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tro 转运站
需要知道什么 

Metro 的转运站提供许多回收、回
收和处理服务。 有问题吗？
访问  oregonmetro.gov/garbage 
或致电 503-234-3000

 
覆盖的货物每吨处理费*
垃圾/废弃物  123.45 美元 
最低收费  35.00 美元

木材/庭院杂物碎片，工程木材, 
123.45美元

最低收费  35.00 美元

干净的木材  67.31 美元 
最低收费  26.00 美元

干净的庭院杂物碎片 56.00 美元 
最低收费  25.00 美元

住宅有机物 83.38 美元 
最低收费  29.00 美元

商业有机物** 70.80 美元 
最低收费  26.00 美元

最低收费适用于300 磅以内的负
载。 超过 300 磅的货物按每吨费率
的比例收费，加上自动秤每次装载 
4.25 美元或人工秤每次装载 18 美
元的交易费。 

*未覆盖的货物将增加额外收费 

**Metro South 不接受用半拖车运
送的商业有机物和货物。

Effective July 1, 2022

Metro Central 
6161 NW 61st Ave., Portland   
每天上午 8 点至下午 5 点 

家庭有害废物处理开放时间:  
上午 9 时至 晚上 4 时
周日休息。

Metro South 
2001 Washington St., Oregon City 
每天早上 7 点到晚上 7 点
家庭有害废物处理开放时间:  
上午 9 时至 下午 4 时
 

支付方式 
接受现金、Visa, MasterCard, 
Discover 和 American Express、 
现金卡、Apple Pay, Google Pay  
和支票。 个人支票需要与支票符 
合的有效驾照。 
签名者必须在场。

收费的用途是什么?

收费包括提供安全处理废物和材料
回收的费用，并且每年都会调整。 为
减少废物、促进回收和清理非法垃
圾场的计划付费。 

每处理一吨废物，就会收取 1 美
元的费用资助社区改进，以造福在
Metro 转运站附近生活或工作的人
们。

通过以下方式降低 
处理成本: 

对您的可回收物 品进行分类  
回收多达 100 磅的材料可获 
得 3 美元的回扣， 
或回收超过 100 磅的材料可获得 6 
美元的回扣。

减少您的出行次数 更大的货物 
按英镑计算更便宜，因此 通过 
合并出行次数来省钱。

覆盖您的货物 没有覆盖物的货 
物每吨额外收费 25 美元（最低 
负载额外收费 4-5 美元，具体 
取决于负载类型）。 
未覆盖的货物是一种危害，可能会 
造成乱扔垃圾罚款。 

家庭危险废物处理
Metro 的家庭有害废弃物处理设施
接受家用化学品，包括泳池和水疗
中心化学品、油漆、 
杀虫剂、溶剂、电池和荧光灯泡。 

将这些材料与垃圾分开并回收，并
在家庭有害废弃物设施中处理，而
不是在转运站楼层。

医疗锐器（如注射器、带针头的静
脉输液管和手术刀片）丢弃在经过
州认证的红色锐器容器中是可以接
受的。 
 
家居用户弃置有害废物可免收费用。 
产生有害废物的企业需支付费用。

企业必须符合小批量生产者的资
格，并在处理前进行预约。  
更多信息 :  oregonmetro.gov/ 
businesshazwaste 

安全
Metro  致力于提供安全有效的废物处理场所。 我们要求每个人随
时遵循工作人员的指示，并在设施内安全移动。 骚扰或危及员工或
客户的访客可能会被带离设施

转运站和家庭有害废物处理设施在感恩节、圣诞节和元旦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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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题吗?
访问 oregonmetro.gov/garbage 
或致电 503-234-3000   

