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TY OF EL CERRITO 

一站式回收中心
在 EL CERRITO 回收 + 环境资源中心回收几乎所有东西

地点
7501 SCHMIDT 
LANE
EL CERRITO, CA 
94530
510-215-4350
EL-CERRITO.ORG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上午 8:30 至下午 
4:00 
周六： 
上午 9:00 至下午 
4:45

旅游和特别活动 
该中心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下午 3 点至下午 4 点举
办旅游以及其他特别活动。致电 510-215-4350，来中心
了解详情，或在 El-Cerrito.org/GreenHappenings 注
册电子邮件提醒。

El Cerrito 回收 + 环境资源中心通过提供全面的
回收和再利用服务，为社区成员提供了一种减少
环境足迹的便捷方式。作为获得 LEED 白金认证
的设施，该中心拥有零净能源建筑、可回收雨水
集水区、用于处理雨水的雨水花园、原生植物和
可再利用的建筑材料，是可持续发展的活生生的
典范。

•电池——家用和汽车
•自行车和零件
•书籍和杂志*
•纸板
•衣服和衣架
•电子垃圾
•眼镜
•荧光灯泡：CFL 和灯管*
•捐赠 的食物
（不易腐烂）
•可重复使用的花盆
•玻璃瓶和罐子
•家庭危险废物 (HHW)：

仅限周二**
•药品和锐器*
•废金属
•报纸 
•托盘（状况良好，仅限 

48”x40”尺寸） 
•混合
•纸，办公室
•塑料瓶 ( 窄-颈部，
   #1 & #2)
•发泡聚苯乙烯/EPS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干净的白色 #6 块，仅限 
El Cerrito 居民，仅限星
期四。）*

•机油-机油和（金属）过
滤器**

•机油-食用油（液体）
•可重复使用的家居用品

•学校和办公用品 
•体育用品 
•纺织品
 
* 费用和/或居住 
  要求可能适用

** RecycleMore 服务 
区居民仅

不接受： 

•弹药和 
   爆炸物
•镇流器
•建筑材料
•建筑垃圾
•绿色垃圾（庭院 
   垃圾、食物残渣）
•污垢
•家庭垃圾
•大型家具
•主要电器
• 微波炉
•镜子和平板玻璃
•塑料——袋子、薄膜、刚

性材料
•冰箱、冰柜、空调
•轮胎
•吸尘器
•木头

更多服务
家庭危险废物 (HHW)                                                                              
将 HHW 送到位于里士满匹兹堡大道 101 号的 West County 
Resource Recovery 设施 周三至周六。上午 9 点至下午 4 点。
仅在周二上午 9 点至下午 4 点，HHW 工作人员在 El Cerrito 回
收中心接受 HHW。仅限 RecycleMore 服务区居民。需要提供
居住证明。致电 1-888-412-9277 或访问 RecycleMore.com 了
解更多信息

大宗负载：转运站
用于丢弃大宗垃圾、绿色废物或建筑垃圾。收费。

• Richmond：Golden Bear Transfer Station, 1 Parr Blvd., 
Richmond, CA 94801，就在 Richmond Parkway 以西，周一至
周五上午 7 点至下午 5 点和周六至周日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
开放，电话 510-970-7260。

• 伯克利：伯克利转运站，1201 Second Street, Berkeley, CA 
94710，就在 Gilman Street 高速公路出口处，周一至周六上午 
8 点至下午 4 点 30 分开放，电话 510-981-7270。

EBS 居民的额外取件和大件物品收集
每年可额外获得两次垃圾、绿色废物或选择大件物品（例如，家
具、床垫等），无需额外费用。注意：公寓的居民提供的服务有所
不同，必须通过物业经理安排。额外的大件/大件物品
可以收取费用。详情请致电 510-237-4321 联系 East 
Bay Sanitary.

可重复 
使用的物品请将可重复使用的家居用品捐赠给当地慈善机
构或提供给位于回收中心的 Reuse Trailer 工作人员。或在 
CraigsList.org、NextDoor.com、FreeCycle.org 或 Facebook 
上的 Buy Nothing 群组中列出它们.

