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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

牛奶利乐包/盒属于纸类可回收物；玻璃牛奶瓶、塑料酸奶
杯、塑料牛奶瓶都属于其他可回收物。（瓶身需洗净后投入可回
收物桶）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

快递包装材料主要包括快递运单、封套、纸箱、标识贴、编
织袋、塑料袋、气泡膜、气柱袋、发泡塑料、胶带等。其中可以
回收的只有纸箱和发泡塑料，其余都为其他垃圾。回收快递纸箱
时，要尽量撕掉透明胶带。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

钢笔多为金属材质，可以回收利用，回收前请保持洁净，不
被油墨污染。

中性笔外壳属于可回收物。中性笔芯为有害垃圾。中性笔是
由原珠笔同水笔两种技术结合而成,其含有大量的铅、墨油、工业
色素、硅胶油等有害物质。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6）：垃圾分类每日一课（6）：垃圾分类每日一课（6）：

圆珠笔外壳属于可回收物。圆珠笔芯为有害垃圾。圆珠笔油
的化学组成主要是一些有色物质（染料、颜料等）和一些油性物
质（烃类、油脂等），还有一些做粘连用的溶剂物质（如甘油、
酒精等）。

塑料手机壳材质一般为PC、ABS和PC+ABS三大类，可回收
送至塑料厂再生为新的塑料原材料。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7）：垃圾分类每日一课（7）：垃圾分类每日一课（7）：

废旧鼠标经过拆解可以获得塑料和金属材料，是可回收物
品。但是无线鼠标在回收前应去除内部的电池。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8）：垃圾分类每日一课（8）：垃圾分类每日一课（8）：

洗干净的洗衣液瓶属于塑料制品，可以回收，类似的还有洗
洁精等清洁用品瓶子。



数据线内的铜是制作电子元件的最常用的材料，也可作建筑
材料，可以回收再利用。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9）：垃圾分类每日一课（9）：垃圾分类每日一课（9）：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0）：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0）：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0）：

计算器属于塑料复合制品，可以再回收利用，但是回收之前计算器属于塑料复合制品，可以再回收利用，但是回收之前
应去除内部的电池。废旧键盘85%的材质为塑料，经过人工拆解应去除内部的电池。废旧键盘85%的材质为塑料，经过人工拆解
和破碎等工序能再生成为新的塑料制品。计算器、键盘、鼠标等和破碎等工序能再生成为新的塑料制品。计算器、键盘、鼠标等
废旧电子产品需按照“绿色回收进机关”的要求统一回收。废旧电子产品需按照“绿色回收进机关”的要求统一回收。

计算器属于塑料复合制品，可以再回收利用，但是回收之前
应去除内部的电池。废旧键盘85%的材质为塑料，经过人工拆解
和破碎等工序能再生成为新的塑料制品。计算器、键盘、鼠标等
废旧电子产品需按照“绿色回收进机关”的要求统一回收。



衣架分为塑料衣架、钢铁衣架、布制衣架、木制衣架，除木衣架分为塑料衣架、钢铁衣架、布制衣架、木制衣架，除木
制衣架不能回收外，其他材质都可回收利用。制衣架不能回收外，其他材质都可回收利用。

衣架分为塑料衣架、钢铁衣架、布制衣架、木制衣架，除木
制衣架不能回收外，其他材质都可回收利用。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1）：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1）：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1）：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2）：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2）：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2）：

街边派发的广告宣传单一般由铜版纸制成，可回收再生成为街边派发的广告宣传单一般由铜版纸制成，可回收再生成为
新的纸制用品。干净的纸质点心盒可回收后经过分选、制浆和脱新的纸制用品。干净的纸质点心盒可回收后经过分选、制浆和脱
墨等工序，再生为新的纸品。这两类物品都属于纸类可回收物。墨等工序，再生为新的纸品。这两类物品都属于纸类可回收物。

街边派发的广告宣传单一般由铜版纸制成，可回收再生成为
新的纸制用品。干净的纸质点心盒可回收后经过分选、制浆和脱
墨等工序，再生为新的纸品。这两类物品都属于纸类可回收物。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4）：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4）：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4）：

