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1 ᇣᑇᇣᎱᵅ⬎ 1 ϕⳂᑫ

ᇣᑇᏖᇣᎱϰ⬎ 1-11-11

᱂߽ৌ䗮ᇣᑇ⫳⌏नৠ㌘ড়

ᇣᑇᏖᇣᎱϰ⬎ 1-18-15

7-11 ᇣᑇᇣᎱ䒞キᵅষᑫ

ᇣᑇᏖᇣᎱϰ⬎ 1-21-15

WELCIA ∌ᯎ Food Style ᇣᑇᑫ

ᇣᑇᏖᇣᎱϰ⬎ 2-12-1

∌ᯎ Food Style ᇣᑇᑫ

ᇣᑇᏖᇣᎱϰ⬎ 2-12-1

ᇣᎱԣᅙㅵ⧚㌘ড়

ᇣᑇᏖᇣᎱϰ⬎ 2-13-17

ᇣᑇᏖ反ৄ 17-15

SHIGETA ಲᬊᑫ

ᇣᑇᏖᇣᎱϰ⬎ 3-1-1

ᇣᑇᏖ反ৄ 31-15

ECOS TAIRAYA ᇣᑇᑫ

Ϟ∈ᮄ⬎
⌙㾕㤊ು

ᇣᑇᏖϞ∈ᮄ⬎ 1-24-38

7-11 ᇣᑇϞ∈ᮄ⬎ 1 ϕⳂᑫ

ᇣᑇᏖϞ∈ᮄ⬎ 1-24-42
ᇣᑇᏖϞ∈ᮄ⬎ 3-10-8

呄ৄ
㕙Ể ᇣᑇ反ৄᑫ
7-11 ᇣᑇ反ৄᑫ
䮰ḍଚᑫ

ᇣᑇᏖᇣᎱϰ⬎ 5-20-16

Ϟ∈ᴀ⬎

ᇣᑇᏖ反ৄ 44-10

ᇣᎱ⬎

ܼᆊ ᇣᑇϞ∈ᴀ⬎ᑫ

ᇣᑇᏖϞ∈ᴀ⬎ 2-14-34

ት⊍

ᇣᑇᏖᇣᎱ⬎ 1-136-1

WELCIA ᇣᑇϞ∈ᴀ⬎ᑫ

ᇣᑇᏖϞ∈ᴀ⬎ 3-5-3

㕙Ể ᇣᑇᇣᎱ⬎ 1 ϕⳂᑫ

ᇣᑇᏖᇣᎱ⬎ 1-279-2

SUN DRUG ។まᑫ

ᇣᑇᏖϞ∈ᴀ⬎ 6-4-1

7-11 ᵅᏖ䒞キफᑫ

ᇣᑇᏖᇣᎱ⬎ 1-388-5

㎆ם䜦䉽㙵ӑ݀ৌ Y ଚᑫ
㮣ሟᇣᑇ

ᇣᑇᏖϞ∈ᴀ⬎ 6-10-15

∳㮸ଚᑫ

ᇣᑇᏖᇣᎱ⬎ 1-419

INAGEYA 㙵ӑ݀ৌ ᇣᑇᇣᎱ‟ᑫ

ᇣᑇᏖᇣᎱ⬎ 1-432-1

WELPARK ᇣᑇᇣᎱ‟ᑫ

ᇣᑇᏖᇣᎱ⬎ 1-432-1

ܼᆊ ᇣᑇᇣᎱ⬎ᑫ

ᇣᑇᏖᇣᎱ⬎ 1-854

7-11 ᇣᑇࡉۍ催᷵ࠡᑫ

ᇣᑇᏖᇣᎱ⬎ 1-891-3

ゟᎱ㉇ᑫ

ᇣᑇᏖᇣᎱ⬎ 1-937

MINISTOP ᇣᑇ TAKANO 㸫䘧ᑫ

ᇣᑇᏖᇣᎱ⬎ 1-973-1

7-11 ᇣᑇ୰ᑇ⬎ 1 ϕⳂᑫ

ᇣᑇᏖ୰ᑇ⬎ 1-11-2

反ৄ亳ક仼

ᇣᑇᏖᇣᎱ⬎ 1-1097

Big-A ᇣᑇ೬ഄᑫ

ᇣᑇᏖ୰ᑇ⬎ 3-2-5-106

ܼᆊ ᇣᑇ TAKANO 㸫䘧ᑫ

ᇣᑇᏖᇣᎱ⬎ 1-1115-3

ᮍଚᑫ

Ϟ∈फ⬎
7-11 ᇣᑇϞ∈फ⬎ 1 ϕⳂᑫ
ܼᆊ ᇣᑇϞ∈फ⬎ᑫ
‿ቅଚᑫ
催ᴝଚᑫ

ᇣᑇᏖᇣᎱ⬎ 1-2141

7-11 ᇣᑇᇣᎱ䴦ṙ㸫䘧ᑫ

ᇣᑇᏖᇣᎱ⬎ 1-2251-1

ASAYAKE Ѡὁ᠔

ᇣᑇᏖᇣᎱ⬎ 2-1159

7-11 ᮄᇣᑇ䒞キࠡᑫ

ᇣᑇᏖᇣᎱ⬎ 2-1212-1

ᇣᑇᏖϞ∈फ⬎ 1-31-26

ᇣᑇᏖϞ∈फ⬎ 2-15-41
ᇣᑇᏖϞ∈फ⬎ 2-28-9
ᇣᑇᏖϞ∈फ⬎ 3-18-15

୰ᑇ⬎

⋹⬄⬎
㕙Ể ⋹⬄⬎ 3 ϕⳂᑫ

