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奇诺岗市
新的多户商业废物 
和回收服务指南



亲爱的奇诺岗市多户住宅用户，

欢迎加入 WM 大家庭！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WM 很荣幸为奇诺岗市提供可靠的废物和回收

收集服务。我们很高兴为您提供服务，并期待帮助您的业务所在城市尽可能地保持干净和绿色环

保！我们感谢您在从当前的提供商过渡到 WM 期间的耐心等待。本指南包含有关服务过渡以及新

的商业垃圾和回收服务的信息。同样重要的是有关州回收强制令的信息，该强制令要求商业客户

制定合规回收计划。

加州强制性商业回收法 

AB 341、AB 1826 和 SB 1383

强制性商业回收 (AB 341)

加州强制性商业回收法 (AB 341) 要求企业和多户住宅进行垃圾回收。每周产生四 (4) 立方码或更多

固体废物（垃圾）的商业企业和公共实体以及拥有五 (5) 个或更多居住单元的多户住宅区，必须制定

回收计划。

强制性有机物回收 (AB 1826)

加州强制性有机物回收法 (AB 1826) 要求，每周产生两 (2) 立方码固体废物的企业和拥有五 (5) 个或

更多居住单元的多户住宅区需要制定有机废物回收计划。

新的全州强制性有机废物收集，(SB1383) 

根据州法律 SB 1383 的规定，从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日起，要求所有加州企业、多户住宅区和住

宅将有机废物与垃圾分开，并申请参与有机废物收集计划。

有机物包括食物残渣、可堆肥的食物污染纸张和庭院垃圾。SB 1383 的通过是为了从我们的垃圾填

埋场转移更多的食物垃圾和庭院修剪物，以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减缓气候变化。欲了解更多

