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否	
各得其所？

让我们把每样东西放到正确的位置：
通过城市的全新分类回收系统	
我们可以将垃圾变为资源

与A2A携手面向未来

企鹅靠近	
壁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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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系统	
如何运作？

布雷西亚的家庭垃圾 
综合回收新系统 
有两项新内容：

采用门到门的回收方式

有机垃圾和不可分类垃圾的开盖式回收箱， 
需要使用个人电子卡打开回收箱

纸类、塑料、玻璃和金属的回收，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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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电子卡用于打开安装在回收箱上的箱盖。	
电子卡供个人使用，提供给每位成年居民，	

并且采用个人编码加以识别。	
个人编码与用户编码相关联，	

显示其所属的家庭。	

个人电子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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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类垃圾 有机垃圾

可以在任何时间将有机垃圾和不可分
类垃圾放置在道路边的新式开盖回收
箱中。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将有机垃圾放
入可生物降解的包装袋，其大小和特性必
须与提供的入门套件中的包装袋相符。

不可分类垃圾可以放入任何一种包装袋中	
（比如购物袋）。	
请记得携带电子卡，以此打开回收箱盖，	
放入垃圾袋。

道路边的新式开盖回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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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回收箱

纸类

回收时间为 
从23点至6点

玻璃 
金属

回收时间为 
从20点至24点

塑料

回收时间为 
从23点至6点

纸类、玻璃、金属和塑料的回收采用门
到门的回收方式 ，每周一次。	
必须在日历上所注明的日期和时间内，	
将回收箱放在道路边，此日历将随垃圾
分类回收入门套件提供。	

请查看在您居住的大楼内张贴的回收
日通知。	
如果设有社区回收箱，在指定的回收日
期中，您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将垃圾放
在此回收箱中。



回收箱盖如
何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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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收舱：最大容积为20升，打开时需要将
电子卡靠近箱盖

2		显示屏：通过图标来解释如何放置垃圾，
如果出现关闭异常或电子卡错误的情况，
将出现提示

3	电子锁

4		关闭拉杆：关闭垃圾箱。

如何使用

将电子卡靠近箱盖
的读卡器，之后箱盖
将自动打开

放入垃圾袋，注意
垃圾袋应当完全	
置于箱盖下方	
（避免阻碍箱	

盖关闭）

关闭箱盖时，	
使用拉杆

按下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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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垃圾
有机垃圾放入棕色开盖式回收箱 
厨余废弃物应放入道路边的棕色开盖式回收箱	，同时
使用可生物降解的包装袋，其规格应当小于箱盖开口，
避免造成阻碍，正如入门套件所提供的包装袋所示。

放入的东西
生熟厨余废弃物和垃圾，蔬菜和水果的果皮和废弃物，
肉类和鱼类的废弃物，骨头，面食和面粉类产品，面包，
米饭，水果核，壳类（鸡蛋、核桃、榛子），茶叶和甘菊茶
的茶包，咖啡渣，软木塞，有食物残渣的餐巾纸和纸巾，
有披萨油渍的纸板。

不要放入的东西
修剪的花草和树枝，园艺废弃物（草、树叶），	
动物粪便，食品的纸包装（防油纸，塑封纸或铝制品），	
香烟头，液体，油，化学产品，纸尿裤和卫生巾，抹布，	
木材，灰烬（壁炉或烧烤），宠物厕所垃圾。	

如果出现故障， 
请致电

服务热线 
800 766625

严禁将垃圾丢弃在回
收箱外，即使采用包
装袋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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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类垃圾

不可分类垃圾放入灰色开盖式回收箱 
所有不可重新再利用的垃圾需放入道路边的灰色开盖
式回收箱	，使用的包装袋规格应当小于箱盖开口，	
避免造成阻碍。

放入的东西
防油纸和砂纸，破碎的碗碟和陶瓷（少量），非电子类的
塑料玩具（不含电池），CD，DVD，录音带和录像带，	
吸尘器的过滤器和尘袋，纸尿裤，卫生巾，动物粪便，	
创可贴，一次性剃须刀，香烟头。