ᇣᑇᏖ⋹⬄⬎ 3-34-10

ܼᆊ ᇣᑇᄺು㽓⬎ᑫ

ᇣᑇᏖ⋹⬄⬎ 3-35-22

Йሟᮍ㉇←ᑫ

ᇣᑇᏖ⋹⬄⬎ 3-40-8

ᄺು㽓⬎
⬄⋟કᑫ

ᇣᑇᏖᄺು㽓⬎ 1-25-38

ᇣᑇᏖᇣᎱ⬎ 2-1278-9

AMAIKE 䍙Ꮦ ϔ‟ᄺುᑫ

ᇣᑇᏖᄺು㽓⬎ 1-26-41

MINISTOP ᇣᑇᇣᎱᑫ

ᇣᑇᏖᇣᎱ⬎ 2-1812-3

㕙Ể ᇣᑇᄺು㽓⬎ 1 ϕⳂᑫ

ᇣᑇᏖᄺು㽓⬎ 1-26-44

SUN DRUG ᇣᑇᑫ

ᇣᑇᏖᇣᎱ⬎ 2-1813-1

ᇣᑇ㟜ὁ

ᇣᑇᏖᄺು㽓⬎ 2-13-33

㕙Ể ᇣᑇᄺು㽓⬎ 3 ϕⳂᑫ

ᇣᑇᏖᄺು㽓⬎ 3-1-35

WELCIA ᇣᑇᄺು㽓⬎ᑫ

ᇣᑇᏖᄺು㽓⬎ 3-26-22

DRUG SEIMS ᇣᑇᇣᎱᑫ
SUZUKAME 㙵ӑ݀ৌ

JA ᵅҀ℺㮣 ᇣᑇ䖆䊓Ꮦจ

ᇣᑇᏖᇣᎱ⬎ 2-1220-5

ᇣᑇᏖᇣᎱ⬎ 2-1827

ܼᆊ ᇣᑇᇣᎱ⬎ 2 ϕⳂᑫ

ᇣᑇᏖᇣᎱ⬎ 2-1956-4

ܻቅ㞾ࢩ䒞Ꮉὁ

ᇣᑇᏖᇣᎱ⬎ 2-2048

INAGEYA 㙵ӑ݀ৌ ᇣᑇᄺು㽓⬎ᑫ ᇣᑇᏖᄺು㽓⬎ 3-30-18

ᄺುϰ⬎

ᇣᎱ㽓⬎
ᨽ㡱䳏″

ᇣᑇᏖᄺುϰ⬎ 1-3-9

℺⬄㉇←ᑫ

ᇣᑇᏖᄺುϰ⬎ 1-3-10

MARUETSU ϔ‟ᄺುᑫ

ᇣᑇᏖᄺುϰ⬎ 1-4-5
Gakuen Bldg. 1/2F

ᇣᑇᏖᇣᎱ㽓⬎ 3-1-10

Big-A ᇣᑇᄺುϰ⬎ᑫ

ᇣᑇᏖᄺುϰ⬎ 1-4-7

ܼᆊ ᇣᑇᇣᎱ㽓⬎ᑫ

ᇣᑇᏖᇣᎱ㽓⬎ 3-26-1

SUN DRUG ϔ‟ᄺುᑫ

ᇣᑇᏖᄺುϰ⬎ 1-6-13

ࡴ໑䈋ϡࢩ⫶㙵ӑ݀ৌ

ᇣᑇᏖᇣᎱ㽓⬎ 4-13-16

㤊⍋㯏 ᆂ䤟೦ ᄺು䯾ᴀᑫ

ᇣᑇᏖᄺುϰ⬎ 1-8-1

YUWA˄ᇣ䞢✭㤝ᑫ˅

ᇣᑇᏖᇣᎱ㽓⬎ 4-23-25

⫳⌏नৠ㌘ড় COOP ՚ COOP
ᇣᎱ㽓⬎ᑫ

ᇣᑇᏖᇣᎱ㽓⬎ 1-2-1

AMAIKE 䍙Ꮦ ᇣᎱᑫ

ᇣᑇᏖᇣᎱ㽓⬎ 1-19-10

renkaippin.com

ᇣᑇᏖᇣᎱ㽓⬎ 2-26-13

ܼᆊ ᇣᑇЁᆓ㸫ᑫ

ROOM SELECT

ᇣᑇᏖᄺುϰ⬎ 2-6-21
Bridge One 1F

TSURUHA DRUG ᇣᑇᇣᎱᑫ

ᇣᑇᏖᇣᎱ㽓⬎ 4-23-25
SANEITO ᇣ䞢

催‟䜦ᑫ

ᇣᑇᏖᄺುϰ⬎ 2-6-29

໑ϡࢩ⫶㙵ӑ݀ৌ

ᇣᑇᏖᇣᎱ㽓⬎ 4-28-6

DRUG SEIMS ᇣᑇϰᑫ

ᇣᑇᏖᄺುϰ⬎ 3-6-25

ᇣᎱ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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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ঢ়䀊ᖋ ᇣᑇᑫ