雨伞骨架属于金属，可以进行拆解回收后送到制铁厂进行再雨伞骨架属于金属，可以进行拆解回收后送到制铁厂进行再
生利用，属于其他可回收物。生利用，属于其他可回收物。

雨伞骨架属于金属，可以进行拆解回收后送到制铁厂进行再
生利用，属于其他可回收物。

文件夹会被再生工厂拆分为金属和塑料进行回收处理。废旧文件夹会被再生工厂拆分为金属和塑料进行回收处理。废旧
文件夹、订书针、回形针、票夹等都属于其他可回收物。文件夹、订书针、回形针、票夹等都属于其他可回收物。

文件夹会被再生工厂拆分为金属和塑料进行回收处理。废旧
文件夹、订书针、回形针、票夹等都属于其他可回收物。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3）：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3）：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3）：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5）：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5）：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5）：

钥匙属于其他可回收物。制作钥匙的材料主要有铜、铝和其钥匙属于其他可回收物。制作钥匙的材料主要有铜、铝和其
它金属，都可以回收制成金属原料。它金属，都可以回收制成金属原料。

钥匙属于其他可回收物。制作钥匙的材料主要有铜、铝和其
它金属，都可以回收制成金属原料。

玩具大多由塑料PP、ABS制成，可回收后经过重熔、造粒等玩具大多由塑料PP、ABS制成，可回收后经过重熔、造粒等
工序再生为新的塑料制品，塑料玩具属于其他可回收物。工序再生为新的塑料制品，塑料玩具属于其他可回收物。

玩具大多由塑料PP、ABS制成，可回收后经过重熔、造粒等
工序再生为新的塑料制品，塑料玩具属于其他可回收物。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6）：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6）：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6）：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7）：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7）：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7）：

玻璃可以100%的再生，而且可以反复地循环再利用。食品玻璃可以100%的再生，而且可以反复地循环再利用。食品
罐、调料罐属于可回收物的玻璃，回收时要撕掉瓶身标签，瓶内罐、调料罐属于可回收物的玻璃，回收时要撕掉瓶身标签，瓶内
残留物用水洗净，尽量保持瓶身完好，小心投放到其他可回收物残留物用水洗净，尽量保持瓶身完好，小心投放到其他可回收物
桶。桶。

玻璃可以100%的再生，而且可以反复地循环再利用。食品
罐、调料罐属于可回收物的玻璃，回收时要撕掉瓶身标签，瓶内
残留物用水洗净，尽量保持瓶身完好，小心投放到其他可回收物
桶。

干净衣服是可回收的重要资源之一，属于其他可回收物。请干净衣服是可回收的重要资源之一，属于其他可回收物。请
将衣物清洗干净装进袋子后再投进旧衣物回收箱。回收公司会对将衣物清洗干净装进袋子后再投进旧衣物回收箱。回收公司会对
这些衣物进行分拣,一些可以直接捐出去的衣物,消毒、包装后便直这些衣物进行分拣,一些可以直接捐出去的衣物,消毒、包装后便直
接寄去贫困山区或孤儿院。另一部分不符合二次穿用的衣物,回收接寄去贫困山区或孤儿院。另一部分不符合二次穿用的衣物,回收
公司就会将其分解为原始材料,变废为宝,统一制成劳保用品,如隔热公司就会将其分解为原始材料,变废为宝,统一制成劳保用品,如隔热
手套、拖把等。手套、拖把等。

干净衣服是可回收的重要资源之一，属于其他可回收物。请
将衣物清洗干净装进袋子后再投进旧衣物回收箱。回收公司会对
这些衣物进行分拣,一些可以直接捐出去的衣物,消毒、包装后便直
接寄去贫困山区或孤儿院。另一部分不符合二次穿用的衣物,回收
公司就会将其分解为原始材料,变废为宝,统一制成劳保用品,如隔热
手套、拖把等。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8）：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8）：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8）：



布偶、窗帘、布袋等可以回收再生产为纺线或棉纱，属于其布偶、窗帘、布袋等可以回收再生产为纺线或棉纱，属于其
他可回收物，回收前请保持干净。他可回收物，回收前请保持干净。