免费回收
• 铝制品- 清洁所有容器 。
• 电器—金属洗碗机、热水器、洗

衣机、烘干机、炉灶。 不接受塑
料电器。

• 电池—包括汽车电池、可充电
电池和碱性电池。 将任何渗漏
的电池以安全方式置于防漏容
器中。

• 瓦楞纸板
• 铜和亚铁金属
• 电子产品– 免费接受电脑 

CPU、显示器、电视、笔记本电
脑、键盘、鼠标和台式打印机。 
每次限制最多七件物品。

• 玻璃樽及寛口瓶 冲洗并按颜色
分类。 将单独分开的金属盖与
锡罐一起回收。

• 杂志和报纸 -  不得有绳索和纸
袋。

• 金属护栏网 - 某些可接受用于
回收。 鏈狀围栏必须整齐地卷
起，并且不应包含其他材料，例
如塑料板条和混凝土。 有刺铁
丝网被视为垃圾。

• 机油和防冻剂—必须装在 5 加
仑或更小的不易破碎容器中，
并带有旋盖。 每位顾客每天限
制最多 20 加仑。

• 塑料牛奶壶、带颈或螺纹开口
的牛奶瓶—取下盖子，冲洗并
压平。

• 塑料容器—酸奶、人造黄油和
酸奶油桶、猫砂和洗衣粉桶以
及刚性育苗盆等容器。 冲洗容
器并取下金属手柄以便与

• 废金属一起回收。 塑料瓶和罐
子回收。 可以包括塑料盖和塑
料把手。

• 废纸 - 包括垃圾邮件， 麦片盒
和副食品袋。

• 锡罐 / 罐头

建筑垃圾所需的石棉文件
Metro 不接受含有石棉的材料。 处理违禁材料的人 
可能需要承担测试和清理费用， 
这可能是一笔巨额费用。 所有改造、建筑和 
拆除废物的负载都经过筛选，以寻找可能含有石棉的材料。 
必须为带有可疑材料的物品提供最近适当的文件。 
需要更多信息： oregonmetro.gov/asbestosrules 

接受什么物品

船和露营车
$123.45 美元/吨 |最低费用：$35 美
元  
在某些条件下，可以接受船只和露营
车。 必须拆除油箱和电器。 船必须
小于 12 英尺长，8 英尺宽。 接受没
有底盘的露营车。 早于 2004 年以
前的露营车需要进行石棉测试。

圣诞树
每棵树 18 美元  
移除所有装饰品。 植绒处理的人造
树木被视为垃圾。  

冷却设备 

每台设备 30 美元
包括所有内置冷却剂的电器，例如
空调、冰柜和冰箱。 其他电器，如果
与垃圾分开，可以免费接受。 参见“
免费回收”一节。

载人车辆轮胎 

最低收费： 
第一个轮胎 18 美元
每增加一个轮胎： 
无轮圈2 美元或有轮圈 4 美元
将轮胎与垃圾分开。 一旦每个轮胎
的费用超过垃圾的最低收费（35 美
元），就会对货物进行称重并按垃圾
费率收取费用。 每位客户每天限制 
15 个轮胎。
自行车轮胎被接受并按垃圾收费。 
每位客户每天限 15 个轮胎。 不接
受拖拉机轮胎、重型设备轮胎或半
轮胎。

铁路枕木
每 吨 123.45美元 最低收费: 35美元
接受非商业客户少量的4 英尺或更
短的铁路枕木。
不接受超过 4 英尺的铁路枕木。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18 美元的固定费用，仅在 Metro 
South 提供服务。 聚苯乙烯泡沫塑
料保持分开，冲洗掉食物残渣并去
除所有胶带和标签。 

庭园垃圾和木材* 
干净的庭院杂物碎片: 
每吨 56美元 最低收费: 25美元
干净的木材: 
每吨 67.31美元 最低收费: 26美元
为了取得干净的庭院杂物碎片或木
材费率，必须将庭院杂物碎片和木材
分开。 混合物品按垃圾费率收费。 
庭院杂物碎片必须没有泥土、草皮、
树桩、岩石、金属、玻璃、垃圾和塑
料袋。 木材必须是未加工的规格木
材、托盘或包装箱，没有油漆、污渍
和其他处理，没有捆扎、收缩包装、
运输标签和硬件（钉子可以接受）。
工程木材（胶合板、定向刨花板、刨
花板）、层压木材和镶板以及涂漆、
处理、染色或上漆的木材按垃圾费
率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