ᇣᑇᏖᇣᎱϰ⬎ 1-5-23

WELCIA ᇣᑇᇣᎱᵅᑫ

ᇣᑇᏖᇣᎱϰ⬎ 1-6-20

㕙Ể ᇣᑇᄺುϰ⬎ᑫ

ᇣᑇᏖᄺುϰ⬎ 3-6-28

ӆ⬎
BAMOS

ᇣᑇᏖӆ⬎ 55-4

ᷛㅒ

ഄഔ
ᇣᑇᏖᇣᎱϰ⬎ 1-6-20

ᇣᑇᏖЁዊ⬎ 31-17

⫳⌏णৠ㒘ড় COOP ᴹ
MINI COOP 呄ৄᑫ

ᑫ䫎ৡ
ܼᆊ ᇣᑇᇣᎱᑫ

Ёቯ⬎
CREATE SD ᇣᑇЁቯ⬎ᑫ

᳔ᮄֵᙃ䇋ᶹ䆶ᇣᑇ
ᎹଚӮⱘЏ义Ǆ

ᣛᅮ㹟

ഄഔ

ᷛㅒ

ᑫ䫎ৡ

ᣛᅮ㹟

ᣛᅮಲᬊ㹟ㄝⱘ䫔ଂᑫ䫎ϔ㾜

地址
花小金井

小平市仲町 251

罗森百元店 小平仲町店
全家 小平 AKASHIA 大街店

小平市仲町 425-8

松本清股份公司
花小金井车站北口店
西友有限公司 花小金井店

小平市花小金井 1-2-23

7-11 小平仲町店

小平市仲町 523

水口酒店

小平市花小金井 1-3-26

INAGEYA 股份公司 花小金井车站前店

小平市花小金井 1-8-3

WELPARK 花小金井车站前店

小平市花小金井 1-8-3

MURANOYA

小平市花小金井 1-10-9

7-11 小平东京街道店

小平市花小金井 3-7-5

生活协同组合 COOP 未来 COOP
花小金井店

小平市花小金井 3-22-2

全家 花小金井 4 丁目店

小平市花小金井 4-13-9

7-11 小平花小金井 4 丁目店

小平市花小金井 4-32-1

Tomod’s 花小金井店

小平市花小金井 4-32-9

7-11 小平武道馆前

小平市花小金井 5-1-20

WELPARK 小平花小金井店

小平市花小金井 5-35-26

美园町
7-11 小平车站南店
AMAIKE 超市 小平店

小平市美园町 1-2-15

全家 丸万小平南口店

小平市美园町 1-12-5

Drug For You 小平店

小平市美园町 1-15-2

小平市美园町 1-7-5

西友有限公司 小平店
MATSUMI 电器

小平市美园町 1-33-2

全家 小平车站北口店

小平市美园町 2-2-18

7-11 小平美园町 3 丁目店

小平市美园町 3-31-32

小平市美园町 2-2-9

回田町
7-11 小平回田町店

小平市回田町 89-4

INAKGEYA 股份公司 小平回田店
WELPARK 小平回田店

小平市回田町 92-1

小平市回田町 305-5

全家 小平回田町店

小平市回田町 312-1

YAOKO 小平回田店

小平市回田町 340-1

御幸町

大荣 小金井店

小金井市本町 5-34-14

伊藤洋华堂 武藏小金井店

小金井市本町 6-14-9

全家 小金井樱町店

小金井市樱町 1-15-8

Olympic

小金井店

小金井市貫井北町 4-3-1

国分寺市

小平市御幸町 3-4

武藏野自动车股份公司

小平市花小金井 1-1-11

小金井市

小平市回田町 100-1

生活协同组合 COOP 未来
COOP 回田店

OK 国分寺店

国分寺市ᮏከ 2-3-1

Grand Square 一桥学园团地管理组
小平市铃木町 1-72-1
合

7-11 国分寺本多 4 丁目店

国分寺市本多 4-2-20

7-11 东恋洼 2 丁目店

国分寺市东恋洼 2-12-4

7-11 国分寺东恋洼店

国分寺市东恋洼 2-36-46

7-11 国分寺北町 2 丁目店

国分寺市北町 2-29-6

铃木町

SUN DRUG 小平铃木町店

小平市铃木町 1-214-3

Big-A 小平铃木店

小平市铃木町 1-345-5

罗森 小平铃木町 1 丁目店

小平市铃木町 1-408-1

7-11 小平新小金井街道店

小平市铃木町 1-489-1

音羽电器股份公司

小平市铃木町 1-500

7-11 小平铃木町店

小平市铃木町 2-233-1

标签

店铺名

指定袋

地址

标签

店铺名

指定袋

指定回收袋：家庭专用指定回收袋、企业单位专用指定回收袋
标签：废弃物处理标签

立川市
Gourmet City 立川若叶店

立川市若叶町 4-24-2

东久留米市

天神町