塑料袋和薄膜回收
访问 bagandfilmrecycling.org 了解下车选项。

RE：来源
搜索难以回收物品的回收和处置选项。访问 
resource.stopwaste.org。

每月的免费堆肥赠品
对于 El Cerrito 居民和企业，堆肥将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
在靠近网球场的 Upper Cerrito Vista 停车场（Avis Drive 入口
处）提供。售完即止。每个家庭或企业限制为 5 立方英尺（约 7 
个 5 加仑桶)。

联系信息
El Cerrito 运营 + 环境服务： 
510-215-4350；green@ci.el-cerrito.ca.us                 
El-Cerrito.org/green
东湾卫生：510-237-4321； info@ebsan.com
危险废物设施：1-888-412-9277 回收更多
510-609-1215: RecycleMo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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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 copias de este folleto en español, visite El-Cerrito.org, llame al 510-215-4350 o vaya personalmente al Centro, 7501 Schmidt Lane.   
如需本手冊的英文版本，請瀏覽El-Cerrito.org 網頁，致電 510-215-4350 或親臨本中心，地址是：7501 Schmidt Lane

接受的项目：

免责声明
• 接受的材料和设施时间可能会发生变化。

• 所有材料都要经过员工审核和批准。

CRV 回购
回收中心不提供任何 
材料的付款。有关当地回购回收设施的列表， 
请访问 calrecycle.ca.gov 并单击瓶子和罐头链接。
 

住宅垃圾、回收 
和有机回收服务

购物车出发和路边信息

• 收集垃圾、回收和有机废物 
   每周有关费率，请参见 El-Cerrito.org/rates 和 
   Ebsan.com

• 收集日早上 6 点之前，应将手推车放在街上，轮子 
   靠在路边。 

• 必须在 
   收集日午夜前将推车从路边移走。

• 在推车之间留出 2 英尺的距离，并将它们放置在 
   距离汽车、电线杆、邮箱、树木或其他 
   物体 4 英尺的地方。

• 必须在 
   收集日早上 6 点之前拆除弹力绳。

• 不要把购物车装得过满；盖子应关闭，材料
   应在推车内自由移动。可能会收取超额费用
   。放置在  
   推车外的材料将不会被拾取。

• 正确分类（参见手册内页）。回收和 
  有机推车可能会收取 污染费。 

• 所有节假日都进行路边收集 除圣诞节和元旦外 
   如果这些假期是在正常的收货日，那么 
   当天和该 周所有后续日子的收货将比平时晚一天。

http://El-Cerrito.org/GreenHappenings
http://RecycleMore.com
http://CraigsList.org
http://NextDoor.com
http://FreeCycle.org
http://resource.stopwaste.org
mailto:green%40ci.el-cerrito.ca.us%20?subject=
http://El-Cerrito.org/green
mailto:%20info%40ebsan.com?subject=
http://RecycleMore.com
http://El-Cerrito.org
http://El-Cerrito.org
http://El-Cerrito.org/rates
http://Ebsan.com


服务

参议院法案 (SB) 1383 和市政法规 8.12 
要求所有居民必须订阅城市的 3 车系统并正确分类回收、
有机物和垃圾。持续未能正确分离材料可能会导致污染
费用。访问 Ebsan.com/recycling-laws/ 了解更多信息。

集装箱尺寸： 
为了容纳更多可回收材料，并最大限度地提高转移潜
力，EBS 和 El Cerrito 鼓励使用 20 加仑垃圾车和 64 加仑
回收和有机物车的标准服务。如果需要更多空间，可以使
用 35 和 64 加仑大小的垃圾车，35 和 64 加仑的推车都提
供 有机物推车。

免费电子和通用废物收集 
路边收集电池、荧光灯和 
电子产品，每年最多 3 次。请致电 510-237-4321 联系 
East Bay Sanitary，了解详情并安排预约

年度免费大宗回收取件 
居民每年可得到一次大件回收取件。详情请致电           
510-215-4350 联系 El Cerrito Recycling。

免费使用过的机油和滤清器 
回收取件请致电 510-215-4350 安排取件或索取 
免费的机油回收套件。

免费圣诞树领取 
在一月份的前两天收集非植绒、干净、天然的圣诞树。放
置在购物车旁边或切碎并放入绿色购物车以供收集日使
用。详情请致电 510-237-4321 联系 East Bay Sanitary。

特殊服务
 • 为行动不便的居民提供后院收集服务 
   ——无需额外费用。致电 510-237-4321 了解资格详情。
 • 
   为65 岁或以上或残疾人提供上门家庭危险废物收集服
务。仅限预约。致电 1-888-412-9277 了解资格详情。

http://Ebsan.com/recycling-la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