不要放入的东西
电池，油，药品，危险材料和容器（胶水、油漆、溶剂、
杀虫剂），低能耗灯泡和荧光灯，所有的可回收再利用
的垃圾。

请注意：

回收舱的容积大约为	
20升，相当于一个购物袋的容积。	
为了减少阻滞，请记得减小垃圾	
体积。

严禁将垃圾丢弃在回
收箱外，即使采用包
装袋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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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类放入蓝色回收箱
纸和纸板应放入供单户家庭使用的蓝色回收箱中，或者
放入社区的蓝色回收箱中，此回收箱随入门套件提供。	
请勿使用其他自备的回收箱。

放入的东西
报纸，笔记本和杂志（不含胶粘、金属或塑料部件），	
利乐包装（牛奶、果汁等饮料），纸袋，纸质的食品托盘或
盒子，玩具和服装的纸箱包装，无食物残渣的披萨盒。

不要放入的东西
有食物污渍的纸，传真纸或复写纸，税务收据，烘焙纸，	
塑封的票据，玻璃纸包装，有食物残渣的披萨盒，塑料袋。

纸类

请查阅随回收箱套件向

您提供的日历，了解您所

在区域的回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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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和金属放入绿色回收箱	
玻璃和金属应放入供单户家庭使用的绿色回收
箱中，或者放入社区的绿色回收箱中，此回收箱
随入门套件提供。	
请勿使用其他自备的回收箱。

放入的东西
玻璃瓶，玻璃杯，玻璃罐，玻璃花瓶和玻璃饮	
水瓶，存储和冷冻食品的铝制托盘和容器，	
食品罐头盒子，饮料和液体的易拉罐，铝箔，	
金属罐，金属衣架，金属瓶盖，无危险标志的	
喷雾罐*，咖啡壶。

不要放入的东西
陶瓷的碗盘和杯子，白炽灯泡，低耗能灯泡，	
荧光灯管，镜子，玻璃陶瓷（如耐热玻璃器皿）	
或陶瓷容器，水晶杯或水晶制品，塑料袋，玻璃窗，
车窗，车灯和大灯的玻璃，药品的玻璃包装，	
电视显像管，电视屏幕，显示器，岩石，砂石和
废料，标有危险符号的喷雾罐。*

玻璃和金属

请注意： 
请清空、冲洗和/或清洁容器

*	危险、有毒、易燃或有腐蚀性

请查阅随回收箱套件向

您提供的日历，了解您所

在区域的回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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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放入黄色回收袋
塑料包装放入随入门套件提供的黄色回收袋中。请勿
使用其他自备的回收箱。

放入的东西
塑料材质的矿泉水瓶，牛奶瓶，饮料瓶，油瓶，洗涤剂瓶，
肥皂和化妆品的瓶子，酱汁、奶油、酸奶和冰淇淋的容器，
食品托盘（PET，聚苯乙烯和聚丙烯），泡罩包装和外	
包装，面食、薯片、糖果、蔬菜和冷冻食品的包装袋	
（即使包装袋内部为银色），水果和蔬菜的网袋，透明
薄膜，商店的购物袋，园艺产品的包装袋，洗涤剂的包
装袋，宠物食品的包装袋；用于销售和运输花卉苗木的
塑料花盆，货物运输的保护材料（薄膜、泡沫包装、	
聚苯乙烯护板），一次性的盘子和杯子（无食物残渣），
全塑料的衣架，装水果和蔬菜塑料箱。

不要放入的东西
塑料玩具，运动鞋，塑料拖鞋，塑料地垫，塑料家具	
和工艺品，DVD光盘，CD光盘，录音带和录像带，照片	
和摄影胶片，笔，雨伞，一次性剃须刀，简便油桶，	
水桶，牙刷。

塑料

注意：
利乐包装不放入黄色回收袋， 
而是要放入纸类的蓝色回收箱。

请注意：
请清空、冲洗和/或清洁容器 

请查阅随回收箱套件向

您提供的日历，了解您所

在区域的回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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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东西呢？

