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废弃物管理部的新合约
即将签订！ 
更多信息请参见内页，或访问 
kirklandwa.gov/wastecontract。

2022 年垃圾处理费率

柯克兰市
123 Fifth Ave
Kirkland WA 98033

$
支付账单
市政厅投递箱 
1 (855) 498-9970 
kirklandwa.gov/paymentus

账单问题
柯克兰市公用事业账单部 
(425) 587-3150 
utilitybilling@kirklandwa.gov 
kirklandwa.gov/utility

?
服务问题
废弃物管理部 
1 (800) 592-9995 
pnwrsservices@wm.com 
wmnorthwest.com/kirkland

其他语言和格式
第六章协调员 
(425) 587-3831 
titlevicoordinator@kirklandwa.gov
• 西班牙语 / español
• 中文 / 官话
• 俄语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 葡萄牙语 / português
• 韩语 / 한국어

2022 年垃圾处理
费率详见内页

Información sobre servicios para los desechos
Informações de serviço de resíduos
Yслугах по утилизации отходов
废弃物处理服务相关信息
폐기물 서비스 정보



大件物品收运服务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pnwrsservices@wm.com 或拨打电话 1-800-592-9995 安排大件物品路
边收运服务。该部分费用须缴税。

服务 2022 年 1 月
每件物品收费

2022 年 2-6 月
每件物品收费

2022 年 7-12 月
每件物品收费

沙发 $83.67 $96.53 $31.70

床垫 / 弹簧床垫 $77.77 $89.73 $31.70

椅子 $77.77 $89.73 $31.70

冰箱 / 冰柜  $86.68 $100.01 $42.26

家用电器  $80.71 $93.12 $31.70

2022 年废弃物收运服务费率
有轮垃圾桶

尺寸 垃圾处理服务频率 2022 年 1 月
收费

2022 年 2-6 月
每月收费

2022 年 7-12 月
每月收费

35 加仑 按月收运 $7.38 $8.52 $9.85

10 加仑 按周收运 $9.15 $10.55 $12.21

20 加仑 按周收运 $18.28 $21.09 $24.38

35 加仑 按周收运 $28.45 $32.83 $37.96

64 加仑 按周收运 $52.01 $60.01 $69.40

96 加仑 按周收运 $78.02 $90.01 $104.10

路边废弃物收运服务包括每周回收及“食
物+庭院”废弃物。废弃物收运服务是强制
性的。 

客户每隔一个月缴纳一次费用。费率不包
括适用的税费。所有的固体废弃物服务
费中均包含 10.5% 的柯克兰市公用事业
税，并在公用事业账单中单独列出。访问 
kirklandwa.gov/sfutilities 了解详情。 

低收入老年人折扣 
如果您居住在独户住房内，且您或配偶年
满 62 岁，同时您 2021 年的每月总收入低
于以下金额，即可享受折扣：
• $3,375.00（单身）  
• $3,858.34（已婚）

额外废弃物收费
额外回收不收费。无法装入有轮垃圾桶并使盖子无法完全闭合的额外垃圾和庭院废弃物将
收费。该部分费用须缴税。

服务 2022 年 1 月
收费

2022 年 2-6 月
收费

2022 年 7-12 月
收费

额外垃圾 - 最多 32 加仑（每桶） $6.89 $7.13 $8.11

额外庭院废弃物 - 最多 32 加仑（每桶） $6.04 $6.30 $6.85

额外 96 加仑的废弃物有轮垃圾桶（每月） $16.53 $19.07 $22.06

新合约将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开始生效
柯克兰市将与废弃物管理部签订废弃物收
运服务合约。新合约下的服务将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开始生效。费率上调原因为劳动力、
垃圾处理和回收成本上升。

您将在临近生效日期时收到关于新合约
下最新服务的更多信息。您也可以访问 
kirklandwa.gov/wastecontract 了解更多 
信息。

本市政策规定，在提供福利和服务时，不得因种族、肤色、国籍或性别而对任何人加以歧视。

最新消息！
根据新合

约，大件物
品的收费

将于 7 月份
下调。

如何变更服务级别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pnwrsservices@wm.com 或拨打电话  
1-800-592-9995 联系废弃物管理部，变更有轮垃圾桶尺寸。 

如需申请其他格式或语言的资料，请联系：
第六章协调员  |  (425) 587-3831  |  TitleVICoordinator@kirklandwa.gov
废弃物处理服务相关信息
如需此文件中信息的简体中文版本,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titlevicoordinator@kirklandwa.gov 或拨打  
(425) 587-3831 联络 Title VI 协调员。
Yслугах по утилизации отходов
Свяжитесь с координатором раздела VI, чтобы 
запросить эту информацию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Información sobre servicios para los desechos
Para pedir información sobre este documento 
en español, comuníquese con el coordinador del 
Título VI.

Informações de serviço de resíduos
Para solicitar informações deste documento em 
português, entre em contato com o Coordenador 
do Título VI.
폐기물 서비스 정보
해당 (언어)로 이 서류의 정보를 요청하려면, 
타이틀 VI 코디네이터 (Title VI Coordinator) 에게 
titlevicoordinator@kirklandwa.gov 또는  
(425) 587-3831 로 연락하십시오.



为何上调费率？
• 回收成本比 20 年前提高了。需要额外的工

作人员和新型机器来捡出被错误放入可回
收垃圾中的垃圾。柯克兰市的可回收垃圾中
有 15% 必须被捡出并在垃圾填埋场处理。

• 金县的垃圾处理成本有所增加。Cedar Hills 
垃圾填埋场已经不堪重负。

• 劳动力成本大幅增加。司机工资、福利和养
老金成本都有所增加。 

少扔垃圾的方法
简单的选择即可帮助您的家庭减少产生垃圾。如果能够少扔垃圾，您就可以减少有轮垃圾
桶的尺寸，从而降低费用。

将厨余垃圾扔到灰色的“食物
+庭院”废弃物有轮垃圾桶中
平均每个家庭会扔掉所购食物的四分
之一，请将厨余垃圾放入灰色有轮垃
圾桶中，不要混入其他垃圾中。 

不使用一次性物品
用可重复使用的物品替代一次性 
物品。 
• 买咖啡时自带杯子
• 购物时自带可重复使用的购物袋
• 招待客人时使用耐用的餐盘、杯子和

餐具，不使用纸质和塑料制品

修复损坏的物品
修理损坏的物品，而不是直接换新的。
您可以访问 ifixit.com 查看相关创意和
教程。

减少包装使用
从旧货店、寄售店和古物店购物，而不
是直接买新的。在当地购物而不是在
网上购物，减少包装使用。

有轮垃圾桶外的回收计划
利用特殊回收计划来回收那些不能放
入有轮垃圾桶的物品。 

• 参加有轮垃圾桶旁电子产品的回收。
访问 kirklandwa.gov/electronics 了解
详情。

• 参加有轮垃圾桶旁旧衣物和床品的
回收。访问 kirklandwa.gov/textiles  
了解详情。

• 将塑料袋、外包装和塑料邮寄信封
送到杂货店。访问 kirklandwa.gov/
bagrecycling 了解详情。

有任何疑问？
访问 kirklandwa.gov/wastecontract 了解更多信息。如有任何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recycle@kirklandwa.gov 或拨打 (425) 587-3812 联系柯克兰市固体废弃物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