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4 日，预期住宅客户水费和废
水费的基本费率共提高 5.7%，供水
和废水的配水系统改进费 (DSIC) 提
高 5%。这相当于每月使用 3,000 加
仑水的普通住宅客户，费用金额将
增加 $6.85。此外，加入我们“账单
折扣计划”的客户每月用水最多达
到 5,000 加仑，月度总账单也会有所
减免。 

新费率与全面的客户援助计划配合，
使客户账单尽可能地优惠。我们的“
账单折扣计划”可为符合条件的客户
承担 100% 的固定费用，并且包括将 
极低收入客户（收入水平为联邦贫困
线 (FPL) 的 50% 或以下）的用水费
用减免 20%。我们“冬季停供”的
阈值将从联邦贫困线的 250% 提高到 
300%。此外，我们新成立的 PGH2O 
关怀团队将与客户合作，以增加计划
的参与人数，并帮助客户减免账单。

匹兹堡供水和排水管理局 (Pittsburgh Water and Sewer Authority)

2021 年费率 - 注意事项

新的费率是在投资老化的基础设施与解决低收入客户的负担能力问题之间经过深思熟路
后得出的折衷解决方案。

约 1908 年建造的清水池；我们正在开始一系列重要的水利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
将取代具有百年历史的清水池。这些千载难逢的项目是对匹兹堡未来供水的一项重
大投资。

我们是否有您的联系方式？
您是否知道在紧急供水和停水期间我们会给客户打电话？
确认我们有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非常重要。您甚至可以为您的账户添加多个号码，以便全家都可以获
悉我们的工作情况。

如何更新我的联系方式？ 

拨打 412.255.2423（按 5）致电 PWSA 客户服务热线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pgh2o.com/pay。

PWSA 致力于维护和保护我们客户的机密性和隐私性，并且不会与第三方供应商共享您的信息。

新的费率将额外产生 1,415 万美元的供
水收入和 485 万美元的废水收入。这笔
额外的资金将改善我们的饮用水处理和
配水系统，重建老化的污水管道，并设
计创新的雨水控制项目。除了大型建筑
项目外，这笔资金还将为我们供水区域
内数英里的额外供水总管和铅线的更换
提供资金。

在 2020 年，您的美元费率付出了很大
的努力。去年夏天，整个匹兹堡的铅水
平均降至 十亿分之 5.1 (ppb) 的水平。 
这比州和联邦的铅行动水平 15 ppb 低
约 10 ppb，并且成为了 PWSA 20 年来
最低的铅水平。我们还完成了高地公园
的两个重要项目，包括恢复服务和升级
微滤工厂以及完成对开放的高地 I 水库
围墙的修复。

这些项目改善了水质，提高了高地 I 水
库的安全性，达到了更加严格的州水质
标准，并且增加了供水系统的冗余度，
以便更好地将水配送到整个服务区域。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供水系统的投
资刻不容缓。为了向客户

不间断地供水，并提供最安全的水质，
我们必须继续更换和升级老化的供水和
污水管道，并恢复重要的水利基础设
施，例如水库衬里和覆盖系统、泵站和
大口径给水总管。感谢您在我们为当代
和后代做出改进期间所提供的支持。



