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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2018-35 

（印章）（聖米格爾 社區服務區） 

聖米格爾公用事業收費政策

2018年 11月 

  

第 1條 政策目的和應用 

董事會通過本政策的目的： 

a. 根據批准的費率結構，說明不同居住情況的居民不同的收費

流程； 

b. 為客戶提供質疑服務區評估的費用的公平性、公正性的流程；      

c. 制訂全面的服務區收費政策，讓客戶瞭解自己的付款責任和義務；       

d．便於客戶及時付款以便服務區履行其財務義務；      

e．確保及時履行付款義務的客戶不會承擔不及時付款的客戶需要

額外支付的費用;       

f．建立客戶拒絕付款或無法找到客戶時的強制付款機制；        

g. 建立服務區客戶質疑任何公用事業帳單、滯納金的準確性的流程，或

者服務區運用的其他強制性徵收公共事業費的機制。      

第 2條 付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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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收到服務時支付服務費，超過下個月 10 日視為逾期。根據本政策第 6

條，帳戶服務將在帳單上顯示的出單日期後 60天停止（“ 停止服務日

期”）。
1
 

第 3條：滯納金 

a. 根據《加利福尼亞州政府法典》第 61115條(A)(3)(c)，將對到期日

之後收到的付款收取未付餘額百分之十（10％）的罰款。對於仍未支

付餘額仍的每個月份，服務區每月將額外收取百分之一（1％）的罰

款。這裡額外的 1%的罰款是在最初的百分之十（10％）的罰款之外

額外徵收的。       

b. 如果居民客戶可以證明自己的家庭收入不足聯邦貧困線兩倍，服務

區將每 12個月提供一次免除拖欠帳單的利息的機會。2      

c. 客戶應支付合理的收款費，包括但不限於在有必要通過律師向客戶帳

戶收取費用時的律師費。       

第 4條 每月根據居住狀況收取的水費和污水費 

a.大口徑水錶      

i. 水費： 

所有口徑為 1 1/2英寸或 1 1/2英寸以上的水錶，不管居住情況如

何，都將視為商業用水，將在非居民的梯度價格的基礎上額外根

據水錶的口徑和實際用水情況收費。最初 5 個 100 立方英尺

 
1  这一规定是 SB 998 的要求，服务区将从 2020 年 4 月 1 日或之前遵守这一规定。 
2 本条规定是 SB 998 的要求，服务区将于 2020 年 4 月 1 日或之前实施这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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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F”）按照客戶水費單上顯示固定價格收費，超過最初的

5個 HCF之後按照實際費用收取。 

ii. 污水費： 

所有口徑為 1 1/2英寸或超過 1 1/2英寸的水錶，每棟建築物將

按照商用收取固定的價格以及根據體積強度（體積強度由董事會

決議通過的當前的強度列表確定）確定的使用費。 

  

使用費費率按照建築物內建築面積的主要用途確定。如果建築內

的建築面積有兩種用途，且用於兩種用途的建築面積相同，此時，

費率以收費標準更高的用途確定。 

  

b. 小口徑水錶（水錶口徑為 1英寸或不足 1英寸）      

i.水費： 

單戶住宅 

水錶口徑為 1 英寸或不足 1 英寸的住宅將按照 1 英寸水錶收取

固定費用，並根據該戶住宅的梯度收取使用費。客戶的水費帳單

中說明的初始的固定費用為每戶 5 HCF 的費用。每戶超過 5HCF

之後，將適用實際使用費。 

多戶住宅單元 

水錶口徑為 1英寸或不足 1英寸的多戶住宅每棟建築將按照 1英

寸水錶收取固定的費率，並根據單戶家庭的梯度結構收取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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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費用中包含每棟 5 HCF 的費用，超過 5HCF，將適用實際使

用費。 

               商用或混合用途 

所有水錶口徑為 1 英寸或不足 1 英寸的商用住宅或混合用途住

宅將被劃分為商業房產，每棟將收取固定的費率，並根據非住宅

梯度結構收取使用費。每棟的 5個 HCF按照固定價格收費，實

際使用費適用每棟最初的 5個單位。 

ii.污水費： 

獨戶住宅 

所有水錶口徑為 1 英寸或不足 1 英寸的獨戶住宅每戶將按照固

定的獨戶費用收取。 

多戶住宅 

所有水錶口徑為 1英寸或不足 1英寸的多戶住宅，每個居住單元

收取固定的多戶費用。 

商用或混合用途 

所有水錶口徑為 1 英寸或不足 1 英寸的商用房屋或混合用途房

屋每棟收取固定的商用費用，並根據強度清單上確定的體積強度

確定使用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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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價格按照建築物內建築面積的主要用途確定。如果建築內的