其他东西也有其相应的位置，	
无论是奶奶的旧衣柜，	
还是花园中修剪的草。



处置家庭危险废弃物时，可使用Ecocar。这是	
一个流动的回收工具，根据日程安排，在城市	
的重要地区和聚集场所之间停留。居民可以	
选择在Ecocar距其住所最近的时候，前来丢
弃的废弃物。

丢弃的东西
过期药品，矿物油和植物油，电池，	
汽车电池，荧光灯管，荧光灯，显示器，	
小电视机，手机，搅拌机，吹风机等
小家电，标注危险符号的产品容器*
（比如油漆、绝缘材料、氨水、	
杀虫剂、消毒剂、墨粉）。

Ecocar在哪里
在网站www.differenziatabrescia.it 
服务区域的页面中，您可以查看Ecocar
出现在距您最近的地点和日期。

ECOCAR

有毒

灭蝇剂，酸性物质，温度计，杀菌剂，指甲

油，制冷剂，杀鼠剂，除草剂，杀虫剂，烧碱，

消毒剂。

易燃

喷雾罐，去污剂，溶剂，镀锌防锈涂料，	

胶水，指甲油，硝基漆及合成漆，抗雾剂，	

稀释剂，家具上光剂，乙醇酒精，车身上光剂。

在危险废弃物的容器上，标明：

 

刺激

漂白剂，氨水，三氯乙烯，硝基漆及合成漆，	

石油溶剂，汽车清洁剂，去污剂，胶水，车身油

漆，粘合剂，稀释剂，胶粘剂等。

	

腐蚀

电池，酸性物质，用于疏通管道的产品。

家庭危险废弃物的容器
指的是有毒或易燃的家用产品，
例如：油漆，油墨，杀虫剂，绝缘
材料，清洁用品，汽车用品，	
DIY产品和园艺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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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电池可以丢弃在设于商店、学校和	
政府办公室附近的专用回收箱中。	

此外，也可以将旧电池带至	
Ecocar和回收中心进行处理。

过期的药品可以丢弃在设于药店的专	
用回收箱中。此外，也可以	

带至Ecocar和回收中心进行处理。

如需处置大件废弃物，比如家具和电器，	
可以预约免费的清运服务。
预约请致电服务热线 800 437678，	
周一到周五，8点至20点，周六，8点至15点。	
在预约的日期和时间内，必须将废弃物放	
在道路边或人行道上，便于Ecocar进入	
的地方。清运服务最多可以处理4件物品。	
不提供地下室、阁楼等处所的清理服务。

电池和药品

大件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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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处理修剪树木，草坪和园艺所产生
的废弃物，可以使用分布在全市各处的
绿色回收箱。
此回收箱名为绿色回收服务	
（Green	Service），采用回收塑料	
制成，高度约为120厘米，需要丢	
弃修剪的花草和树枝直接放入	
回收箱中，请勿使用塑料袋。

衣物鞋帽如果干净完好，可以放入城市道	
路边的黄色回收箱中。这些回收箱由非营利	
组织进行管理，与合作社和志愿者合作，	

负责回收箱的清空和衣物的再利用。

绿色回收服务

旧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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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电池

• 花草树枝废弃物

•  低能耗的荧光灯（需整体处理）

• 汽车电池

• 油和油炸的脂类

• 废墨盒

• 轮胎

• 废弃的矿物油

• 平板玻璃

•  铁	（拆卸的家具部件，小物件）

• 木材	（木条，家具配件，箱盒）

•  标注危险符号的产品和容器* 

• 涂料和油漆

•  大件废弃物：家具（衣柜、桌子、扶手椅、	
沙发、床板、椅子），各类物品（床垫、
灶具、热水器、室内植物），非家用型	
大件废弃物（自行车、划艇等废品），	
小型装修工程所产生的废弃物	
（门、窗、遮光板、地毯、水槽）