信息，请访问 CalRecycle 网站 www.calrecycle.ca.gov/organics/slcp/。

SB 1383 还要求进行污染监控，并制定教育和执行计划以帮助用户正确进行回收。当不可接受的物

品投放到错误的垃圾桶内时，就会出现污染。污染物会破坏整个垃圾桶内的有机物或可回收物，并

阻止这些物料继续拥有第二次生命。WM Smart TruckSM 技术将帮助用户遵守这部分法律。

WM 客户服务中心 

请于周一至周五上午 8 点至下午 5 点或周六上午 8 点至中午 12 点致电 (800) 423-9986  

联系 WM 客户服务中心，申请有机垃圾、回收垃圾或粪肥收集或订购滚降或临时垃圾箱。



什么是 WM Smart TruckSM 技术？ 

WM 垃圾车装有摄像头，可以在您的垃圾箱或推车清空时捕捉到其中垃圾的画面。如果您的回收车或

有机垃圾推车被发现有污染，或者您的任何一辆垃圾推车过满以及盖子没有盖上，您可能会收到通知，

同时您还会收到有关如何正确使用每辆垃圾推车的指导信息。如果污染或超量太多，可能会收取费用。

特别通知 

根据 SB 1383 要求，多户住宅区需要在 2022 年 9 月 1 日之前联系 WM 申请回收和有机垃圾收集服

务。否则，他们将被自动登记为接受此类服务，以遵守本州的强制性商业回收法 AB 341、AB 1826 和 

SB 1383。请致电 (951) 532-1715 与 WM 联系，咨询您的特定业务部门要求。

服务

WM 的垃圾、回收和有机物收集服务包括用于多户住宅的垃圾箱和推车。可以使用大小不同的垃圾箱提

供商业服务。

建设和拆除

WM 可以定制回收和垃圾收集计划，以满足当地开发商和自建者在建设和拆除项目中使用滚降垃圾箱

和大型滚降垃圾桶的需求。有关服务选项和定价，请致电 (866) 445-8296 联系 WM Builders Direct 

Desk。

永久性滚降垃圾箱

WM 可针对垃圾或回收服务提供各种尺寸的滚降垃圾桶，并可为需要处理大体积材料的商业和工业客户提

供垃圾压缩机服务。

回收和有机垃圾

如果您存在空间限制问题或产生的材料较少，则 WM 每周可提供垃圾箱和推车回收收集服务并拥有完

美的垃圾桶解决方案。WM 为商业有机物收集提供容量为 64 加仑的垃圾推车。

临时垃圾箱

无论您的项目规模如何，WM 都能为您提供各种服务选项 - 从适用于小规模作业的三 (3) 立方码垃圾

箱，再到适用于大规模作业的临时滚降垃圾箱。

特别服务

可折叠/抽拉式垃圾箱

WM 每周提供垃圾箱和推车回收和有机物收集服务。向空间受限或材料产生较少的用户提供回收推车。

用 64 加仑推车收集商业有机垃圾。

带锁垃圾箱

WM 可提供带锁垃圾箱服务，并为客户提供搭扣、锁具和锁具维修服务，但需额外收费。



厨余垃圾桶

WM 将为多户住宅的住户提供厨余垃圾桶，以帮助收集食物残渣，以便您将这些垃圾转移到有机垃圾

桶中。这些有机垃圾桶可减少空气水分和产生异味的细菌。WM 将与每个多户住宅帐户持有人合作，协

调厨余垃圾桶的运送事宜。多户住宅帐户持有人可致电 (951) 532-1715 联系 WM，咨询具体的运送计

划。

大件物品收集

多户住宅垃圾推车用户在每个日历年可免费享受三 (3) 次大件物品上门收集服务。额外的大件物品收集

会收取象征性的费用。享有垃圾箱服务的多户住宅，其建筑中的每个居住单元在每个日历年可免费享受 

(1) 次大件物品上门收集服务。通过访问 wm.com 并使用 WM 虚拟聊天机器人助手，帐户持有人可以至

少在定期收集日前 24 小时来安排大件物品上门收集时间。

•  对于每次大件废物收集申请，多户住宅用户可投放最多十 (10) 件大件物品或或十 (10) 袋庭院垃圾。

•  大件物品包括沙发、洗衣机、烘干机、冰箱和电子垃圾。

•  欲获取可接受大件物品的完整清单，请访问：home.wm.com/chino-hills。

•  物品应投放在指定的封围区域或物业管理部和 WM 选定的区域内。会在您的定期收集日收走物品。

•  以下物品将不作为可接受的大件物品：车体、建设及拆除废物、轮胎、有害垃圾或其他两个人无法处

理的尺寸过大的物品。

节日树收集计划

WM 将在 12 月 25 日后的三 (3) 周内收集和回收节日树，不收取额外费用。在此期间后，树木将作为大

件物品收集。多户住宅物业管理部必须联系 WM 协调和安排此项服务。

•  节日树必须从树架上移下来。

•  超过六 (6) 英尺的树必须砍成两半。

•  树木不得有装饰物、彩灯、花环、金箔、植绒或其他装饰。

•  植绒树不能回收，只能由垃圾车收集。

垃圾桶可及性

请确保我们在您的定期安排收集日当天可以取到垃圾桶，确保大门打开，或者我们的驾驶员有钥匙或大

门密码。请确保汽车、运送卡车、过多的垃圾或其他障碍物不会妨碍对您垃圾桶的收取。



• 新年（1 月 1 日） 

•  阵亡将士纪念日（五月的最后一个 
星期一）

• 独立日（7 月 4 日） 

• 劳动节（9 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 感恩节（11 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 圣诞节（12 月 25 日）

重量和体积限制

请确保不要将您的垃圾箱或推车装得过满。所有废物必须放在合上盖子的垃圾桶内。任何放置在垃圾桶

侧面或上方的材料或袋子均不会被收集。请勿将垃圾推车装得过满；推车内的所有物品在清空时必须很

容易地掉落。垃圾桶中不允许投放泥土、大石块、混凝土和其他建筑垃圾。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垃圾桶

容量，请拆解所有硬纸板箱。如有需要，请申请额外的收集服务。

一般信息

收集时间

奇诺岗市多户住宅的收集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 7 点至下午 5 点，周六上午 7 点至下午 5 点。周日不

