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雨水落在停车场和屋顶等硬表面时，会
从这些表面流走。 这种雨水径流会导致洪
水和排水堵塞，并将污染（包括混合污水）
带入我们的溪流和河流。过量和未经管理
的雨水所带来的后果影响着 Pittsburgh 的
每一个人。 

我们不断加大雨水处理方面的投资，使客
户每天依赖的水资源服务变得现代化并得
到改善。一些正在建设的雨水项目包括改
善现有排水系统，以及开发绿色基础设施，
如雨水花园和街道花架，以帮助收集、保留
和过滤雨水径流。 

为了帮这些改善措施提供资金，宾夕法尼
亚州公用事业委员会 (Pennsylvania Public 
Utility Commission, PUC) 批准了一项新的
雨水费。这项新费用将从一月份开始计入
客户的账单中。 一直以来，雨水服务是通过
污水费来提供资金，而污水费取决于用水
量。使用更多污水处理服务的人支付更多
的雨水服务费用。 

Pittsburgh Water and Sewer Authority

费率手册：2022 年的预期情况

PUC 批准的新费率和雨水费体现了我们正在进行的供水和排水基础设施更新工
作，并将极大地改变我们为雨水改善措施提供资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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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验证或更新您的联系信息，请致电 (412) 255-2423 

（按 5）联系 PWSA 客户服务部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Pgh2o.com/update-contact-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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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雨水费将根据物业
中的不透水或坚硬表面
的数量计算，例如屋顶、
车道和停车场。 这确保了 
Pittsburgh 的所有业主都
承担与其物业所产生的径
流量成比例的份额。这种方
式对于分摊费用更加公平，
客户可能会发现他们的污
水费率相应下降。 

如需了解雨水费方面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Pgh2o.com/stormwater-fee。

这对客户意味着什么？ 

包括雨水费在内的新费率已于 2021 年 11 
月 18 日获得 PUC 批准。新的费率结构将产
生 2100 万美元的额外收入，并将在未来两
年内逐步实施。 

关注 2022 年发生的费率变化，平均每月
使用 3,000 加仑水且属于住宅 2 级雨水
类别的住宅客户将增加 5.65 美元。参加
我们的低收入客户援助账单折扣计划 (Bill 
Discount Program) 的典型住宅客户，在每
月使用 3,000 加仑水并获得住宅 2 级雨水
费率折扣的情况下，费用将增加 1.32 美元。 
费率在 2023 年也将发生变化，届时将分享
更多信息。 

如需了解费率变化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Pgh2o.com/our-water-future。 

扩展客户援助计划 (Customer Assistance 
Program) 

一些新的改善措施将扩展到参加账单折扣计
划的客户。 这包括将参加该计划和按月付款
计划付款的客户的每月欠款减免额度从 15 
美元增加一倍至 30 美元，为极低收入客户提
供 50% 的用水费折扣，以及 85% 的雨水费
折扣。 在对供水和污水处理服务的固定费用
给予 100% 折扣之外新增了这些变化。 

我们还在扩展困难补助计划 (Hardship 
Grant Program)，以涵盖仅排污的客户，并
自动将所有经核实的低收入客户纳入冬季
暂停关闭 (Winter Shutoff Moratorium) 计
划。PGH2O Cares 团队将继续开展积极主动
的宣传和教育，鼓励符合条件的客户加入我
们的援助计划。 

如需了解有关我们客户援助计划的更多信
息，请访问 Pgh2o.com/CAP。 

作为一家公共所有和管理的公用事业公司，
我们从纳税人那里获得的每一美元都被重新
投入到我们的基础设施和我们正在进行的改
善措施中，以便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感
谢您在我们为当前和未来几代客户做出改善
期间所提供的支持。



发挥作用的纳税人税款 
自 2017 年以来，我们增加了对供水、排水和雨
水基础设施的投资。过去几年的重点是更换铅服
务管线，其中最大的资本支出用于配水系统。 我
们现在也将注意力转向其他重要的供水、污水和
雨水项目，这些项目对于振兴和保障 Pittsburgh 
水资源的未来非常必要。 

这项投资将稳步增加，以加强和更新 Pittsburgh 
的供水、污水和雨水系统。我们的资产改良计划 
(Capital Improvement Plan) 预计在未来五年内
的投资将达到创记录的 14 亿美元。它重点进行
的项目将使关键的供水基础设施现代化，优化
系统性能，并提高基本供水服务的可靠性。 

2021 年亮点 

总水管更换

2021 年，我们更换了 9.1 英里长的总水管，并继续拆除 Pittsburgh 各社区饮用水服务区的铅服务管线。更换我们配送
系统中老化的总水管可提高服务可靠性，并确保客户获得安全、优质的饮用水。 最大一笔资本支出用于配水系统。 

排水修复 

我们的排水系统今年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我们正在修复和修理排水总管，并使用排水管内衬技术为大约 9 英里长的
排水管道加衬。这种经济高效的工艺在管道内部安装了一个保护屏障，以固定裂缝，并在多年内防止渗漏。 

我们还开始修复位于 Monongahela 河沿岸已有百年历史的 M-29 排水口。该项目属于更广泛的四英里长雨水改善
措施 (Four Mile Run Stormwater Improvements) 的一部分，将有助于减少河流回流到综合排水系统的流量。预计将
于 2022 年春季完工。