布偶、窗帘、布袋等可以回收再生产为纺线或棉纱，属于其
他可回收物，回收前请保持干净。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9）：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9）：垃圾分类每日一课（19）：

光盘（包括VCD、DVD、LD、CD-ROM）是一种特殊的电光盘（包括VCD、DVD、LD、CD-ROM）是一种特殊的电
子废弃物，具有很高的回收价值，基层材料和金属镀层都可回子废弃物，具有很高的回收价值，基层材料和金属镀层都可回
收。请按照“绿色回收进机关”的方式，由单位统一交给格林美收。请按照“绿色回收进机关”的方式，由单位统一交给格林美
等有资质的资源循环公司处置。等有资质的资源循环公司处置。

光盘（包括VCD、DVD、LD、CD-ROM）是一种特殊的电
子废弃物，具有很高的回收价值，基层材料和金属镀层都可回
收。请按照“绿色回收进机关”的方式，由单位统一交给格林美
等有资质的资源循环公司处置。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0）：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0）：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0）：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1）：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1）：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1）：

金属奶粉罐、铁质饼干盒、罐头盒属于其他可回收物，可回金属奶粉罐、铁质饼干盒、罐头盒属于其他可回收物，可回
收送至钢铁厂，经过破碎、重熔等工序制成新的铁制品，投放前收送至钢铁厂，经过破碎、重熔等工序制成新的铁制品，投放前
请清洗干净。请清洗干净。

金属奶粉罐、铁质饼干盒、罐头盒属于其他可回收物，可回
收送至钢铁厂，经过破碎、重熔等工序制成新的铁制品，投放前
请清洗干净。

纸质纸巾盒、日历、信封、档案袋都属于纸类可回收物，回纸质纸巾盒、日历、信封、档案袋都属于纸类可回收物，回
收后经过分选、制浆和脱墨等工序，再生为新的纸品。收后经过分选、制浆和脱墨等工序，再生为新的纸品。

纸质纸巾盒、日历、信封、档案袋都属于纸类可回收物，回
收后经过分选、制浆和脱墨等工序，再生为新的纸品。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2）：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2）：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2）：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3）：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3）：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3）：

枯萎的鲜花、枯枝败叶是厨余垃圾。一般情况，尘土、灰尘
清扫归成一堆，属于其他垃圾，但装修过后的残土则不能按照生
活垃圾处理，应该成袋装好后单独放置，由物业或社区保洁统一
清运。而清扫中的枯枝败叶、枯萎的鲜花，不应该与清扫的尘土
放在一起，因为它们能够降解成肥料，归属于厨余垃圾。

茶叶渣、鸡蛋壳都是生活中常见的厨余垃圾。经过一定的处茶叶渣、鸡蛋壳都是生活中常见的厨余垃圾。经过一定的处
理可以作为花肥使用，把蛋壳洗净后捣碎再加入盆土中，有助于理可以作为花肥使用，把蛋壳洗净后捣碎再加入盆土中，有助于
排水，并且蛋壳中含有碳酸钙，可降低盆土的酸度。把茶叶渣收排水，并且蛋壳中含有碳酸钙，可降低盆土的酸度。把茶叶渣收
集经过堆沤发酵以后，再混入盆土中，可以增加营养并且改善土集经过堆沤发酵以后，再混入盆土中，可以增加营养并且改善土
壤的结构。壤的结构。

茶叶渣、鸡蛋壳都是生活中常见的厨余垃圾。经过一定的处
理可以作为花肥使用，把蛋壳洗净后捣碎再加入盆土中，有助于
排水，并且蛋壳中含有碳酸钙，可降低盆土的酸度。把茶叶渣收
集经过堆沤发酵以后，再混入盆土中，可以增加营养并且改善土
壤的结构。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4）：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4）：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4）：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5）：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5）：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5）：

花生壳、瓜子壳、龙眼和荔枝等瓜果皮核都属于厨余垃圾，花生壳、瓜子壳、龙眼和荔枝等瓜果皮核都属于厨余垃圾，
可用于堆肥。可用于堆肥。

花生壳、瓜子壳、龙眼和荔枝等瓜果皮核都属于厨余垃圾，
可用于堆肥。

过期霉变的食品为厨余垃圾。如过期饼干、糖果、大米、面过期霉变的食品为厨余垃圾。如过期饼干、糖果、大米、面
粉等，投放时要避免混入包装袋，即将厨余垃圾投放到厨余垃圾粉等，投放时要避免混入包装袋，即将厨余垃圾投放到厨余垃圾
桶，包装袋投放到其他垃圾桶。桶，包装袋投放到其他垃圾桶。

