请勿与其他垃圾混合，可放入透明袋中。

・水银体温计
家具类

书桌、椅子、柜子、床架等

家庭用电化制品

照明器具、吸尘器、微波炉、光盘盒、风扇、音响、热风机等

建材类

围栏、拉门、纱窗等

卧具类

被子、地毯等

其他

自行车、滑雪板、煤油炉、瓦斯炉等

手机类

手机终端、PHS 终端

电脑类

个人电脑（含显示器）

照相机类

数码相机、摄像机、胶卷相机

视频设备

HDD 录音机、DVD・BD 录音机 / 播放器等

辅助记忆装置

硬盘、USB 存储器、内存卡等

游戏机

家用游戏机、掌上游戏机等

理容设备

电吹风、电卷棒、电动剃须刀等

音响设备

CD/MD 播放器、头戴式耳塞、耳机、助听器等

其他

收音机、手电筒、电子书籍终端、电子体温计、计算器、电子辞典、钟表、
汽车导航仪、线缆的附属品等

透明袋

大件垃圾

收费
电话申请制

・ 厨余垃圾请将水擦干。
・ 树枝切割至粗 3 ㎝、长 45 ㎝以内的大小，
打包后可直接扔出。
・ 竹签等锐利的物品请用纸张等包好。
・ 一次性打火机请务必使用干净。

・ 请勿与其他垃圾混合，可放入透明袋中或放
入更换购买时的灯管盒中。

・荧光灯

节假日也回收

・ 请在透明、半透明的袋上或市指定的垃圾袋
（塑料制容器包装类）上标注“布类”字样。
注）雨天请在下一周收集日扔出。

指定垃圾袋

不可燃垃圾

节假日也回收

碗面、果冻、布丁等容器

指定垃圾袋

・

杯、碗类

指定・
透明・
半透明袋

毎周星期

食品托盒、鸡蛋或草莓的盒子

用绳索捆绑

纸类

可燃垃圾

节假日也回收

托盒・包装盒类

・ 请用水清洗内部。
・ 污损严重的物品请按“可燃垃圾”扔出。
・ 捆包缓冲材料所用的泡沫聚苯乙烯等大件物
品，请分割至可装入市指定垃圾袋大小。
・ 非商品容器包装的塑料和薄膜请按“可燃垃
圾”扔出。

指定垃圾袋

资源物

毎周星期

果汁、啤酒等

回收站
网格袋

PET 瓶

铝罐

・ 请用水清洗内部。
・ 油、农药、杀虫剂、喷雾罐・油漆罐、生锈
的罐等请按“不可燃垃圾”扔出。

回收站的专用袋

瓶类

扔出方法

・ 大件垃圾的收集收费，通过电话申请。
・ 电话申请后，请将相应费用的处理券粘贴在大件垃圾上。
・ 请在收集日扔至指定场所。
（集体住宅时为指定的回
收站）
・ 通过车辆（不可用摩托车、自行车搬运）直接运送至印
西清洁中心时，需要在市政府办理手续。
※ 附册 《家庭大件垃圾的扔出方法》的宣传册上记载有
处理手续费一览。
※ 属于大件垃圾，不会从市指定的垃圾袋中漏出的物品，
可装入垃圾袋中以可燃垃圾或不可燃垃圾扔出。
・ 小于长 30cm× 宽 15cm 的物品
・ 含有个人信息的物品，请事先清除数据。
・ 电池、电灯泡等请取下后再扔出。
・ 不能放进回收箱投入口的物品则无法回收，请事先确认
大小。
・ 不能使用回收箱时，请按照通常的分类规则扔出。
・ 投入回收箱的物品不再返还，敬请注意。

以下设施中设置了回收箱。
市政府、保健福利中心、文化中心、白井站前中心、西白井复合中心、冨士中心、樱台中心、
白井交流中心、公民中心

干电池

以下设施中设置了回收箱。
市政府、保健福利中心、文化中心、白井站前中心、西白井复合中心、冨士中心、樱台中心、
白井交流中心、公民中心、福利中心

・ 限干电池可放入回收箱。
・ 充电式电池和钮扣电池请扔至电器店设置的回收箱内。

废食用油

以下设施中设置了回收容器。
白井站前中心、西白井复合中心、冨士中心、樱台中心、白井交流中心、公民中心、福利中心、
清水口保育园、南山保育园

・ 请放入回收容器内。
・ 油渣请勿放入。
・ 限植物油。

※ 背面刊登有各地区收集表及白井市不能收集的垃圾一览表。

◎关于临时产生的大量垃圾处理
因搬迁或大扫除临时产生大量垃圾时，请自行搬运至印西清洁中心或委托市内的废弃物处理企业（参照背面，收费）收集。
※ 搬运至印西清洁中心时，环境课将发放搬入许可证（限平日），请务必办理手续。（大件垃圾收费。）