建築面積有兩種用途，且兩種用途的建築面積相等，此時，使用

費率按照價格更高的用途確定。  

由多棟住宅樓組成、每棟大小為 500平方英尺或不足 500平方英

尺、且裝有一（1）個水錶的房產的性質視為商業房產，按照的

固定商用費用收費，使用費率根據強度清單上確定的體積強度確

定。 

第 5條：長期停止服務 

a. 客戶可以書面請求服務總經理將上下水服務暫停六（6）個月以上。       

b. 書面請求必須至少在請求的暫停日期之前 15天提出，書面請求須說

明暫停原因、關閉日期和重新開通的日期。書面請求中須包含連絡人

姓名、客戶不在服務區時該人的詳細聯繫方式或其他能代表當前的客

戶在財務方面做出承諾的連絡人。      

c. 如果客戶不是房產所有人，還要在停水請求獲得批准前取得業主的

授權。       

d. 為了讓停水請求能得到處理，須在停水時全額支付帳戶的款項。      

e. 每個帳戶每年只許停一次。       

f. 將在停水當天關閉和鎖上水錶。        

g．由於長期停止上下水服務，服務區對通過水錶管轄的管道或個人財

產造成的破壞不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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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如果將要停止的服務還向住宅的或商業的消防噴淋供水，停水將導致

消防噴淋無法工作。服務區對由於帳戶持有人請求停水造成的建築物、消防噴

淋系統或任何其他財產的破壞不負責任。      

第 6條：停止服務 

通知住宅業主 

服務區將在停止服務的日期之前採取如下措施： 

a. 服務區將真誠通過電話、個人接觸，並在可能的情況下通過

短信或電子郵件就未付費用聯繫帳戶持有人或其他責任方。       

b.服務區須至少在終止服務日前十五（15）天向客戶提供欠款通知和將

停止服務的通知。      

 通知必須在郵資預付的情況下郵寄至客戶的收費位址。 

 通知中將包含以下資訊： 

1.  欠費客戶的姓名和位址；             

2.  欠費金額;             

3.  為避免服務停止或收費而要求客戶付款或安排付款

的截止日期             

4.   客戶可以對服務或收費進行投訴或請求進行調查的步

驟;             

5.   客戶可以針對未付費用請求執行付款計畫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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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客戶獲取有關財務援助的可用性的資訊的流程（如適

用，包括私人的、地方的、州的或聯邦的財務援

助）；以及                         

7.    服務區可以針對付款提供其他資訊或制度安

排的員工的電話號碼。             

c. 服務區收不到欠款或聯繫不上帳戶持有人或其他責任方時，應在服

務位址的門把手上掛上“48小時後停水的通知”，通知欠款客戶

如果繼續不支付帳戶將在規定日期停水。       

d. 服務區發出 48小時後停水通知後，將努力至少在停水日期前 24小

時通過電話、短信或電子郵件聯繫帳戶持有人、業主或其他在住宅

中居住的成年負責人。      

e. 如果服務區聯繫不到負責人，應在服務位址的門把手上掛上“24小時

後停水的通知”，說明停水的原因、日期、欠款金額和大致的停水時

間。       

f. 如果停止客戶的服務，應在停止時在服務位址的門把手上掛上“停

止服務通知” 。        

g. 不得在董事會對第 9條概述的上訴做出裁決前或在請求救濟前停止服

務。 

h. 董事會之前已經通過決議確定了停止服務和重新開通服務的

費用。董事會可以隨時以決議的形式修改停止服務和重新開

通服務的費用。      

通知個人儀錶的房東/租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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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獨立的單戶住宅、多單元住宅、移動房屋公園或勞動營中的永久住宅中居

住的人員如果是通過單個儀錶獲得服務，且記錄在案的客戶是業主、管理人

或經營人員，此時，服務區將向住宅的居住人員發出帳戶欠款通知。 

服務區將在停止服務日期前採取如下措施： 

a.服務區將真誠通過電話、個人接觸，並在可能的情況下通過短信或

電子郵件就未付費用聯繫帳戶持有人或其他責任方。另外，服務區

須至少在停止服務日期前十五（10）天向客戶提供欠費通知和即將

停止服務的通知。       

 通知須在郵資預付的情況下郵寄至客戶的收費位址。 

 通知中將包含以下資訊： 

1.  欠費客戶的姓名和位址；             

2. 欠費金額;             

3. 為避免服務停止或收費而要求客戶付款或安排付款的

截止日期；             

4.  客戶可以對服務或收費進行投訴或請求進行調查的步驟;                         