过期霉变的食品为厨余垃圾。如过期饼干、糖果、大米、面
粉等，投放时要避免混入包装袋，即将厨余垃圾投放到厨余垃圾
桶，包装袋投放到其他垃圾桶。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6）：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6）：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6）：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7）：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7）：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7）：

中药渣属于厨余垃圾，中药渣本身就是高营养的物质，草药中药渣属于厨余垃圾，中药渣本身就是高营养的物质，草药
的根、叶中就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和有机物，将中药直接倒在花的根、叶中就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和有机物，将中药直接倒在花
盆里能够起到补充营养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煮过之后盆里能够起到补充营养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煮过之后
的中药渣很容易分解成腐殖质，在使用时一定要将其晾晒散开在的中药渣很容易分解成腐殖质，在使用时一定要将其晾晒散开在
花盆内，一次不能堆积太多，否则容易发生霉变。再或者可以将花盆内，一次不能堆积太多，否则容易发生霉变。再或者可以将
中药渣直接和盆栽土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之后，再将植物种植中药渣直接和盆栽土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之后，再将植物种植
其中。其中。

中药渣属于厨余垃圾，中药渣本身就是高营养的物质，草药
的根、叶中就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和有机物，将中药直接倒在花
盆里能够起到补充营养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煮过之后
的中药渣很容易分解成腐殖质，在使用时一定要将其晾晒散开在
花盆内，一次不能堆积太多，否则容易发生霉变。再或者可以将
中药渣直接和盆栽土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之后，再将植物种植
其中。

过期药品、过期化妆品属于有害垃圾。如果要把过期或使用
完的药品、化妆品丢弃，应该连同其包装物一起投入有害垃圾
桶，以免混入其他类别垃圾中，污染环境。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8）：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8）：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8）：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9）：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9）：垃圾分类每日一课（29）：

日常使用的1号、5号、7号等干电池已实现无汞，按照国家现
行垃圾分类标准，属于其他垃圾。但除干电池外的其他电池，如
钮扣电池、电子产品用的锂电池、电动车电瓶等铅蓄电池和镍镉
充电电池仍需回收，应将其集中放置在有害垃圾桶，由专业回收
机构收集。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0）：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0）：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0）：

节能灯和荧光灯管中含有汞，对大气、土壤、水源的污染十
分严重，属于有害垃圾。



硒鼓和墨盒属于有害垃圾。危害有二，一是硒鼓墨盒中的粉
状颗粒由于具有电荷，吸附性极强，非常容易进入人体，可能会
导致呼吸道疾病，具有微毒性，长期接触有害于人体健康。其
二，其中的涂料成分中有可能会含有铅等重金属成分，长期接触
会导致重金属污染。也因此，硒鼓和墨盒的废弃品，是列入国家
危险废弃名录的。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1）：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1）：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1）：

废水银温度计、废水银血压计、荧光棒等含汞类物品属于有废水银温度计、废水银血压计、荧光棒等含汞类物品属于有
害垃圾。注意，为避免有害物质在专业处置前流入自然环境，投害垃圾。注意，为避免有害物质在专业处置前流入自然环境，投
放时请妥善包裹，防止废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等破碎，废有放时请妥善包裹，防止废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等破碎，废有
机溶剂、矿物油等物质从容器中溢出。机溶剂、矿物油等物质从容器中溢出。

废水银温度计、废水银血压计、荧光棒等含汞类物品属于有
害垃圾。注意，为避免有害物质在专业处置前流入自然环境，投
放时请妥善包裹，防止废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等破碎，废有
机溶剂、矿物油等物质从容器中溢出。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2）：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2）：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2）：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3）：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3）：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3）：

杀虫剂、空调清洗剂、空气清新剂等化学品应在通风良好、杀虫剂、空调清洗剂、空气清新剂等化学品应在通风良好、
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彻底排空再投放到有害垃圾桶。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彻底排空再投放到有害垃圾桶。