•  废弃的耐用品：冰箱、冰柜、	
冷冻机、电视机、电脑、洗衣机、	
洗碗机、空调

• 材料废弃物（瓦砾、卫生洁具、碎石）

回收中心		
是配备相应设备 

并受到保护的区域， 
可以处理以下废弃物：

*		危险、有毒、易燃或有
腐蚀性

在此区域将可以交付、存放、提取旧物品，
这些物品无需维修即可使用，以此来减少城
市垃圾。
回收的物品可以转交给非营利组织，或者通
过市政回收中心来进行分类处理。

再利用中心特别用
于处理以下物品：
• 木制家具
• 玩具
• 衣物鞋帽
• 餐具
• 家用电器设备

再利用	
中心
（规划中）

布雷西亚目前有五个回收中心。此外，		
将新建两个回收中心，其中还将包括	
两个再利用中心。 



BRESCIA

Viale S.Eufemia
A4

A4

SP236

Via Milano

Ta
ng

en
zi

al
e 

O
ve

st

18

VIA METASTASIO  

（Fiumicello区）

VIA CODIGNOLE  
32 f/g  

（A2A Ambiente 
办公地点）

非家庭用户只可以在位于via Codignole和via Chiappa的回收中心丢弃废弃物。	
前往回收中心时，必须获得运送废物的批准，并且附带的文档（表格）	

必须合规。丢弃的废弃物必须符合市政规定。

VIA	COLLEBEATO
Parco	Polivalente	

地区	
（规划中）

VIA	TRIUMPLINA
Stadio地区
（规划中）

再利用中心
（规划中） 再利用中心

（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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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中心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六，9:00	-	13:00，15:00	-	19:00，		

周日，9:00		-	13:00
仅在Via Chiappa： 
周一至周五，中午无休	

8:00	-	18:00，周六，8:00	-	13:00

市政	
回收中心：
在哪里？

VIA GATTI 
（San Polo Nuovo）

VIA GIOTTO  
（San Polo Nuovo）

VIA CHIAPPA 
（Buffa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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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会变成什么？

...用厨余垃圾可以	

制造用于种植花卉和植物的土壤

...用7个玻璃罐可以	

制造一个新玻璃瓶

...用37个易拉罐可以	

制造一个摩卡咖啡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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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会变成什么？

请注意：
在丢弃物品之前（比如书、	
衣服和手机），想想另一个	
人可能有需要。

得益于全新的分类回收	

系统，我们可以将垃圾变

废为宝。正确分类的材料	

可以回收并再次利用，	

变成新物品。

您可能不知道...

...用5个塑料罐可以	

制造一个喷壶

...用7个玻璃罐可以	

制造一个新玻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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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	
哪里？

变质食品 	棕色回收箱

冰淇淋的木勺 	棕色回收箱

茶叶滤包 	棕色回收箱

厨用吸油纸	 	棕色回收箱

干花和干树叶（少量） 	棕色回收箱

干净的锯末 	棕色回收箱

谷物 	棕色回收箱

骨头（少量） 	棕色回收箱

咖啡渣 	棕色回收箱

麻袋 	棕色回收箱

软木塞 	棕色回收箱

生熟厨余垃圾 	棕色回收箱

水果和蔬菜 	棕色回收箱

未漂染的头发 	棕色回收箱

纤维板（少量） 	棕色回收箱

熏香 	棕色回收箱

牙签 	棕色回收箱

用过的火柴 	棕色回收箱

用过的纸巾 	棕色回收箱

有披萨污渍的脏纸板 	棕色回收箱

有油渍的餐巾纸	 	棕色回收箱

玻璃杯	 绿色垃圾箱

玻璃罐的金属盖 绿色垃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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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罐及其他玻璃容器 绿色垃圾箱

