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佩塔卢马市水和污水                         www.cityofpetaluma.org    

                   即将停水通知  
 

 

 

服务地址： 账号号码： 通知日期： 日期： 逾期金额： 

   开始：  至： 

逾期 

$ 

您的账户逾期，目前正处于欠款状态 

佩塔卢马市已根据SB 998（断水保护法案）通过了一项断水政策，就防止因居民未付款而停止服务说明了有关的程序。

本通知中载有和防止断水的措施有关的信息。 
 

逾期金额 $ 
 

  如果未在年/月/日下午5点之前收到逾期的余额或有关安排， 

将在 年/月/日断水 
 

如果您的供水被关闭，将会额外收取费用，如果要在下午4:30之前恢复供水，须在下午两点之前向财务部出纳付款。 

为了恢复供水，需要有责任方在场。 
 

 

账单开具日期 年/月/日 账户号码: 逾期金额: 

目前的账单周期 逾期  $ 

 
 

支票的收款人填写佩塔卢马市                                                                       公共事业收费问题咨询电话 (707) 778-4350, 按键 3 

下班后紧急联系电话 (707) 778-4546                                             时间：周一至周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 
 

下面的部分请撕掉并在付款时提交 

 

支票的收款人为 

City of Petamula 
11 English Street 
Petamula, CA 94952 

 

紧急——即将采取措施 
拨打1-877-484-4346，用借记卡付款 

账单日期 

年月日 

逾期金额 账号 

服务地址： 

 

          
在此处显示支付的金额  $ 

 

收件人： 请汇款至： 

 City of Petaluma 
Po Box 612227 
San Jose, CA 95161-2227 

http://www.cityofpetaluma.org/


 

 

 

付款说明 
1.支票的收款人为“佩塔卢马市”。 

请在支票上写明您的账户号码。 

 

2.通过电话支付：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您都可以随时拨

打电话1-877-484-4346，安全通过借记卡或信用卡付款。 

 

3.邮件付款：请使用附带的信封，付款时随附存根，您须

在本通知中说明的关闭日期之前将款项付至城市。 

 

4.当面付款：您可以在周一至周四上午10点和下午两点之

间，亲自到位于English路11号佩塔卢马市政厅的佩塔卢

马财务部支付账单。 

 

5.实时付款：在网站https://xeweb.cityofpetaluma.net

上注册为电子用户。选择“公民服务”和“公共事业”，

点击“新用户”按钮。填写信息，按照提示完成注册流

程，通过借记卡或信用卡实时付款。 

 

6.在线付款：在https:// 

www.onlinebiller.com/petaluma，注册进行在线账单付

款，安全通过借记卡、信用卡或银行账户付款，或者参加

自动付款，自动在账单到期之前从借记卡、信用卡或银行

账户扣除当前账单的金额。 

 

7.通过投件箱付款：佩塔卢马市在11 English Street市政

厅的停车场和N. 320 N. McDowell Blvd, Lucchesi社区中

心设有两个绿色（非现金）付款投件箱。投件箱在周一到

周四（节假日除外）的上午会有人从中取款。 

 

 

 

 

 

 

 

如果下述信息有何变化，请说明： 

 
您的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信息 
业务电话时间——周一到周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707-

778-4350，按3号键。 

 

服务开始/停止以及账单问题707-778-4350，按3号键，电

子邮件地址utilitybilling@cityofpetaluma.org。 

通过电话付款或余额咨询：877-484-4346（可以24小时拨

打）。 

 

拖欠付款 
您 的账户的欠款时间已经至少60天，之前已经针对您的

逾期余额发送过通知，现在要中止服务，请阅读本通知中

有关防止断水的选择的信息。 

 

说明 
佩塔卢马市已根据SB 998（断水保护法案）通过了一项断

水政策，在其中说明了由于居民未付款而停止其用水时，

可以采取的措施和步骤，该政策可以在我们的办公室中获

取或在佩塔卢马市公共工程及公用事业设施部中的佩塔卢

马市的网站上（www.cityofpetaluma.org）查看。 

  

● Visite nuestra oficina o sitio web para obtener 

una 

traducción de este politica. 

●如欲获取政策的译文，请访问我们的办公室或网站。 

● Mangyaring bisitahin ang aming opisina o 

website para sa isang pagsasalin ng Polisiyang 

ito. 

● Vui lòng đến văn phòng hoặc vào trang web của 

chúng tôi để xem bản dịch của Chính sách này. 

