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居民朋友们：

本信息页向您说明如何妥善低成本地
清除垃圾。首要的是应当尽最大可能
避免垃圾的产生。请您协助保护我们
的自然资源。您有问题吗？我们很乐
意为您提供答案。

信息和咨询

Amt für Stadtgrün und Abfallwirtschaft 
Abteilung Abfallwirtschaft/Stadtreinigung 
Sachgebiet  Abfallberatung/Öffentlichkeitsarbeit 
Grunaer Straße 2 (5. Etage, Zimmer W 511)

开放时间：
周一 + 周五 8 至 12 点
周二 + 周四 8 至 12 点, 13 至 17 点
垂询电话：(03 51) 4 88 96 33
电子邮箱：abfallberatung@dresden.de

通讯地址：
Landeshauptstadt Dresden
Amt für Stadtgrün und Abfallwirtschaft 
Abteilung Abfallwirtschaft/Stadtreinigung 
Postfach 12 00 20
01001 Dresden

网络

登录 www.dresden.de/abfall，随时获
取德累斯顿废物管理所有信息。

垃圾处理指导

您将在每年的12月份收到寄到您的信
箱的垃圾处理指导。其中，您可找到
针对垃圾收集的所有必要的信息。

垃圾清除方法

请您分类收集您的垃圾。您可采用以
下垃圾清除方法：

您的住房旁的垃圾箱放置处

在您的住房旁的垃圾箱内将会分类收
集残余垃圾、有机垃圾、轻型包装和
部分的废纸。

可回收物垃圾箱放置处

针对废旧玻璃、纸张、纸板和纸板箱
以及报纸和其他印刷品等垃圾的收
集，将在您的居住区内设立专用的放
置处（参见内页）。

城市回收中心

在回收中心，您可以交出以下垃圾：
大件垃圾、废塑料和有害物质、废旧
电器和电子设备。
另外，也可交到绿色垃圾和断木接收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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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访问加密的电子文档。
带有合格的电子签名的电子文档可以通过 
www.dresden.de/kontakt 网址下的表格提交。
本信息资料为州首府德累斯顿公共关系的一部分，
不能用于竞选宣传。但各党派可将此信息通知其成员。

www.dresden.de/abfall

生活垃圾处理

州首府德累斯顿
Amt für Stadtgrün und Abfallwirtschaft

移动收集站

一年中有两次机会收集居住区附近的
有害物质。有容器可以收集用坏的圣
诞树。

其他垃圾类型

大件垃圾/废旧木料

包括家具、家具配件、地毯、地板
膜、床垫、手提箱、羽绒被、百叶
窗、体育器材、自行车、大型玩具、
塑料盆。不包括旧汽车、汽车零件、
汽车配件、轮胎、建筑废料（如门、
窗、卫浴设施）。
每户每半年可免费向城市回收中心上
交最多四立方米的大件垃圾或书面预
约上门收取的收费服务。

有害物质

包括颜料、清漆、胶合剂和胶粘剂、
溶剂残留物、化学品、农药和杀虫
剂、未用完的喷雾罐、含油和含油脂
的垃圾、电池、废油和起动器蓄电
池。最多可上交25公斤有害物质到城
市回收中心。
请注意：将有害物质放置在原装容器
内，避免相互接触。

绿色垃圾和断木

回收中心以及城镇收费绿色垃圾接收
处会接收较大量的绿色垃圾。
请注意：只接收长达一米和最大直径
为20厘米的断木（树干、树枝）。

废旧电器/电子设备

所有城市回收中心免费接收这些设
备。至少一个边超过50厘米长的大型
家用电器（如冰箱）可在书面预约后
提供上门收取的收费服务。

社会家具服务中心

经协商，社会家具服务中心将免费上
门收取保存完好且功能正常的设备或
日用品，并交付给需要的人群。
另外一种可能：交换和赠送市场，可
在 www.dresden.abfallspiegel.de 网址
中找到。您可以在那里免费发布物品
送出和寻物启事。 

妥善收集和清除提示



什么东西属于哪个 ？

蓝桶塑料垃圾/
塑料袋
  塑料售货包装像杯子（如用
于酸奶、布丁、奶油、人造
黄油）、瓶子（如用于个人
护理产品、洗涤剂）、箔（
如用于香肠和肉产品包装、
袋子、提包）
  泡沫塑料（如用于肉、蔬
菜、水果的泡沫盘、小型电
气/电子设备包装）
  金属包装（如饮料和罐头
盒、铝箔/膜、螺帽、空喷雾
罐）
  复合材料销售包装（如用于
牛奶或果汁的饮料纸盒）
  真空包装（如用于咖啡）