垃圾回收站是所有人使用的场所，并委托使用回收站的所有人进行管理。
请避免违法丢弃垃圾，遵守垃圾扔出的规则，防止给周围的人造成困扰。
环境课

干净城市建设班

492-1111

〈本文用纸使用了再生纸〉

各地区收集表
收集日

分类

收集地区

毎周

资源物

毎周

可燃垃圾

星期一

富谷、南山、堀込、池上 1 丁目、笹塚

星期二

南园、栄、冨士自治会、冨士东自治会、冨士西自治会、木、折立、富塚、中、七次台、野口

星期三

神神回、工业园区自治会、名内、小名内、今井、河原子、平塚、十余一、清户、谷田、池上 2・3 丁目、樱台

星期四

上长殿、法目、富泽、复四町会、白井木户、白井木户自治会、清水口、大山口、榉木台

星期五

白井、下长殿、七次、千草自治会、中木户、大松自治会、西白井

星期一、四

神神回、白井、下长殿、七次、千草自治会、中木户、大松自治会、南园、荣、冨士自治会、冨士东自治会、冨士西自治会、木、
折立、富塚、中、工业园区自治会、名内、小名内、今井、河原子、平塚、十余一、清户、谷田、七次台、樱台、野口、西白井

星期二、五

上长殿、法目、富谷、富泽、复四町会、白井木户、白井木户自治会、清水口、大山口、榉木台、南山、堀込、池上、笹塚
清水口、大山口、榉木台

星期二

神神回、平塚、十余一、清户、谷田、樱台

1

星期三

白井、下长殿、上长殿、法目、富泽、复四町会、白井木户、白井木户自治会、七次、千草自治会、中木户、大松自治会、南园、
荣、冨士自治会、冨士东自治会、冨士西自治会、木、折立、富塚、中、七次台、野口、西白井

3

星期四

富谷、南山、堀込、池上、笹塚

星期五

工业园区自治会、名内、小名内、今井、河原子

毎月第
︑
次

不可燃垃圾

星期一

大件垃圾

收费
电话申请制

大件垃圾申请受理中心的专用电话号码 491-4753
受理时间 ：星期一～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及节假日除外） 上午 8 点 30 分～下午 5 点
※ 未申请的物品不予收集。

※ 不可燃垃圾的收集日“每月第 1、3 次”是指当月第 1 次、第 3 次的各个收集日期（并非各月的第 1 周、第 3 周）

白井市不予收集的垃圾
电脑
轮胎、蓄电池、灭火器、大型煤气罐、
家电回收再利用法的对象品种
（不能通过使用完的小型家电回收箱扔出的物品）
弹簧垫、混凝土预制板、砖瓦、土、摩
托车（含电动自行车）、汽车零部件、防 电视机、空调、冰箱・冰柜、洗衣机、衣物烘干机 ・请向各厂商的受理窗口咨询。
・自制电脑或已退市的厂商产品，请向电脑 3R 推进
火保险柜、医疗废弃物（注射器等）等

协会（03-5282-7685）或废弃物处理企业咨询。

※ 请向销售店或下述废弃物处理企业咨询。
（收费）

（收费。带有 PC 标识的免费）

※ 医疗废弃物请向印旛郡市药剂师会（043-4835810）或市内的保险药店咨询。

■市内废弃物处理企业

・（有限公司）大久保清扫 492-0120
・（有限公司）白井清扫 492-0768 ・（有限公司）白井环境服务 492-0769
・都市环境服务（股份制公司） 491-4751 ・山口清扫（有限公司） 491-1845 ・（股份制公司）丸幸（白井工厂） 492-4899

■ 家电回收再利用法对象品种
（购买更换时）
（非购买更换时）

请委托销售店回收。
请向购买的销售店或下述的废弃物处理企业咨询
・（有限公司）大久保清扫 492-0120
・（有限公司）白井清扫 492-0768
・（有限公司）白井环境服务 492-0769 ・山口清扫（有限公司） 491-1845
（回收再利用费用） 需要支付回收再利用费和收集搬运费。

家电的回收再利用由顾客自行在邮局汇入回收再利用费用，请就近送到指定的回收地点。
1．在邮局领取《家电回收再利用券 汇款表》。
2．在汇款表上填写必要事项，在邮局支付回收再利用费用（含消费税）。
3．邮局开具的《邮政汇款支付接受证明书》请按从上到下的顺序粘贴在第 4 页。
4．第 3 页《排放者复印件》事先剪下。
5．在需处理的家电主机指定位置上粘贴《家电回收再利用券》。
6．送至指定的回收地点。
※ 关于指定回收场所，请向市政府 环境课咨询。

■违反规定的垃圾不予收集

未分类的垃圾、日期不对的垃圾等将贴上红标签放于原处。请确认未收集的理由，正确分类后再扔出。

■白井市的呼吁

近年来，垃圾收集车因喷雾罐、小型煤气罐等原因发生了火灾事故。一步有误就可能酿成大事故。敬请再次确认“资源物和垃圾的分类方法、扔出方法”，
遵守正确的扔出规则。（喷雾罐、小型煤气罐请使用干净后开口，在不可燃垃圾的收集日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