玻璃或金属的食品罐 绿色垃圾箱

玻璃瓶 绿色垃圾箱

玻璃饮水瓶 绿色垃圾箱

厨用箔纸 绿色垃圾箱

个人卫生液体产品的玻璃容器 绿色垃圾箱

环保压缩气体的喷雾罐	 绿色垃圾箱

金属带 绿色垃圾箱

金属盖 绿色垃圾箱

金属衣架 绿色垃圾箱

铝盒 绿色垃圾箱

磨砂玻璃（香水瓶） 绿色垃圾箱

食品的马口铁罐 绿色垃圾箱

食用油罐 绿色垃圾箱

酸奶/甜点的玻璃容器	 绿色垃圾箱

酸奶盒盖的箔纸 绿色垃圾箱

碎玻璃 绿色垃圾箱

小瓶（非药水瓶） 绿色垃圾箱

钥匙 绿色垃圾箱

饮料易拉罐 绿色垃圾箱

包装纸 	蓝色垃圾箱

报纸 	蓝色垃圾箱

打印稿 	蓝色垃圾箱

干净潮湿的纸 	蓝色垃圾箱

干净的餐巾纸 	蓝色垃圾箱

干净的面包袋 	蓝色垃圾箱

利乐包装 	蓝色垃圾箱

日历（除去非纸质的部分） 	蓝色垃圾箱

书（无塑封的封面） 	蓝色垃圾箱

水果的纸箱 	蓝色垃圾箱

瓦楞纸板 	蓝色垃圾箱

未塑封的笔记本 	蓝色垃圾箱

未塑封的宣传册 	蓝色垃圾箱

未塑封的宣传单 	蓝色垃圾箱

未塑封的杂志 	蓝色垃圾箱

香烟包装盒（无内部薄纸） 	蓝色垃圾箱

盐/糖的纸质包装 	蓝色垃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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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袋 	蓝色垃圾箱

纸类包装 	蓝色垃圾箱

纸箱 	蓝色垃圾箱

纸质日程簿和/或纸板 	蓝色垃圾箱

装披萨的干净纸板 	蓝色垃圾箱

冰淇淋盒 	黄色回收袋

冰淇淋盒（已冲洗） 	黄色回收袋

玻璃纸 	黄色回收袋

购买时附带的塑料花盆 	黄色回收袋

鸡蛋的塑料包装 	黄色回收袋

家用清洁液体产品的塑料容器（未标注“危险”） 	黄色回收袋

咖啡的塑料袋 	黄色回收袋

冷冻袋 	黄色回收袋

面食和点心的塑料包装 	黄色回收袋

气泡布 	黄色回收袋

食用油的塑料瓶 	黄色回收袋

水果和蔬菜的网袋 	黄色回收袋

水果蔬菜的塑料箱 	黄色回收袋

塑料盖 	黄色回收袋

塑料盖 	黄色回收袋

塑料购物袋 	黄色回收袋

塑料盘 	黄色回收袋

塑料衣架 	黄色回收袋

牙膏管 	黄色回收袋

一次性塑料杯 	黄色回收袋

一次性塑料盘 	黄色回收袋

饮料的塑料瓶 	黄色回收袋

装食物的聚苯乙烯泡沫容器 	黄色回收袋

壁炉灰 	灰色回收箱

避孕套 	灰色回收箱

布料和彩带 	灰色回收箱

CD盘及其外包装 	灰色回收箱

宠物厕所垃圾 	灰色回收箱

创可贴 	灰色回收箱

DVD及其外包装 	灰色回收箱

打包带 	灰色回收箱

打火机 	灰色回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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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清洁剂等物质的脏锯末 	灰色回收箱

弹力带 	灰色回收箱

刀片 	灰色回收箱

非电子类玩具 	灰色回收箱

肥皂 	灰色回收箱

光面绘图纸 	灰色回收箱

海绵 	灰色回收箱

盒式录像带及其塑料外包装 	灰色回收箱

烘焙器皿 	灰色回收箱

化妆品 	灰色回收箱

化妆品小样 	灰色回收箱

假花 	灰色回收箱

胶带 	灰色回收箱

胶粘标签 	灰色回收箱

金属和木制衣架 	灰色回收箱

卡式录音带及其外包装 	灰色回收箱

烤箱用纸 	灰色回收箱

口香糖 	灰色回收箱

扣子 	灰色回收箱

毛绒制品或填充棉制品 	灰色回收箱

毛毡垫 	灰色回收箱

棉花棒 	灰色回收箱

棉絮 	灰色回收箱

抹布 	灰色回收箱

尼龙袜 	灰色回收箱

泡沫橡胶 	灰色回收箱

皮革 	灰色回收箱

染色的头发 	灰色回收箱

砂带 	灰色回收箱

砂纸 	灰色回收箱

摄影胶片 	灰色回收箱

食品防油纸 	灰色回收箱

书包 	灰色回收箱

梳子和刷子 	灰色回收箱

税务收据 	灰色回收箱

塑料餐具 	灰色回收箱

塑料盆或其他硬质塑料制品（小件） 	灰色回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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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桶 	灰色回收箱