雨水基础设施 

今年我们开始在 Squirrel Hill、Shadyside、Point Breeze North 和 Northside 建设五个雨水项目，并继续在 Banksville 
开展一个项目。这些项目将通过在下雨时收集、阻止和减缓雨水流入我们的排水系统来帮助管理雨水。 建设完成
后，它们将减少地下室堵塞、社区洪水，并改善我们河流和溪流的水质。 

供水可靠性计划 

我们继续设计了供水可靠性计划 (Water Reliability Plan) 中的几个项目。这一系列项目将投资近 3 亿美元用于一系
列大规模供水改善项目，这些项目将加强我们的供水系统，增加冗余，并为我们的饮用水客户提供不间断的安全优
质水供应。第一个项目将于 2022 年开始施工，首先更换 Highland II Reservoir 的衬砌和覆盖层。 

我们今天进行的资本投资将在未来几年为当前和未来几代客户提供安全可靠的供水服务。随着这些项目的完成，我
们的客户、Pittsburgh 和该地区将受益于一个为满足当今人口和经济对现代供水设施的需求而建造的系统。 

PWSA 的工作人员在铺设 Maryland 大道雨水改善项目 (Maryland Avenue 

Stormwater Improvement Project) 的透水性铺面之前，正在安装地下储石设备。



当前费率：2022 年

帮助客户支付供水和排水账单的计划

灵活付款计划 (FLEXIBLE PAYMENT PLAN)：如果您拖欠账单， 
我们可以帮助您制定还款计划并免除您的部分逾期结欠。 

账单折扣计划 (BILL DISCOUNT PROGRAM)：对于符合条件的客
户，每月最低水费、污水输送费和雨水费都有所降低。

困难补助 (HARDSHIP GRANT)：每年向符合条件的客户提供最高 300 美元的现金
补助。现在已扩展到涵盖仅处理污水的客户。

冬季暂停关闭 (WINTER SHUTOFF MORATORIUM)：该计划确保在冬季 
（1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期间不会因未付款而关闭 供水服务。 所有经核实的低收

入客户将会自动纳入该计划。

每月最低费用

*通常单户家庭住宅水表尺寸

PITTSBURGH WATER AND 
SEWER AUTHORITY CARES! 
立即致电我们的 PGH2O Cares 团
队， 详细了解我们的客户协助计
划，确定您是否符合条件。 
拨打 412-255-8800 x3107

访问 Pgh2o.com/CAP

发送电子邮件至 cares@pgh2o.com 

额外容积费用

雨水费用
基于物业的不透水表面

水表尺寸 最低加
仑数 最低费用：

供水
最低费用：
污水

*5/8 英寸 1,000 $ 27.00 $ 8.09

3/4 英寸 2,000 $ 45.12 $ 15.27

1 英寸 5,000 $ 94.17 $ 35.01

1 1/2 英寸 10,000 $ 184.73 $ 70.91

2 英寸 17,000 $ 306.23 $ 119.36

3 英寸 40,000 $ 685.83 $ 271.91

4 英寸 70,000 $ 1,165.81 $ 465.73

6 英寸 175,000 $ 2,777.07 $ 1,120.70

8 英寸 325,000 $ 5,018.53 $ 2,035.83

10 英寸或
以上 548,000 $ 8,249.44 $ 3,361.79

账户分类 供水费率 污水费率 合并总费率

住宅物业 $ 13.10 $  6.99 $ 20.09

商业物业 $ 12.61 $ 6.22 $ 18.83

工业物业 $ 10.96 $ 5.76 $ 16.72

医疗或教育
物业 $ 15.65 $ 7.71 $ 23.36

消防系统（使用
非报告的火灾 –  
规则 304.9）

$ 22.90 --- $ 22.90

超过最低费用后每满 1,000 加仑的费率如下：

水表尺寸 最低总费用

防火线最低费用

1 英寸或
以下 $ 26.92

1 1/2 英寸 - 
3 英寸 $ 82.20

4 英寸 $ 256.85

6 英寸或
以上 $ 519.70

雨水类别 ERU 雨水每月费用

住宅 - 第 1 层级：（400 
至 1,015 平方英尺） 0.5 $  2.98

住宅 - 第 2 层级：
（1,015 至 2,710 平方

英尺） 
1.0 $ 5.96

住宅 - 第 3 层级：
（2,710 平方英尺或

更大） 
2.0 $ 11.92

非住宅 每 ERU $ 5.96

70%的住宅客户将属于第 2 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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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J. Pick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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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Pgh2o.com/subscribe 注
册很简单，或者通过
Pgh2o.com/newsletters  

在线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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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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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
3.  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然后点击您将从门户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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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短信警报的用量阈值。

首席执行官

linkedin.com/company/pgh2o

使用我们的无纸化计费和支付门户接收您的账单并进行支付，并通过您的电脑或手
机管理您的 PGH2O 帐户。 无纸化计费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方式来查看您的 PWSA 账
单、进行一次性付款、设置定期付款以及管理通知。 

同时注册自动转账功能的新注册者将获得一次性 5.00 美元的账单折扣，请访问 
Pgh2o.com/ebilling 进行注册。 

注册电子账单

在线提供本手册的西班牙
语版本 (Este folleto está 
disponible en español en 
línea)：
Pgh2o.com/ra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