5. 客戶可以針對未付費用請求執行付款計畫的步驟;                         

6.  客戶獲取有關財務援助的可用性的資訊的流程（如適

用，包括私人的、地方的、州的或聯邦的財務援

助）；以及             

7.  服務區可以針對付款提供其他資訊或制度安排

的員工的電話號碼。             

8. 服務區將停止服務的日期；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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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住宅居住者有權在不要求支付帳戶上拖欠的金額的情

況下成為公共事業的客戶。             

b.如果服務區不能收取欠款，或無法聯繫帳戶持有人或其他責任方，

應在服務位址的門把手上掛上“48小時後停水通知”，通知欠款

客戶如果繼續不支付帳戶上的欠款將在規定日期停水。            

c.  服務區發出 48小時後停水的通知後，將努力至少在停止服務前 24

小時通過電話、短信或電子郵件聯繫帳戶持有人、業主或其他在住

宅中居住的成年負責人。 

      d.如果服務區聯繫不到負責人聯繫，應在服務位址的門把手上掛上“24

小時後停水的通知”，說明停水原因、日期、欠款額和大致的停水時

間。      

e.        如果停止客戶的服務，應在停止時在服務位址的門把手上掛上

“停止服務通知” 。 

f.不得在董事會對第 9條概述的上訴做出裁決之前或在請求救濟之前停止

服務。        

g. 董事會之前已經通過決議確定了停止和重新開通服務的費用。

董事會可以隨時以決議的形式修改停止服務和重新開通服

務的費用。      

通知主表的房東/租戶 

在多單元住宅、移動房屋公園或勞動營中的永久住宅中的居住的人員如果是

通過主儀錶獲得服務，且業主、管理人或經營人員是登記的客戶，此時，服

務區將向每個居住單元發送帳戶欠款通知。 



{CW069500.11}  决议 2018-35 
 

服務區將在停止服務的日期前採取如下措施： 

a.      服務區將通過電話、個人接觸並在可能的情況下通過短信或電子郵

件就未付費用聯繫帳戶持有人或其他責任方。而且，服務區須至少

在停止服務的日期前十五（15）天向客戶提供欠款通知和將停止服

務的通知。 

 通知須在郵資預付的情況下郵寄至客戶的收費位址。 

 通知中將包含以下資訊： 

1. 欠費客戶的姓名和位址；             

2.            欠費金額; 

3. 為避免服務停止或收費而要求客戶付款或安排付款的

截止日期； 

4.             客戶可以對服務或收費進行投訴或請求進行調查的步驟;                         

5.             客戶可以針對未付費用請求執行付款計畫的步驟; 

6. 客戶獲取有關財務援助的可用性的資訊的流程（如適

用，包括私人的、地方的、州的或聯邦的財務援

助）；以及                         

7.             服務區可以針對付款提供其他資訊或制度安排的

員工的電話號碼。 

8.             服務區將停止服務的日期；             

9.  和            住宅居住者有權在不要求支付帳戶上拖欠的金額的情

況下成為公共事業的客戶；以及 

 10. 必須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說明住宅居住者需要採取什麼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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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防止服務被停止或重新開通服務; 以及       

11.  當地縣律師協會推薦的合格的法律服務專案的電話

號碼。         

給老年人或受撫養的成年人的通知 

如果客戶年齡在 65歲或以上或者是被人撫養的成年人時，須遵守如下規定： 

a. 服務區須向客戶提供使用協力廠商通知服務的選擇，例如，合格的

客戶可以指定成年子女擔任指定的接收欠費通知的協力廠商。       

b. 合格的客戶應當請求用服務區提供的表格通知指定的協力廠商，並隨

附指定協力廠商的書面同意書。      

c. 協力廠商通知不會給協力廠商帶來支付逾期費用的義務，也不應對

停止服務起到阻止或推遲作用。       

d. 如果合格的客戶請求服務區向協力廠商進行通知，當該客戶的帳

戶逾期需要停止服務時，服務區必須嘗試通知指定的協力廠商接

收通知。      

e. 通知中應包含預防停止服務需要滿足的要求。       

停止服務的例外情形 

服務區不會在下列情況下停止服務： 

a. 星期六、星期日、法定假日或服務區公用事業部業務辦公室不

向公眾開放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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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本政策第 7條所述客戶對帳單有異議，且對客戶的異議或投訴

