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2022 年 5 月 2 日开始，25 英尺或以上长度的车辆将禁止出入金县 

Algona、Renton 和 Houghton 中转站。 
 
 
从 2022 年 5 月 2 日起生效，25 英尺或以上长度的车辆将禁止进入金

县 Algona、Renton 和 Houghton 中转站。唯一的例外是已签订合同提

供城市垃圾收集服务的商业拖运公司（例如 Waste Management、

Recology、Republic。驾驶长型车辆的顾客可以前往位于 Bow Lake 

(Tukwila)、Factoria、Enumclaw 和 Shoreline 的中转站。  
 
这些现代化的中转站规模更大，可提供多种额外的回收和废弃物处理

选项。如果将庭院垃圾送到 Bow Lake (Tukwila)、Factoria、Enumclaw 

和 Shoreline 的中转站，顾客支付的回收费用会降低，从而节省金钱。

因为这些中转站规模更大，因此等待的时间通常较短。顾客可以 查

看队列了解等待时间。 
 
之所以采取上述限制，是因为我们安装了新的混凝土屏障，以确保人员和车辆远离坠落危险区。这些新屏

障缩短了处理区域的长度。长型车辆将没有足够的空间在小型中转站内安全行驶，这会增加事故和员工及

顾客受伤的风险。  
 
从受影响中转站分流出去的顾客可能需要额外开车 8 到 17 英里到其它中转站。这些中转站所提供的庭院垃

圾等处理费用也会更低。  
 
对于给那些尚不知道这条新规定的顾客所造成的不便，我们理解并深表歉意。被分流到其它中转站的顾客

将会获得一张代金券，可在其它金县中转站（Bow Lake、Factoria、Enumclaw、Shoreline）享受 14 美元的

处理费用折扣。 
 

 
 
问：为什么需要在金县的 Algona、Renton 和 Houghton 中转站设置 25 英尺车辆长度的限制？ 

答：为了确保这些老旧中转站的顾客和员工的安全，因此需要设置该限制。为了确保人员和车辆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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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避开指定的坠落危险区，员工需要安装混凝土轮挡，这些轮挡缩短了处理隔间的长度。25 英

尺及以上长度的卡车和拖车没有足够的空间在中转站内安全行驶，这会增加事故和员工及顾客受

伤的风险。唯一的例外是商业拖运公司和拥有液压卡车和拖车的商业顾客，因为他们可以使用商

业处理隔间，无需下车。  

 

问：这些中转站是第一次设置车辆长度限制吗？ 

答：不是的。这些中转站目前已有一个针对卡车和拖车的 30 英尺限制。为了确保人员远离坠落危

险区而安装的新混凝土轮挡缩短了处理区的长度，因此现在需要对 25 英尺长的车辆加以限制。  

 

问：为什么现在才要设置限制？多年来我一直在使用这个中转站，情况都好好的，并没有发生任

何问题。 

答：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所以才采取了新的安全限制措施。这些老旧的中转站被称之为“顶部

装载”中转站，里面有一辆低于一般标准的拖车，顾客可以将垃圾丢到里面。顾客距离拖车上面的

水泥地面边缘太近，存在突然急速跌落和严重受伤的风险。为了确保顾客和地面边缘之间保持安

全距离，除了禁入红色区域（坠落危险区），还安装了混凝土轮挡以防止车辆靠得太近。这些轮

挡缩短了隔间长度，而长型车辆无法在缩小后的空间内安全移动。  

 

问：我被拒绝进入。我应该去哪里呢？ 

距离 Algona 最近的中转站包括： 

Bow Lake 回收与中转站（8 英里） 

18800 Orillia Rd S （外部地图链接） 
Tukwila, WA 98188 
中转站工作时间（不同于回收区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四：24 小时；周五：凌晨 12 点 – 晚上 
11:30；周六至周日：上午 9:30 至下午 5:30 
回收区工作时间（不同于中转站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 6 点 – 晚上 8 点；周六至周日：上午 
8:30 – 下午 5:30  
 
Enumclaw 回收与中转站（17 英里） 

1650 Battersby Ave E （外部地图链接） 
Enumclaw, WA 98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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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转站工作时间：每天 上午 9 点 – 下午 5 
点  

距离 Renton 最近的中转站包括： 

Bow Lake 回收与中转站（8 英里） 

18800 Orillia Rd S （外部地图链接） 
Tukwila, WA 98188 
中转站工作时间（不同于回收区工作时

间）：周一至周四：24 小时；周五：凌晨 
12 点 – 晚上 11:30；周六至周日：上午 8:30 
– 下午 5:30 
回收区工作时间（不同于中转站工作时

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6 点 – 晚上 8 
点；周六至周日：上午 8:30 – 下午 5:30   
 
Factoria 回收与中转站（9 英里） 

13800 SE 32nd St （外部地图链接）  
Bellevue, WA 98005 
中转站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6:30 
至下午 4 点；周六与周日：上午 9:30 至下午 5:30 

距离 Houghton 最近的中转站包括：  

Factoria 回收与中转站（8 英里） 

13800 SE 32nd St （外部地图链接） 
Bellevue, WA 98005 
中转站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6:30 至下午 4 点；周六与周日：上午 9:30 至下午 5:30 
 
Shoreline 回收与中转站（16 英里） 

2300 N 165th St. （外部地图链接）  
Shoreline, WA 98133 
中转站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7:30 至下午 5 点；周六与周日：上午 9:30 至下午 5:30 

顾客可以 查看队列了解等待时间。此处的完整名单包含了所有的金县回收与中转设施 ，包括工作

时间、运营天数和所接受的垃圾材料。所有设施在感恩节、圣诞节和元旦均关闭。  

问：Houghton、Renton 和 Algona 中转站已经服务了 50 年，有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升级它们？ 

答：有的，其中两个中转站（Algona 和 Houghton）计划将在未来几年被替代。South County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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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转站预计于 2023 年开始施工，该新站预计于 2026 年开放使用。它将提供各种新服务，包括

回收、庭院垃圾投放以及危险垃圾处理，目前 Algona 不提供这些服务。金县正在为Northeast 回收

与中转站寻找新地点，该中转站预计于 2028 年开放使用。 

 

问：我不知道新规定。我来中转站排队等待，却被拒绝了。金县会对我进行补偿吗？ 

答：对于给顾客造成的不便，我们理解并深表歉意。被拒绝的顾客将会获得一张代金券，可在其

它中转站享受 14 美元的处理费用折扣。垃圾处理费用为 28 美元，回收费用（包括庭院垃圾）为 
16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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