杀虫剂、空调清洗剂、空气清新剂等化学品应在通风良好、
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彻底排空再投放到有害垃圾桶。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4）：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4）：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4）：

过期药物、家中使用过的创可贴和医用纱布、医用棉签等都过期药物、家中使用过的创可贴和医用纱布、医用棉签等都
是医疗垃圾（易与生活垃圾混同缺少立法规范的医疗垃圾）属于是医疗垃圾（易与生活垃圾混同缺少立法规范的医疗垃圾）属于
有害垃圾。随便扔过期药品除了会污染环境，还有可能造成人畜有害垃圾。随便扔过期药品除了会污染环境，还有可能造成人畜
误食，甚至存在被回收后重新给病人使用的风险。误食，甚至存在被回收后重新给病人使用的风险。

过期药物、家中使用过的创可贴和医用纱布、医用棉签等都
是医疗垃圾（易与生活垃圾混同缺少立法规范的医疗垃圾）属于
有害垃圾。随便扔过期药品除了会污染环境，还有可能造成人畜
误食，甚至存在被回收后重新给病人使用的风险。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5）：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5）：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5）：

丙烯颜料、调色板、颜料盒扔掉后会污染环境，属于有害垃丙烯颜料、调色板、颜料盒扔掉后会污染环境，属于有害垃
圾，请投入有害垃圾桶。圾，请投入有害垃圾桶。

丙烯颜料、调色板、颜料盒扔掉后会污染环境，属于有害垃
圾，请投入有害垃圾桶。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6）：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6）：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6）：

废胶片、废旧X光片、CT胶片等感光材料废弃物为有害垃废胶片、废旧X光片、CT胶片等感光材料废弃物为有害垃
圾，请投入有害垃圾桶。感光材料废物中含有多种有毒、有害成圾，请投入有害垃圾桶。感光材料废物中含有多种有毒、有害成
分，如果处置利用不当，会造成环境污染。分，如果处置利用不当，会造成环境污染。

废胶片、废旧X光片、CT胶片等感光材料废弃物为有害垃
圾，请投入有害垃圾桶。感光材料废物中含有多种有毒、有害成
分，如果处置利用不当，会造成环境污染。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7）：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7）：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7）：

染发剂、染发膏和染发焗油霜及其包装物属于有害垃圾，请染发剂、染发膏和染发焗油霜及其包装物属于有害垃圾，请
投入有害垃圾桶。染发剂中含有汞、镍、镉等重金属，使用时会投入有害垃圾桶。染发剂中含有汞、镍、镉等重金属，使用时会
造成对水体污染。造成对水体污染。

染发剂、染发膏和染发焗油霜及其包装物属于有害垃圾，请
投入有害垃圾桶。染发剂中含有汞、镍、镉等重金属，使用时会
造成对水体污染。

香水瓶、未用完的打火机被暴晒时易燃易爆，属于有害垃香水瓶、未用完的打火机被暴晒时易燃易爆，属于有害垃
圾，请投入有害垃圾桶。圾，请投入有害垃圾桶。

香水瓶、未用完的打火机被暴晒时易燃易爆，属于有害垃
圾，请投入有害垃圾桶。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8）：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8）：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8）：



液体蚊香瓶，电蚊香片为有害垃圾，使用完后请投入有害垃液体蚊香瓶，电蚊香片为有害垃圾，使用完后请投入有害垃
圾桶。圾桶。

液体蚊香瓶，电蚊香片为有害垃圾，使用完后请投入有害垃
圾桶。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9）：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9）：垃圾分类每日一课（39）：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0）：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0）：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0）：

洁厕灵、84消毒液是有害垃圾，投放时要保持原包装，投入洁厕灵、84消毒液是有害垃圾，投放时要保持原包装，投入
有害垃圾桶，不要混入其他垃圾桶（温馨提示：洁厕灵与84消毒有害垃圾桶，不要混入其他垃圾桶（温馨提示：洁厕灵与84消毒
液不能混合使用，两种化学制剂混和后产生化学反应，排放出大液不能混合使用，两种化学制剂混和后产生化学反应，排放出大
量氯气，刺激眼睛和呼吸道，甚至引起氯气中毒）量氯气，刺激眼睛和呼吸道，甚至引起氯气中毒）