●이 정책에 대한 번역은 저희 사무실이나 웹 

사이트를 

방문하십시오. 

https://xeweb.cityofpetaluma.net/
https://xeweb.cityofpetaluma.net/
http://www.onlinebiller.com/petaluma
mailto:utilitybilling@cityofpetaluma.org


要求另外进行付款安排或进行分期支付余额 
 

如果客户愿意达成付款计划，城市则不会因为未付款而中断向居民提供的服务。用户不能及时支付账单

时，可以致电财务部，请求另行安排付款时间或分期付款，或到城市商务服务部柜台办理。请求提供付

款计划时，不需要说明具体原因，客服人员也不会要求客户提供医生证明或收入证明。客户根据付款计

划付款时，如果随后又出现未支付的费用，不能再要求进行进一步的付款安排。 
 

虽然客户同意付款计划并按照付款计划及时付款时不会出现供水停止，但是在清偿所有付款（包括当前

的收费）之前，账户还是欠费状态。  
 

支付计划的条款由财务部自行确定，一般情况下会要求一次性支付部分款项，并在 60 天内支付剩余的金

额。在付款计划履行期间，只要如期支付所有后续的账单，不会产生滞纳金。城市会考虑在不超过 12 个

月的合理的期限内分期支付余额的请求。提交和解决支付计划请求或余额分摊请求时，都必须在停水通

知中规定的停水日期之前进行。 
 

如果您和城市针对逾期费用达成了付款计划安排，只要您遵守支付计划，并及时支付后续的所有账单，

您的服务就不会中断。如果您不遵守付款计划的时间达到或超过 60 天，或您在受欠款的付款计划约束期

间，未及时支付账单的时间达到或超过 60 天，城市可能会在服务地址的显眼位置张贴最后停水通知后 5
个工作日之后停止服务。收到最终停水通知的客户将无权进行由城市进行的任何调查、付款安排或审

查。城市不会由于未付款而在周六、周日或法定假日停止供水。 
 
租赁关系 
 

如果您不是房屋现有用水账户的持有人但是房屋的租户，您有权单独或和房屋的其他租户一起成为客

户。 
 
• 单独装有水表的租赁住户只要愿意承担该地址后续的用水服务费，就有权在不支付欠费账户到期金额

的情况下成为城市的客户。为了让欠费账户之前的持有人继续承担该账户所欠付的金额，租户/居住

人须提供租赁证明，租赁证明可以是租赁合同或租金付款证明。 
 

• 多单元住宅的租户/居住人共用一张万事达卡时，只要他们愿意承担该万事达卡对应的地址的后续用

水费用，就有权在不支付欠费账户到期金额的情况下成为城市的客户。如果一个或多个住户愿意且有

能力令城市满意地承担后续用水的费用，或者城市可以按照法律采取切实措施有选择地中断达不到服

务要求的住户的服务，此时，城市将向满足要求的住户提供服务。 
 
重新开通服务 
 

服务由于未付款而中断时，须在重新开通之前全额支付所有欠款和相关费用。城市将在收到造成服务中

断的所有费用的付款后，立即重新接通服务。在当天的正常工作时间内接通服务时，付款须在下午 2 点

之前收到。工作日下午 4 点半之后恢复服务要按照城市适用的收费标准和收费时间征收加班费。除非客

户接到了加班费通知，且客户在重新开通服务当日下班前支付了所有拖欠的收费和费用，否则当天不会

在正常下班后恢复服务。 
 
要求查阅账单或进行投诉 
 



客户可以请求查阅账单或上诉。进行上诉时，须书面通知书记办公室，书记办公室的地址为：11 English 
Street, Petaluma, California 94952，在通知中说明客户对账单有争议或对城市按照本政策采取的措施有

争议，并请求城市财务主管或其指定人员在争议账单的日期之后或初始停水通知之后十五（15）天内进

行审查或调查。如果客户认为已经付款但是账户中无记录，客户需要提供证明付款收据、取消的支票或

其他合格的证据，以便城市可以就付款的接收情况进行调查。如果财务主管没有解决客户的争议，会在

客户上诉通知的日期后 60 天内通知客户在听证员主持下进行上诉听证的日期，上诉听证按照佩塔卢马市

市政法案第 1 篇第 1.14 章第 1.14.090 条 B 项进行。  
 
如果对本通知有任何问题或需要帮助，请在正常工作时间（节假日除外）联系城市财务部的商业服务

处，地址为 English 街 11 号，或者致电客户服务处（电话 (707) 778-4350，快捷键 3），或发电子邮件至

utilitybilling@cityofpetaluma.org。 
 
佩塔卢马市的《居民用水欠款收取和停水政策》可以在城市的财务部领取（地址 11 English Street, 
Petaluma, California, 94952）或在佩塔卢马市网站获取（网址： www.cityofpetaluma.org ），该政策详见

网站的城市公共工程和事业部内容。 
 
翻译 

* Visite nuestra oficina o sitio web para obtener una traducción de este aviso. 

* 请访问我们的办公室或网站，以获取本通知的翻译。 

* Mangyaring bisitahin ang aming opisina o website para sa isang pagsasalin ng paunawa na ito. 

* Vui lòng truy cập văn phòng hoặc trang web của chúng tôi để dịch bản thông báo này. 

* 이 통보서를 번역 할 사무소 나 웹 사이트를 방문하십시오. 통통통통 통통 통 통통통 통 통 통통통통 

통통통통통통. 

mailto:utilitybilling@cityofpetaluma.org
http://www.cityofpetalum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