提供商业收集服务。

节假日 

WM 遵守以下假期安排：

当您的收集日恰好在这些节假日当天/或之后，您的收集仅会在那个星期延迟一天。

客户服务

使用 My WM 获取更多服务

强大的 My WM 功能可以帮助您在线管理您的服务。马上注册帐户实现在线账单支

付、注册无纸化计费、与代理聊天、查看您的上门收取时间表，以及更多服务。访问 

wm.com/us/en/user/register 或扫描二维码。

通过可以在 iOS (iTunes App Store) 或 Android (Google Play) 手机上下载的 My WM 

应用程序使用您的 My WM 帐户的所有功能。

在线：wm.com | WM 虚拟聊天机器人助手

电话：WM 客服中心 (800) 423-9986

周一至周五上午 8 点至下午 5 点 | 周六上午 8 点至中午 12 点

有关更新信息和其他信息， 

请访问 home.wm.com/chino-hills 或扫描二维码。



垃圾桶中应该投放什么：

禁止投放的垃圾：
塑料袋或塑料薄膜
餐具/炊具
塑料容器
泡沫塑料容器
危险废物
脂肪、油或油脂

禁止投放的垃圾：
食品或液体 
塑料袋或塑料薄膜
泡沫塑料容器
衣物、家具 
或地毯
电池
电子垃圾
危险废物
园林垃圾

禁止投放的垃圾：
有机物/可回收物 
危险废物
电子垃圾
电池、轮胎或油漆
易燃材料

食物废物和 
食物污染纸张

塑料瓶和容器

园林垃圾

食品和饮料罐

农产品

玻璃瓶和容器

肉类、鱼类及家禽

食品和饮料纸盒

奶制品

纸张

面包、面条、米饭、 
谷物、咖啡渣 
和食物污染纸张

平整的硬纸板和纸板

将有机物料直接投放到您的有机垃圾推车中 -  
为减少异味，请将食物垃圾放入纸袋。

将可回收物直接投放到您的回收垃圾推车中 -  
不要把可回收物料装在袋子里。

有机垃圾桶中应该投放什么：

回收垃圾桶中应该投放什么：

花园浇水软管 碎陶瓷盘子和罐子 糖果、零食和 
食品包装

宠物垃圾 衣物和纺织品

泡沫塑料杯和容器

塑料袋 
或塑料薄膜

尿片

我的垃圾桶和/或垃圾推车的颜色会发生改变吗？ 

部分 SB 1383 规定要求整个州的垃圾推车统一颜色。根据新的服务合同，所有商业客户都将收到符合 

SB 1383 标准的新垃圾桶和/或垃圾推车。

64 加仑



服务过渡详情

服务日会有所变化吗？

不会。WM 会继续在您当前的服务日为您提供服务。我们预期您每周废物和回收服务的路线不会发生改

变。但是，服务时间可能会有所更改。

我何时会拿到新的垃圾桶？

通过与您当前的服务提供商合作，WM 已经开始向客户提供新的 WM 垃圾桶。我们要求您在收到新的 

WM 垃圾桶之前，继续使用您现有的垃圾桶。

将根据您当前的垃圾运输服务者提供给 WM 的帐户信息提供垃圾桶。在 2022 年 7 月 1 日之前，WM 不

会进行任何帐户或服务变更。如有垃圾桶相关问题，请于 2022 年 7 月 1 日或之后联系 WM 客户服务中

心 (Customer Care Center)。

WM 将何时为本市提供服务？

2022 年 7 月 1 日，WM 将开始为本市提供服务。在那以前，您将继续享受您当前服务提供商的服务。

我们何时会收到 WM 发来的第一份费用清单？

WM 将于 7 月寄送第一份商业服务费用清单，并于 8 月份寄送第一份滚降垃圾车服务费用清单。您会

在 7 月份收到您当前服务提供商针对 6 月份服务所开具的最后一张费用清单。我们要求您查看您的 

WM 费用清单，以确认您的帐户和服务信息正确无误，因为您的 WM 帐户是使用您当前的垃圾运输服

务者提供的信息而设置的。若您的帐户信息需要更新、修正或更改，请联系 WM 客户服务中心来告知

我们。

费率会发生变化吗？

会。从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本市将采用新的费率。请登录 home.wm.com/chino-hills  

了解有关本市采用的新的垃圾处理和回收费率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