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遍布贝尔维尤市 (Bellevue) 的饮用水总水管长
达 600 英里。 这大概相当于从贝尔维尤到 
Montana Helena 的距离！ 通过定期维护、维
修或修复以及更换，公用事业积极管理我们供
水基础设施的健康。 

我们如何了解哪些水管何时需要更换？ 这是公
用事业资产管理计划中的关键部分。 公用事业
对遍布城市和小区的总水管进行数据追
踪——包括管道寿命、尺寸和材质、破裂史以
及其它影响管道健康和寿命的因素。 我们使用
这类数据帮助计划资本投资项目，并为总水管

的维修和更换排定优先级。 事实上，贝尔维尤有非常循序渐进的总水管更换计划，每年大约
更换 5 英里长的总水管。 

公用事业也对全城的管道进行定期漏水检测。 当发生漏水和破裂，工作人员将快速调动，实
施维修。 然后我们将分析管道破裂相关信息，考虑未来出现总水管破裂的风险和可能性，以
确认是否需要更换某段管道。

贝尔维尤市每年发生多少起总水管破裂事件？ 贝尔维尤市供水系统每年平均发生大约 30 起总
水管破裂。 这一数字相当于每 100 英里发生大约 5 起管道破裂，与国家平均数字（每 100 英
里发生大约 25-30 起管道破裂）相比是非常低的。 

如何发现并报告可能的水管破裂？ 市政府依赖居民帮助我们识别和维修小型漏水处，以免其
恶化为大型漏水处。 若您在公共路权区域的道路上看到有水冒出或涌出，请立即致电 
425-452-7840 联系市政府的 24 小时紧急热线。

帮助业主管理私有供水系统的漏水

市政府负责维护公共路权或市属地役权上的所有总水管和公共服务水管。 业主负责从水表至
家中的私有水管。 如同公共服务侧，业主也需要在家中管线内识别小型漏水处，防止其恶化
为更大的漏水处。 

在哪里寻找漏水处？ 一些时候，漏水处很明显——比如持续漏水的马桶或装置下方的水洼。 
地下水管中看不见的漏水可能难以发现。 通常，比平常更高的水费可能表示您的房屋中有某
处漏水。 

若您怀疑有漏水，该怎么做？ 定期检查马桶的挡板阀是否松动——这是水资源浪费的一大罪
魁。 至于户外，您可以查看从水表处到水管入户处，寻找混凝土上是否有持续潮湿处，或在
干燥季节中某处是否有水洼。 您也可以使用水表数据来查看漏水或异常用水。 包括如何查看
水表漏水的更多资源，请访问 BellevueWA.gov/water-leak-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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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宠物粪便污染！管理漏水——我们的职责和您的合作

贝尔维尤爱护我们的狗狗——全市共有超
过 30,000 只狗狗！ 但宠物粪便可能变成
严重的污染问题。 

遗留在草地和人行道上的宠物粪便未经处
理。 当下雨或发生暴雨径流，路径上的一
切将被水流卷起——包括宠物粪便和其中
有害的细菌和有机体。 这些污染物最终将
进入我们当地水道，并可能危害鱼群和其
它野生动物。 宠物粪便还含有有害微生
物，可能传染人类。 

请通过正确处理宠物粪便保护我们的环境
和水道：铲起，包好，丢弃。 

将宠物粪便留在公共物业或他人的私人物
业中都属不法行为。 宠物粪便同样不能堆
肥处理，因为其加热程度不足以杀灭其中
可能出现的有害微生物。

感谢您帮助保持我们家人的健康、地表水
的清洁，同时大家不会踩到狗屎！ 有关避
免宠物粪便污染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BellevueWA.gov/pet-waste。 

铲起大便 包好！ 丢弃！



贝尔维尤市公用事业新闻可于在线阅读，其它语言版本请访问 
www.bellevuewa.gov/utilities。
可在以下网站用中文查看《贝尔维尤市公用事业新闻》(Bellevue Utilities News):  
www.bellevuewa.gov/utilities

벨뷰 유틸리티 뉴스 (Bellevue Utilities News)는 www.bellevuewa.gov/utilities  
웹사이트에서 한국어로 이용하실 수 있습니다

«Коммунальные новости Бельвью» (Bellevue Utilities News) имеется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по адресу www.bellevuewa.gov/utilities.

Novedades de Bellevue Utilities (Bellevue Utilities News) está disponible en español en  
www.bellevuewa.gov/utilities

Tin Tức Về Tiện Ích của Bellevue (Bellevue Utilities News) có bằng tiếng Việt trong  
www.bellevuewa.gov/utilities.