碳纸 	灰色回收箱

陶瓷盘 	灰色回收箱

陶瓷器 	灰色回收箱

脱脂棉 	灰色回收箱

卫生巾 	灰色回收箱

文件夹 	灰色回收箱

文具（铅笔、圆珠笔、尺子等） 	灰色回收箱

香烟和雪茄的烟蒂 	灰色回收箱

香烟灰（不带滤嘴） 	灰色回收箱

橡胶 	灰色回收箱

橡胶管 	灰色回收箱

橡胶手套 	灰色回收箱

橡胶制品 	灰色回收箱

牙刷 	灰色回收箱

眼镜 	灰色回收箱

药品泡罩包装 	灰色回收箱

医学影像片和X光片 	灰色回收箱

印泥 	灰色回收箱

婴儿纸尿裤 	灰色回收箱

用多种材料制成的包装（比如猫食包装袋，咖啡的真空
包装袋） 	灰色回收箱

用过的吸尘器尘袋 	灰色回收箱

有清洁剂或其他物质的脏纸 	灰色回收箱

照片 	灰色回收箱

纸尿裤 	灰色回收箱

聚苯乙烯泡沫（包装） 	黄色回收袋/回收中心

百叶窗 回收中心

冰箱 回收中心

玻璃板 回收中心

瓷砖（少量） 回收中心

大遮阳伞 回收中心

电炉 回收中心

电视 回收中心

电子体重秤 回收中心

吊灯 回收中心

儿童座椅 回收中心

钢制餐具 回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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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 回收中心

滑雪板和滑雪靴 回收中心

活页资料夹 回收中心

机械式体重秤 回收中心

家装产生的少量材料废弃物 回收中心

夹丝玻璃	 回收中心

空调机 回收中心

轮毂 回收中心

轮胎 回收中心

螺栓 回收中心

铝窗 回收中心

铝制门窗 回收中心

门垫 回收中心

摩托车头盔 回收中心

磨碎器	 回收中心

木窗 回收中心

木制门窗 回收中心

木制砧板 回收中心

伞 回收中心

扫帚 回收中心

沙发 回收中心

手机 回收中心

水果的木箱 回收中心

水晶制品（大件） 回收中心

水龙头 回收中心

坛子（无稻草） 回收中心

躺椅 回收中心

陶盆 回收中心

铁 回收中心

铁制品 回收中心

托盘 回收中心

蚊帐 回收中心

行李箱 回收中心

吸尘器 回收中心

洗碗机 回收中心

学步车 回收中心

油漆过的木材 回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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熨衣板 回收中心