建议：您可以从
当地各部门/城市管理处
生活垃圾处理公司
受市政委托的所有回收中心
领取黄颜色塑料袋，用于垃 
圾盛放

直接放置在住宅外 放置在住宅区内

由于空间限制，本细目并不完整。

剩余垃圾

塑料袋
 金属或塑料包装
 小动物用含矿物的干草（如
可生物降解，则也不属于此
类）
吸尘袋 
尿布
  

  废纸、纸板、玻璃瓶
  含有害物质的垃圾（颜料、
清漆、溶剂、油、化学品、
电池）
  旧电器和旧电子设备
  功能正常的二手商品
  大件废物、废旧木料、软木
塞、CD、DVD
  建筑废物
  家庭废物、大型金属零件
  节能灯
  日光灯管

  塑料/泡沫塑料或不是包装
的复合材料制成的日用品（
如桶、碗、玩具、护壁板/吊
顶、CD、DVD）
  报纸/杂志、纸板、纸、玻
璃、排空的喷雾瓶

  灰尘、吸尘袋
  剩肉、鱼、香肠、骨头
  小动物和狗的粪便
 笼子或猫厕所里的含矿物质
的干草
  白炽灯（请注意下文）
  灰烬（无余烬）、
烟蒂和烟灰
  玩具、钉、圣诞树装饰
  壁纸和地毯残余物
  旧拖布、海绵、刷子
  窗玻璃、镜子玻璃、陶器、
瓷器（包括碎片）
  卫生用品、棉絮、棉签
 尿布
  脏的家居用品
   破损的和磨损的衣物（如丝
袜、鞋）
  蜡和蜡烛残余物
  严重污染或未完全清空的包
装

有机垃圾

  水果和蔬菜剩余物
（也包括柑橘）
  过期或变质的食品（水果、
蔬菜、焙制食品、剩菜） 
  茶袋、咖啡过滤袋、咖啡渣 
  花束、盆栽植物（无盆）、
较少量的盆栽土壤
  家庭和小花园绿色垃圾（树
叶，断草、修剪的灌木和树
段、杂草）
  小动物用有机干草（干草、
稻草、木屑）
  其他堆肥合适的生活垃圾
（ 纸手帕、餐巾纸、厨房用
纸、非涂布包装纸）

 建议：吸水纸（如报纸） 吸附
水分和气味，降低冬季垃圾冻
结程度。

  壁纸剩余物
 纸巾
  厨房用纸巾
  复合材料制成的包装（如利
乐包装）

  报纸和杂志
（不成捆的）
  书籍（无皮革制封皮）
 本子
  信纸、信封
  目录册和商品广告册
  包装纸箱或纸板
  皱纸（干净的）
  纸包装
  包装纸

建议：较大块请平折并切碎。

纸板/皱纸

  包装纸箱
或纸板
  皱纸（干净的）
  纸包装
  包装纸

建议：较大块请平折并切碎。

 壁纸剩余物
 纸巾
 厨房用纸巾
 复合材料制成的包装（如利乐包装）

  水晶玻璃（如葡萄酒杯、香
水瓶）
  白炽灯和节能灯
  日光灯管
  平板玻璃（如镜子和窗户用
玻璃）
  耐火玻璃（如茶具、实验室
玻璃器皿）
 灯罩
 酒具
  玻璃制成的家居用品（如
杯、碗、壶）
  瓷器、陶器、石器
  塞子（金属或塑料）

  报纸和杂志
（不成捆的）
  书籍（无皮革制封皮）
 本子
  信纸、信封
  目录册和商品广告册

报纸/杂志 废玻璃

  玻璃制成的空的销售包装（
如用于葡萄酒、果汁、油、
醋和酱油的瓶子、果酱和罐
头杯）

建议：请按颜色分别（白、
棕、绿）投入。其他颜色的瓶
子或杯子属于绿色玻璃类。

不属于此类的有：

使用可回收垃圾箱时请注意：

  不要将垃圾丢到可回收垃圾箱外。
  只能在可投入时间期间使用垃圾箱。
  禁止企业使用。

不属于此类的有： 不属于此类的有：不属于此类的有： 不属于此类的有：不属于此类的有：

什么东西属于哪个 ？

手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