進行的調查尚在未決階段；      

c. 已經向客戶提供了延期支付帳單（但延期結束時有可能適用停止服

務）;       

d. 如果客戶遵守分期付款協定，且在隨後的每個計費週期產生費用時，

客戶也保持帳戶的流動性；以及      

e. 有資格證的醫師或外科醫生已證明終止服務將威脅客戶的生命，並

且客戶的經濟狀況導致其無法在正常的付款期內支付服務費，且客

戶願意就所有無力支付的收費達成分期付款協定。       

第 7條：請求救濟 

a. 服務區的任何客戶可在服務區評估的任何費用到期或用停止供水服務

後的五（5）天內向總經理提出書面請求，對所述的費用或停止提出

異議。本款規定的時間限制在本政策通過後的前九十（90）天內不適

用。       

b. 客戶可以在提交書面請求的十三（13）天內請求延長其聲稱無力在正常

的付款期限內全額支付的帳單的付款期限。      

c. 總經理應審查所有書面救濟請求，可以拒絕請求或准予請求的全部

或部分救濟。考慮因素應包括：       

1. 帳單錯誤；       

2. 儀錶故障或儀錶讀數錯誤；       

3. 存在漏水現象，需要根據漏水情況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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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慮是否應允許客戶在合理的時間內分期償還帳戶的未付餘

額；以及       

5. 總經理認為有關的任何其他因素。       

第 8條：請求救濟，因漏水而調整水費 

a. 服務區的任何客戶都可以由於漏水而書面要求而調整水費。       

i.書面請求中須包含如下資訊：帳號、帳戶名稱、確定漏水

日期、漏水原因、證明進行漏水維修的資訊（收據、圖片

等）。      

b. 申請由於漏水而調整收費時須滿足如下條件：      

i.客戶的帳戶必須是活期存款帳戶，且客戶應在發現漏水，

時立即採取維修措施，且客戶須在提出當前的請求之前

12個月內未進行過任何其他由於漏水而進行的費用調

整。      

c. 如果申請被總經理批准，可以從發生漏水的期間的帳單中減去前 12個月

帳單的平均值，然後將該金額除以二來確定免除金額。       

第 9條：上訴 

a. 服務區的任何客戶如果對總經理根據本政策第 7條和第 8條做出的最

終決定有異議，最遲可以在總經理做出最終決定之後十五（15）天

內提出“上訴通知”對總經理的決定進行上訴。董事會的董事應對

總經理的決定舉行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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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客戶首先未根據第 7條或第 8 條請求救濟之前無權由董事會舉行

聽證。      

c. 上訴通知中應說明上訴的依據以及上訴依據的全部事實。       

d. 總經理應在收到上訴通知後十五（15）天內將聽證的時間和地點通知

上訴人。總經理應最遲應在聽證之前十四（14）天內將聽證通知上訴

人。      

e. 客戶可以出示證據證明公用事業費帳單不正確或欠費金額不適當。總經

理可以提供證據證明公用事業帳單的準確性以及公用事業費帳單的金

額的合理性。       

f. 董事可能會對總經理評估的金額進行確認，減少任何一部分欠款或罰款，

或發現罰款沒有根據。董事會減少公用事業帳單的金額時應在記錄中

做出所述的減免符合公共利益的認定。 

g. 董事會的決定是最終的，未付的餘額除非被董事會延期，否則應

立即到期。      

h. 董事會可自行決定拒絕聽取上訴，而由中立的仲裁員對上訴進行仲

裁。本款規定的仲裁費應由服務區和客戶平均承擔。      

  

第 10條. 通過稅單收取 

對於在上訴聽證會後三十（30）天依然未清償的任何金額，或變得不可改變

且不能上訴的任何金額，可以按照《政府法典》第 61115條，按照和財產稅

相同的方式通過稅單收取。總經理應準備並向董事會提交報告，在其中描述

受影響的房屋以及當年的費用和違約金額。總經理應至少在公開聽證會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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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四（14）天，在兩周內每週一次在一般發行的報紙上發佈提交報告的通

知以及公開聽證的時間和地點的通知。 

  

在公開聽證會上，董事會應聽取並考慮對報告提出的任何異議或抗議。在公

開聽證結束時，董事會可以在通過最終報告之前通過或修改收費和罰款。董

事會決定每個受影響的地塊，董事會的決定是最終決定。 

  

董事會通過最終報告後，總經理應在每年的 6月 1 日或該日之前將最終報告

提交給聖路易斯-奧比斯波縣書記員-記錄員，逾期費用應成為對每個受影

響的地塊的逾期費，採用和財產稅一樣的方式收取。 

  

第 11章可分割性 

如果本政策的任何部分或其對任何人或情況的適用被認為無效，則該政策的

其餘部分，包括對其他人或情況的適用本部分或規定，將不因此受到影響，

應繼續全力以赴。為此，該策略的各個部分是可分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