洁厕灵、84消毒液是有害垃圾，投放时要保持原包装，投入
有害垃圾桶，不要混入其他垃圾桶（温馨提示：洁厕灵与84消毒
液不能混合使用，两种化学制剂混和后产生化学反应，排放出大
量氯气，刺激眼睛和呼吸道，甚至引起氯气中毒）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1）：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1）：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1）：

纸杯、泡面盒、饮料杯（如奶茶杯、咖啡杯）属于其他垃
圾。不可回收是因为它们的表面附上了一层塑料薄膜（防止渗
水），在回收处理环节不易与纸分离。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2）：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2）：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2）：

餐巾纸、卫生纸属于其他垃圾。原因是这类纸水溶性太强，
不可回收。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3）：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3）：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3）：

破旧陶瓷制品属于其他垃圾，不可回收。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4）：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4）：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4）：

烟盒、照片、明信片、复写纸、收据单、便利贴、铝箔纸
（如口香糖包装纸）、玻璃纸（如糖果纸、部分包装纸）等纸张
成分复杂，不可回收，属于其他垃圾。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5）：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5）：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5）：

热水瓶胆归为其他垃圾。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
薄的银层，现在大都用铝镀层，不会脱落，无害，算其他垃圾；
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

铅笔属于其他垃圾，铅笔主要的成分是石墨。对环境的影响
微乎其微，所以废弃的铅笔头不属于有害垃圾。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6）：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6）：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6）：



日常在家煮汤剩下的猪牛羊大骨头也就是大棒骨，因非常难日常在家煮汤剩下的猪牛羊大骨头也就是大棒骨，因非常难
降解腐蚀，应为其他垃圾，而不属于厨余垃圾。降解腐蚀，应为其他垃圾，而不属于厨余垃圾。

日常在家煮汤剩下的猪牛羊大骨头也就是大棒骨，因非常难
降解腐蚀，应为其他垃圾，而不属于厨余垃圾。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7）：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7）：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7）：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8）：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8）：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8）：

塑料购物袋、垃圾袋、食品包装袋属于其他垃圾，故将其投塑料购物袋、垃圾袋、食品包装袋属于其他垃圾，故将其投
放入其他垃圾桶内，切勿随食品一起投入厨余垃圾桶。放入其他垃圾桶内，切勿随食品一起投入厨余垃圾桶。

塑料购物袋、垃圾袋、食品包装袋属于其他垃圾，故将其投
放入其他垃圾桶内，切勿随食品一起投入厨余垃圾桶。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9）：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9）：垃圾分类每日一课（49）：

使用过的化妆棉、化妆棉签、面膜都属于其他垃圾。使用过的化妆棉、化妆棉签、面膜都属于其他垃圾。使用过的化妆棉、化妆棉签、面膜都属于其他垃圾。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0）：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0）：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0）：

不锈钢拖把的长柄部分可以拆解后回收再生为新的金属制不锈钢拖把的长柄部分可以拆解后回收再生为新的金属制
品，为其他可回收物；但拖头已被污染，无法回收，属于其他垃品，为其他可回收物；但拖头已被污染，无法回收，属于其他垃
圾，类似的还有抹布，也属于其他垃圾。圾，类似的还有抹布，也属于其他垃圾。

不锈钢拖把的长柄部分可以拆解后回收再生为新的金属制
品，为其他可回收物；但拖头已被污染，无法回收，属于其他垃
圾，类似的还有抹布，也属于其他垃圾。



烟蒂、毛发、尘土、宠物粪便都属于其他垃圾。烟蒂、毛发、尘土、宠物粪便都属于其他垃圾。烟蒂、毛发、尘土、宠物粪便都属于其他垃圾。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1）：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1）：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1）：

用完的固体胶、印泥属于其他垃圾，使用过的一次性口罩属用完的固体胶、印泥属于其他垃圾，使用过的一次性口罩属
于其他垃圾，请投入其他垃圾。于其他垃圾，请投入其他垃圾。