枕头靠垫 回收中心

自行车 回收中心

丙酮 Ecocar/回收中心

CD机 Ecocar/回收中心

除草剂 Ecocar/回收中心

除虫剂 Ecocar/回收中心

除污剂 Ecocar/回收中心

吹风机 Ecocar/回收中心

DVD机 Ecocar/回收中心

打印机 Ecocar/回收中心

灯泡 Ecocar/回收中心

电池 Ecocar/回收中心

电话 Ecocar/回收中心

电脑 Ecocar/回收中心

电脑键盘 Ecocar/回收中心

电子秤 Ecocar/回收中心

防锈剂 Ecocar/回收中心

防蛀剂 Ecocar/回收中心

废弃的矿物油 Ecocar/回收中心

废弃的植物油（食用油） Ecocar/回收中心

化学粘合剂 Ecocar/回收中心

计算器 Ecocar/回收中心

胶水 Ecocar/回收中心

绝缘材料 Ecocar/回收中心

可燃气体的喷雾罐 Ecocar/回收中心

墨粉 Ecocar/回收中心

木蜡 Ecocar/回收中心

皮鞋染色剂 Ecocar/回收中心

汽车电池 Ecocar/回收中心

溶剂 Ecocar/回收中心

三氯乙烯 Ecocar/回收中心

杀虫剂 Ecocar/回收中心

杀菌剂 Ecocar/回收中心

摄像机 Ecocar/回收中心

石油溶剂 Ecocar/回收中心

收音机 Ecocar/回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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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药 Ecocar/回收中心

温度计 Ecocar/回收中心

稀释剂 Ecocar/回收中心

显示器 Ecocar/回收中心

修正液 Ecocar/回收中心

音响 Ecocar/回收中心

油漆 Ecocar/回收中心

熨斗 Ecocar/回收中心

粘合剂 Ecocar/回收中心

指甲油 Ecocar/回收中心

板条 大件物品清运/回收中心

床垫 大件物品清运/回收中心

镜子 大件物品清运/回收中心

木门 大件物品清运/回收中心

木椅 大件物品清运/回收中心

木制家具 大件物品清运/回收中心

沙发 大件物品清运/回收中心

塑料椅 大件物品清运/回收中心

铁柜 大件物品清运/回收中心

铁架 大件物品清运/回收中心

铁门 大件物品清运/回收中心

铁丝床网 大件物品清运/回收中心

铁艺门 大件物品清运/回收中心

箱柜 大件物品清运/回收中心

包 人道援助组织的黄色回收箱

被子 人道援助组织的黄色回收箱

领带 人道援助组织的黄色回收箱

帽子 人道援助组织的黄色回收箱

围巾 人道援助组织的黄色回收箱

鞋子 人道援助组织的黄色回收箱

腰带 人道援助组织的黄色回收箱

衣服 人道援助组织的黄色回收箱

草坪的修剪物 绿色回收服务/回收中心

修剪的少量树枝 绿色回收服务/回收中心

修剪的枝木 绿色回收服务/回收中心

过期药品（仅泡罩包装或瓶装） 药店回收箱/Ecocar/回收中心

过期医药品（仅泡罩包装或瓶装） 药店回收箱/Ecocar/回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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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应用程序PULIamo，可以查看所在地址的城市卫生服务，	
同时可以设定您感兴趣的其他地址（可存储多个地址）。
应用程序提供以下信息：

•  垃圾回收的日历

• 回收中心的位置

• 道路清扫的日历

•  通过使用“DOVE LO BUTTO”的搜索引擎，可以查找正确的回收箱

•  报告问题状况（垃圾随意丢弃，回收箱已满，注射器随意丢弃），	
同时附上带有地理位置的照片

• 申请大件物品清运服务

• Ecocar的工作日历和位置

PULIamo
免费的城市卫生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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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

在网站www.differenziatabrescia.it上，将持续更新
关于全新分类回收系统的相关信息。访问网站可以了解
您所在的区域何时将使用全新服务。
	
使用“DOVE LO BUTTO”的服务，可以了解如何正确
对各类型的垃圾进行分类。
	
此外，还可以获取：

•  垃圾回收的日历

•   最近的回收箱的位置		
以及其他回收箱的方位	
（药品、电池、绿色回收服务）

•  关于回收中心的所有信息

•  Ecocar的工作日历和位置

报告与申请
请使用专用表格，报告垃圾随
意丢弃，回收箱已满，注射器
随意丢弃等问题状况，帮助我
们维护城市清洁。

如需其他信息，可以在线填写
详细申请。



Aprica SpA
注册地址
Via Lamarmora 230
25124 布雷西亚

办公地址
Via Codignole 32 f/g
25124	布雷西亚

本指南包含	
正确处理丢弃垃圾	

的有用信息	

	
如有疑问，或者如需详细信息：

服务热线800 437678

如需更新的信息，请访问网站

www.differenziatabrescia.it

下载应用程序PULlamo 
用于智能电话和平板电脑

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