基本信息—425-452-6932  
utilities@bellevuewa.gov | utilities.bellevuewa.gov

客户服务/开具账单—425-452-6973

饮用水水质—425-452-6192

24 小时紧急情况处理—425-452-7840（溢流、给水总管破裂、
断水、污水溢流、污染物溢出）

Republic Services（固体废弃物处理服务）—425-452-4762

与 MacDonald Miller Facility Solutions 合作，市政府已经设
立一项计划，使贝尔维尤市的商用和多户住宅房屋能够获得管理

和降低能源使用的支持，并获得州和公用事业能源效率激励。

贝尔维尤市的计划是第一项由市政府领导的房屋业主协助措施，为必须
遵守本州岛新《商业清洁建筑性能标准 (Commercial Clean Buildings 
Performance Standard)》的房屋业主提供帮助，该标准要求绝大多数
大于 50,000 平方英尺的建筑到 2026 年为止达到能源效率标准。 

贝尔维尤市的计划将帮助房屋业主和物业管理者评估其能源使用，申请
州激励资金，降低能源使用，节约资金并遵守新清洁建筑标准。 华盛顿
州的《早期采纳者激励 (Early Adopter Incentive)》计划为符合资格的房
屋业主提供总计 $7,500 万激励资金，帮助业主评估能源使用，建立降低
能源消耗的实施计划，以鼓励业主尽早遵守州内法律。 

要了解更多信息并注册参与计划，请访问 BellevueWA.gov/clean-
buildings，或将您的问题通过电邮传送至 cleanbuildings@
bellevuewa.gov。 

新清洁建筑激
励计划

正在为您的房屋计划春
季翻新？ 尝试以下建
议，帮助您在此过程中
清洁杂物、保持清醒并
减少垃圾。 请记住，每
一天都是世界地球日！ 

 � 备好贴有标签的箱
子和袋子，用于分
类物品。 尝试按照
保留、卖出、捐
赠、回收、堆肥，
或作为垃圾丢弃（最终选项）来对物品进行分类。 总有一些物品
必须丢弃，这没问题！

 � 整理一份废弃物品丢弃地点的清单。 许多物品可以在不同地点回
收再利用。 BellevueWA.gov/recycle-more 提供了一份不常见
家用物品回收地点和方法的指南。 

 � 如果您有许多物品需要清理，请分多次捐赠，而非一次性堆积处
理。这可以帮助您避免不堪重负的情况。

 � 慢慢来—一件一件来或者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清理也没问题，根据
您的体力水平调整目标。 耐心冷静，持之以恒。

更多帮助：加入我们的免费「负责任的重新整理 (Responsible 
Reorganizing)」虚拟课程，其为「更绿色生活 (Greener Living)」系
列课程的一部分。 您将获得有关整理和精简物品的建议，让您不必丢
弃所有物品。 了解更多信息和注册参与，请访问 BellevueWA.gov/
greener-living-classes。 若您今年春季错过课程，别担心——课程
将很快回归！

负责任的重新整理建议 公用事业费率和税收减免计划
您在支付公用事业账单方
面是否需要帮助？ 您可能
符合公用事业费率和税收
减免 (Utility Rate and Tax 
Relief) 计划的援助资格。 

费率减免计划： 此计划为
低收入老年人（年满 62 
岁）和符合特定居住和收
入准则，且有永久性残疾
的低收入人士提供 70% 基

本公用事业费用减免。 若您的 2021 年家庭收入为 $40,500 及以下（
一人）或 $46,300 及以下（两人），您可能有资格享受费率减免。 减
免形式取决于您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的方式：

 � 公用事业费率折扣： 对于直接支付贝尔维尤公用事业账单的合格
申请者，折扣将直接套用于双月公用事业账单。 此计划开放至 10 
月 28 日。

 � 公用事业费率退还： 对于通过房租或第三方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的
合格申请者，将针对 2021 年公用事业费用的一部分发出退费支
票。 此计划开放时间为 4 月 1 日至 10 月 28 日。

紧急援助计划： 遭受一次性财务冲击（例如在 COVID 疫情期间失业）
的客户可能符合一项最长达四个月的基本公用事业服务 100% 折扣（
针对每张账单提供的福利不超过 $313）。 符合资格的申请者必须在过
去 30 天内满足低收入要求，且未获得其它公用事业财务援助。

如需更多信息和申请各计划，请访问 BellevueWA.gov/utility-relief 
或致电 425-452-5285。

http://cleanbuildings@bellevuewa.gov
http://cleanbuildings@bellevuewa.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