INAGEYA ina21 小平天神店

小平市天神町 89-4

罗森 小平天神町 2 丁目店

小平市天神町 92-1

TOHSHO 综合企画股份公司

小平市天神町 100-1

全家 小平天神町 4 丁目店

小平市天神町 305-5

DOIT 东久留米店

伊藤洋华堂 东久留米店

东久留米市本町 3-8-1

大型堂吉诃德 东久留米店

东久留米市前泽 5-8-3

岛中 Home’s 小平店

东久留米市前泽 5-33-17
东久留米市貫井 4-11-2

东村山市
小平市天神町 312-1

DRUG SEIMS 小平天神店

AMAIKE 超市 萩山车站前店

大沼町
樱花堂

小平市大沼町 1-21-20

7-11 小平大沼町 3 丁目店

小平市大沼町 3-25-8

市川商店

东村山市萩山町 4-24-2

东大和市
伊藤洋华堂 东大和店

东大和市樱丘 2-142-1

YASAKA 股份公司 东大和店

东大和市向原 6-1413-5

小平市大沼町 4-43-22

花小金井南町
越后屋金物店

小平市花小金井南町 1-11-22

杉本与八商店

小平市花小金井南町 1-13-18

PEACOCK 花小金井店

小平市花小金井南町 1-25-29

前川回收店

小平市花小金井南町 2-1-12

全家 秀荣花小金井店

小平市花小金井南町 3-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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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源垃圾和一般垃圾的处理规则

请正确区分资源垃圾和一般垃圾，并在规定的回收日当天早上 8 点前扔出。
除年末年始，在节假日页照常回收。
※ 每个地区各自决定资源垃圾和一般垃圾的回收日。若在指定日期以外扔垃圾，可能触犯非法倾倒，也可能招致乌
鸦或猫弄乱垃圾而造成恶臭，影响周围人的生活，因此请大家在指定回收日期扔垃圾。
※垃圾回收为每天 8 点开始。根据当天的交通、天气以及资源垃圾或一般垃圾的量的不同，可能会造成回收时间的变
更。

请将垃圾放置在各住户的土地内靠近道路且容易辨认的地方。
※ 为了防止回收作业时的遗漏，请将垃圾放置在在马路上就能看到的地方。

将资源垃圾或一般垃圾放入袋中，并务必扎紧袋口。
※ 由于重量太大会导致回收袋损坏，请将重量控制在单手可以拎起的程度。

请务必将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可回收塑料垃圾（塑料容器）装入指定回收袋后扔出。
※ 无法放入指定回收袋的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视为大型垃圾。
※ 请将其他种类的物品放入透明或半透明的袋中以确保可以从袋外确认，或用绳子捆扎后扔出（玻璃瓶归玻璃瓶，
金属罐归金属罐，分别装袋，废报纸归废报纸，纸箱归纸箱，分别捆扎）。

如果一次性堆置过量资源垃圾或一般垃圾会影响其他居民
的垃圾回收。
请尽量减少资源垃圾或一般垃圾，并有计划地处理（每次回
收不超过 5 袋）。

不超过 5 袋

第6袋

小平市“垃圾分类 app”
现在，我们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提供小平市“垃圾分类
app”（无下载安装费用）。
通过这款 app 可以轻松获得各种关于垃圾的信息、活动等。
包含“垃圾回收日历”、“垃圾分类字典”、“垃圾的处
理方法”等多种便利功能，请您使用。
※ 请读取上面的二维码，或者经由“App Store”或
※ 使用人需自行承担上网通信费用。

“Google Play”安装下载。

小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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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