自 2021 年 1 月 14 日开始，将如下所述按月计算并收
取计量的水费和废水运输费： 

水表尺寸 最低加
仑数

最低费用：
供水

最低费用：
污水

最低费用
总额

*5/8 英寸 1,000 $ 27.27 $ 8.51 $ 35.78

3/4 英寸 2,000 $ 44.37 $ 17.23 $ 61.60

1 英寸 5,000 $ 89.82 $ 40.92 $ 130.74

1 1/2 英寸 10,000 $ 175.30 $ 84.51 $ 259.81

2 英寸 17,000 $ 289.14 $ 143.07 $ 432.21

3 英寸 40,000 $ 641.48 $ 326.33 $ 967.81

4 英寸 70,000 $ 1,084.28 $ 558.31 $ 1,642.59

6 英寸 175,000 $ 2,558.16 $ 1,338.15 $ 3,896.31

8 英寸 325,000 $ 4,596.96 $ 2,424.04 $ 7,021.00

10 英寸或
以上

548,000 $ 7,515.81 $ 3,991.08 $ 11,506.89

防火线最低费用

1 英寸或
以下

$ 33.24

1 1/2 英寸 - 
3 英寸

$ 101.97

4 英寸 $ 314.42

6 英寸或
以上

$ 626.83

*典型的单户住宅电表尺寸。

账户分类 供水分配 污水分配 合并总费率

*住宅物业 $12.25 $ 7.64 $  19.89

商业物业 $11.95 $ 6.74 $  18.69

工业物业  $10.31 $ 6.15 $  16.46

医疗或教育
物业 $15.29 $ 8.44     $ 23.73

消防系统（使
用非报告的
火灾 – 规则 
304.9） 

$14.01 --- $ 14.01

超过最低费用后每满 1,000 加仑的费率如下：

*单户住宅平均耗水量为每月 3,000 加仑。

现行费率

供水 费率

耗水量取决于消耗的水量。根据水表尺寸，向所有客户收取最低费
用。普通居民客户在每个账单周期要支付 5/8 英寸水表和 3,000 加
仑水的费用。

最低供水费用
（小于或等于 1,000 加仑） $ 27.27

体积费用
（超过最低费用后每满 1,000 加仑，PWSA 将收取 $12.25） $ 24.50

污水

污水费率取决于排放到污水管道系统中的水量。 普通居民客户要支
付 5/8 英寸水表和排放到污水管道系统中的 3,000 加仑水的费用。

最低污水费用
（小于或等于 1,000 加仑） $  8.51

体积费用
（超过最低费用后每满 1,000 加仑，PWSA 将收取 $7.64） $ 15.28

小计

PWSA 代表 ALCOSAN 收取废水处理费。ALCOSAN 的费率与 PWSA 
不同。他们的费率每年设定一次，他们收取的废水处理费会反映在
您的 PWSA 账单中。

PWSA 费用 $ 75.56

ALCOSAN $ 33.67

账单总额

PWSA 和 ALCOSAN $ 109.23

账单样本



哪个客户援助计划最适合您？

扩展客户援助计划

我们的客户援助计划旨在为符合收入资格且支付水费和废水费有困难的住宅客户提供财政救济。为了帮助平衡费率的增
长，我们对这些计划进行了扩展，以便为最需要的人们提供更多支持。现在，加入我们“账单折扣计划”的人员，每月
账单上出现的固定水费和/或废水费将获得 100% 的折扣，并且通过降低收入要求，更多的客户有资格加入该计划。

• PGH2O 关怀：根据我们扩展的客户援助外展计划，我们计划增加计划的参与人数，以帮助客户减免账单费用。

加入“账单折扣计划”的住宅客户每月用水最多达到 5,000 加仑，月度总账单也会有所减免。

为我们最脆弱的客户提供帮助

我们提供各种计划来为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帮助。根据您的情况，其中一项计划可能会在困难时期为您提供所需的援
助。为了增加参与人数，我们将在全年与客户进行更多直接的联系。我们有多种选项可供选择，您不必在支付水费和其
他必要支出之间进行抉择。

• 冬季停供：1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适用于收入水平低于或等于联邦贫困线 (FPL) 300% 的客户。

• 账单折扣计划：将收入水平低于或等于 FPL 150% 的客户的每月最低供水和废水运输费减免 100%。对于收入水
平低于或等于 FPL 50% 的客户，每一千加仑的费用可额外减免 20%。整个 2021 年将免除重新认证的要求；此
后，符合资格的客户仅需要每隔一年重新认证一次。

• 贫困补助计划：对于收入水平低于或等于 FPL 150% 的 PWSA 用水客户，每年现金补助最多 $300。整个 2021 
年您将继续免于为付款付出努力；此后，老年人将减免 50%，至 $75 和 $37.50。 

• 铅服务线报销计划：作为社区铅响应 (Community Lead Response) 的一部分，如果客户选择主动聘用水管工完
成工作，PWSA 将补助客户私人更换铅服务线的费用。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lead.pgh2o.com/leadreimbursement。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pgh2o.com/CAP 或拨打 866-762-2348 联系美元能量基金 (Dollar Energy Fund) 进行报名。

加入“账单折扣计划”的客户每月的账单将获得优惠。

5/8 英寸

5/8 英寸

5/8 英寸

5/8 英寸

5/8 英寸

用水量（1,000 
加仑）

2,000 加仑

4,000 加仑

1,000 加仑

3,000 加仑

5,000 加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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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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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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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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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PGH2O 的内情

注册了解新闻和公
告。

加入我们的电子邮件列
表，以确保获得最新消息
和更新。注册非常简单，
只需登录  
pgh2o.com/subscribe 或
在线查看  
pgh2o.com/newsletters. 

pgh2o.com/subscribe 

facebook.com/pgh2o
@pgh2o

www.nextdoor.com

跟踪用水量！

若要注册此服务：

实时监控您的用水情况，并设置自定义的自动用量警报。您甚至可以授权多个用
户（例如租户）接收用量警报。设置用量警报可以帮助检测房产中代价高昂的漏
水情况。

1. 访问 pgh2o.com 然后点击 

2. 选择“查看用量”。

3. 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然后点击您将从门户上收到的电子邮件中提供的链接。

4. 输入完整的 14 位账号和电表序列号。

5. 添加您的手机号码以通过短信接收重要警报并创建密码。

6. 使用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登录。

7. 浏览门户，并设置电子邮件和/或短信本警报的用量阈值。

首席执行官

linkedin.com/company/pgh2o

2021 年年初，匹兹堡供水和排水管理局 (Pittsburgh Water and Sewer Authority) 启
动了一个新的计费和付款门户，为客户提供了一种更简化、简单和便捷的方式来
接收、查看和支付他们的月度账单。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pgh2o.com/new-bill-pay。

新的一年，新的账单和付款方式

Billing Cycle Usage

7 % consumed 8 
Alerts in the past 60 days

167 Gallons 
used this billing cycle

167 Gallons 
used this billing cycle

Billing Cycle Data

Current billing cycle  
Dec 3 2018 to date 
167 Gallons

Billing Cycle Thresho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