用完的固体胶、印泥属于其他垃圾，使用过的一次性口罩属
于其他垃圾，请投入其他垃圾。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2）：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2）：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2）：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3）：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3）：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3）：

废旧厨房百洁布、花泥、海绵属于其他垃圾，请投入其他垃废旧厨房百洁布、花泥、海绵属于其他垃圾，请投入其他垃
圾桶。圾桶。

废旧厨房百洁布、花泥、海绵属于其他垃圾，请投入其他垃
圾桶。

榴莲壳、椰子壳属于其他垃圾，不属于厨余垃圾。原因是它榴莲壳、椰子壳属于其他垃圾，不属于厨余垃圾。原因是它
们难腐蚀且质地坚硬不易粉碎，易损坏餐厨垃圾末端处理设备而们难腐蚀且质地坚硬不易粉碎，易损坏餐厨垃圾末端处理设备而
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大骨头。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大骨头。

榴莲壳、椰子壳属于其他垃圾，不属于厨余垃圾。原因是它
们难腐蚀且质地坚硬不易粉碎，易损坏餐厨垃圾末端处理设备而
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大骨头。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4）：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4）：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4）：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5）：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5）：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5）：

垃圾源头减量，我们可以这样做：文件袋、档案袋尽量重复垃圾源头减量，我们可以这样做：文件袋、档案袋尽量重复
使用；使用可以更换笔芯的笔；用回形针替代订书针。使用；使用可以更换笔芯的笔；用回形针替代订书针。

垃圾源头减量，我们可以这样做：文件袋、档案袋尽量重复
使用；使用可以更换笔芯的笔；用回形针替代订书针。

垃圾源头减量，我们可以这样做：随身准备一个环保布袋，垃圾源头减量，我们可以这样做：随身准备一个环保布袋，
在买东西或盛放东西时用布袋来替代塑料袋。在买东西或盛放东西时用布袋来替代塑料袋。

垃圾源头减量，我们可以这样做：随身准备一个环保布袋，
在买东西或盛放东西时用布袋来替代塑料袋。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6）：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6）：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6）：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7）：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7）：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7）：

垃圾源头减量，我们可以这样做：在饭店、食堂、家里适量垃圾源头减量，我们可以这样做：在饭店、食堂、家里适量
取餐、合理搭配、减少浪费。取餐、合理搭配、减少浪费。

垃圾源头减量，我们可以这样做：在饭店、食堂、家里适量
取餐、合理搭配、减少浪费。

垃圾源头减量，我们可以这样做：旧图书、不穿的外衣、可垃圾源头减量，我们可以这样做：旧图书、不穿的外衣、可
使用的旧家电、旧家具捐赠给需要的人，或变卖的二手市场再利使用的旧家电、旧家具捐赠给需要的人，或变卖的二手市场再利
用。用。

垃圾源头减量，我们可以这样做：旧图书、不穿的外衣、可
使用的旧家电、旧家具捐赠给需要的人，或变卖的二手市场再利
用。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8）：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8）：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8）：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9）：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9）：垃圾分类每日一课（59）：

垃圾源头减量，我们可以这样做：随身携带一个保温水杯，垃圾源头减量，我们可以这样做：随身携带一个保温水杯，
减少瓶装水和一次性杯子的使用；少点外卖，减少一次性塑料餐减少瓶装水和一次性杯子的使用；少点外卖，减少一次性塑料餐
具的使用。具的使用。

垃圾源头减量，我们可以这样做：随身携带一个保温水杯，
减少瓶装水和一次性杯子的使用；少点外卖，减少一次性塑料餐
具的使用。

垃圾源头减量，我们可以这样做：提倡无纸化办公，纸张双垃圾源头减量，我们可以这样做：提倡无纸化办公，纸张双
面打印，节约用纸；倡导使用可再生资源生产的产品，如再生面打印，节约用纸；倡导使用可再生资源生产的产品，如再生
笔、再生纸。笔、再生纸。

垃圾源头减量，我们可以这样做：提倡无纸化办公，纸张双
面打印，节约用纸；倡导使用可再生资源生产的产品，如再生
笔、再生纸。

垃圾分类每日一课（60）：垃圾分类每日一课（60）：垃圾分类每日一课（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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