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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METERING  
选择退出申请 

 

选择退出 Advanced Metering 

City Light 已通过使用数字通信仪表（先进的仪表）更换为新型的电气计量标准。由于需要支付额外费用，住宅用户

可以选择非标准仪表（非通信数字仪表）。关于两种仪表的描述如下。 

先进的仪表 将连接到家庭和企业，以收集用户的能源使用信息。仪表将向 City Light 提供自动化无线通信。 

• 先进的仪表全天记录用户的能源使用信息。 

• 利用 射频（RF）无线网络，用户的能源使用数据将每天多次发送给 City Light。这类似于手机和 Wi-Fi 所使用

的无线通信。仪表每天传输数据最多需要 90 秒。 

• 与传统的计量方法相似，一旦数据进入 City Light 的安全防火墙范围内，能源使用数据将与用户账户进行匹配，

以进行计费和其他用户服务活动。 

选择退出上述 Advanced Metering 计划的住宅客户可以使用非通信数字仪表。 

• 这种仪表没有天线或无线通信电台。这些仪表不能进行 射频 (RF) 传输。因此，该仪表不接收或传输用户的能

源使用数据。 

• 该仪表设有数字显示屏和蓝色标签，以便将其明确地指定为选择退出计划的仪表。 

• 适用于选择退出计划的收费标准。 

 

选择退出的资格指南 

• 您必须是住宅用户。 

• 希望选择退出的非产权所有人必须获得产权所有人的书面许可。 

• 您应负责提供接近和维护仪表的通道，以使 City Light 能够始终对仪表进行安装、维护和读数。否则，可能导

致终止您参与选择退出计划，并且需要安装“先进的仪表”。 

• 具有 4 套或 4 套以下住宅的建筑物产权所有人和租户有资格选择退出计划。租户必须获得产权所有人的许可

才能选择退出计划。如果建筑物产权所有人选择整座建筑物都退出计划，产权所有人将负责支付与全部住宅选

择退出计划相关的所有费用。 

• 居住在一处（即仪表室或外墙）安装有 5 个或 5 个以上仪表的任何类型多单元的用户不具备选择退出的资格。 

• 净计量用户不具备选择退出的资格。 

• 商业用户不具备选择退出的资格。 第 1 页，共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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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City Light 仪表的对照 
如下列图表所示，选择退出计划会产生一些相关的额外费用，而且使用非通信数字仪表可享受的优惠较少。费用包括

与非通信数字仪表和设备相关的 City Light 的间接费用、成本、日常维护和抄表费用。 

  先进的仪表 选择退出，使用 
非通信数字仪表 

选择退出，使用  
非通信数字仪表， 
如果参加了 Utility 
Discount Program
（公共事业折扣计划）
** 

查看每日用电量* 是 否 否 

断电故障检测* 是 否 否 

远程连接您的服务* 是 否 否 

一次性服务和  
管理费 

免费 124.43 美元 49.77 美元 

每个仪表的一次性安装费 免费 免费（在预定的仪表

安装时间前两周发出

通知） 

免费（在预定的仪表安

装时间前两周发出通

知） 

  84.21 美元（未  
提前两周发出通知） 

33.68 美元（未  
提前两周发出通知） 

定期结算周期费用* 免费 15.87 美元 
今后的每个结算周期 

6.35 美元 
今后的每个结算周期 

*在先进的仪表系统完全实现自动化的情况下。 

**收入符合条件的 Utility Discount Program 参与者可享受 60％ 的折扣。 

上表所列费用的综述  

• 一次性服务和管理费为 124.43 美元。 
• 每个结算周期的收费为 15.87 美元，该费用在用户读表过渡到自动读表之后开始收取。这包括对仪表进行人

工抄表和维护的费用。 
• 如果在您所在地区安装先进的仪表的预定时间之前至少两周未收到申请，则可能收取 84.21 美元的安装费。 
• 在 City Light 出于维护目的而进行现场更换仪表的情况下，将免除安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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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退出的步骤 

• 提交完整的申请表。不完整的申请表可能会延迟处理。 

• 您应保证 City Light 至少在您所在街区的预定安装日期前两周收到申请，以避免被收取安装费。 

o 如果错过这个截止日期，您可能会在您所在街区安装当日收到先进的仪表，直到技术人员随后再次造

访您家的时候，才能安装选择退出计划的仪表。选择退出计划的仪表安装后，安装费将加到您的账单

之中。可能在您所在街区安装日期的几天或几周之后，您才会收到选择退出计划的仪表。 

• City Light 收到申请后，用户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确认已收到申请。如果没有提供电子邮件地址，将会以信

函方式邮寄。 

• 申请经处理后，用户将以信函方式收到批准或否决函。City Light 将竭尽所能及时对申请进行处理。然而，在

批准前可能需要提供更多的信息。例如，如果金郡记录中的产权所有人与 City Light 账户所列的产权所有人不

符，City Light 可能会要求提供更多的信息以确认其资格。这可能会延迟申请的处理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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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出于礼貌提供此申请表的译文。 
出于法律原因，想要选择退出的用户必须填写并提交此申请表的英文版。 

用户信息 
账号： 日期： 

账户姓名： 

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 

服务地址： 

产权所有人（如果与账户姓名不同）： 

产权所有人电话号码： 

选择退出的原因： 

 

 

条款与条件： 

 
我声明并保证，我是所提供用户账号上的指定授权人。我进一步声明并保证，我是房屋的合法所有人*，或是已获得下

述该房屋产权所有人许可的租户。通过签署这份表格，我表示我希望退出 City Light 的 Advanced Metering 计划。通

过签署这份表格，我确认在此表格上所列的房屋应安装非通信数字仪表来代替“先进的仪表”。本人了解，根据 City 
Light 的 选择退出政策 (DPP III-427)，一旦服务过渡到自动读表，将对我的账户收取一次性服务和管理费用，以及每

个结算周期的持续性抄表费用。本人还了解，如果我没有在预定安装先进的仪表日期至少两个星期之前回邮此申请表，

也可能对我收取仪表安装费。本人了解，我只符合 City Light 基本收费标准的资格，并且将不能享受 Advanced 
Metering 系统可能提供的任何其他额外的优惠。本人同意，我将保持通向仪表的通道整洁且方便直接，使 City Light 
员工在整个月的基本工作时间内都可以进行人工抄表。 
 
账户持有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 

印刷体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产权所有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 

印刷体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如果申请人不是房屋的法定所有人，则产权所有人必须同意选择退出计划。 

您可以将此填写完整的表格提交至： 
Seattle City Light 
Attn：Advanced Metering Opt-Out / Customer Care Division 
P.O. Box 34023  
Seattle, WA 98124-4023 
              或者发送电子邮件至 SCL_Advanced_Metering@seattle.gov 
              或者发送传真至 (206) 684-3428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 Advanced Metering 和选择退出的信息，请访问：seattle.gov/light/meters 或致电 (206)727-8777 

仅供 City Light 使用  
 

接收日期：____________ 
 
认证机构：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期：_____   路线：______ 

 
UDP（用户数据报协议）：是/否    
 
租户：是/否 
 
太阳能：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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