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87-00 

 

City of Boston 
c/o Constellation 
P.O. Box 4911  
Houston, TX 77210-4911 

 
 
 

 
请勿丢弃 - 关于电费的重要通知 

OFFICIAL CITY BUSINESS 
 

Presort First Class 
U.S. Postage Paid 

Boston, MA 
Permit #1736 



  
 

尊敬的邻居： 
 
波士顿作为一座沿海城市，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包括海平面上升、洪水以及更严重的风暴和极端天气事

件。为了保护我们的社区，我们需要采取果断的措施减少碳排放，从而打造一个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波士顿。

加入“社区选择电”(CCE) 计划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好机会。 

“社区选择电”使能源决策更贴合本地实际，该计划优先考虑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社区，并以可负担得起的价格

提供可再生电力，帮助客户长期节省费用。我们的目标是让居民和小企业有能力选择我们的社区供电方式，并有

能力使用所有人都负担得起的可再生电力，不论其收入水平如何。 

CCE 提供三种产品：“标准”、“可选基础”和“可选绿色 100”。客户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计划，并可随时加入或退

出，不会产生任何罚金。“标准”和“可选绿色 100”产品提供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比 Eversource 都要多。虽然该计

划不能保证在任何给定的月份都能为客户节省费用，但所有三种 CCE 产品的费率目前都比 Eversource 基本服

务费率低。对居民和小型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如果一位普通居民参加了 CCE 的“标准”计划且每月用电 600 千
瓦，那么至少到 2022 年 6 月，每月可节省近 28 美元的电费。 

如果您的经济条件允许，可以考虑选择“可选绿色 100”产品，该产品提供的所有电力均来自风能或太阳能等可再

生能源。加入本计划不仅可以为您节省电费，还能在减少污染、保护环境、帮助波士顿成为碳中和，绿色新政城

市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对于参加了其他支持计划的客户，Eversource 将提供多种援助和付款计划。如果您目前接受了 SNAP、WIC、

MassHealth、Health Safety Net、SSI、公共或补贴住房、退伍军人事务或 LIHEAP 补助，您可能有资格获得

账单折扣。参加 CCE 不会影响您在 Eversource 中的任何补助或付款计划，Eversource 将继续管理您的电力

账户。 

随附的《消费者通知表》包含了重要信息，旨在帮助您决定选择不加入还是自动加入该计划。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报名参加 15 分钟的实时咨询，网址为 calendly.com/bcce 或访问 boston.gov/community-choice-electricity。 

波士顿已经是美国最节能的城市之一，但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做得更多。“社区选择电”是帮助我们实现经济和环境

目标的一项行之有效并且可负担的战略。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子孙后代建立一个更高效、更公平的波士顿。现在

就行动吧。感谢您的合作！ 

Michelle Wu Mariama White-Hammond 牧师 
市长 | 波士顿市 主管 | 环保、能源与开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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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市的 

“社区选择电”计划 

消费者通知 
  

 
 

2022 年 3 月 15 日 
 

尊敬的波士顿基本服务消费者：  
 

波士顿市很高兴宣布，Constellation NewEnergy, Inc. (“Constellation”) 已入选为 “Constellation NewEnergy, Inc.” （社区选择电）计划（“计

划”）的供应商。该计划是一个市政集合，使地方政府能够将居民和企业的购买力结合起来，提供 Eversource 基本服务的替代方案 (M.G.L.c.164, § 134)。

这项计划只会对您每月账单的供应 (Supply) 部分产生影响，而不会影响您每月账单的输配 (dellivery) 部分。Eversource 将继续为您提供电力，但波士顿

已经为这项计划选择了供应商。Constellation 将为目前在波士顿使用基本服务的所有用户提供电力供应。本通知主要是想告知您有关电力供应的计划。根据

州法律，如果您选择不参与这项计划，则还会告知您的权利和选择。  
 

 除非您选择不参加并选择退出，否则将自动为您注册加入这项计划。  

 如果您不希望成为自动注册用户，则必须在 2022 年 4 月 18 日前进行回复。 

 

您不会发现您的电力服务有任何变化。您能看到的唯一区别是在您每月账单的“供应商服务”部分将会出现打印的 Constellation。您将继续收到 

Eversource 发出的账单。您将继续将您的付款发送到 Eversource 进行处理。Eversource 将继续响应紧急情况，抄表并维护配电和输电线路。其服务的可靠

性和质量也将保持不变。此外，您将继续享受所有现有的消费者权益和保护。 
 

比较费率和条款 
 

  
波士顿市“计划”* Eversource 

（仅限供应商服务） （仅限供应商服务） 

  标准 可选基础  可选绿色 100 基本服务 

费率 (默认) 
 

   

住宅 $0.11161 每千瓦时 $0.10771 每千瓦时 $0.13858 每千瓦时 $0.15764 每千瓦时 

小型商业和工业用

户 
$0.11161 每千瓦时 $0.10771 每千瓦时 $0.13858 每千瓦时 $0.14761 每千瓦时 

中大型商业和工业

用户 
$0.11161 每千瓦时 $0.10771 每千瓦时 $0.13858 每千瓦时 $0.10865 每千瓦时 

路灯 $0.11161 每千瓦时 $0.10771 每千瓦时 $0.13858 每千瓦时 $0.14761 每千瓦时 

可再生能源含量 

10% 马萨诸塞州 (MA) 的 

I 级可再生能源含量 

(REC) 高于最低州要求 

满足马萨诸塞州 (MA) 可

再生能源要求 

100% 马萨诸塞州 (MA) I 级

可再生能源含量 (REC) 
满足马萨诸塞州可再生能源要求 

时间段         2021 年 11 月 –  2023 年 12 月  2022 年 1 月 1 日 – 2022 年 6 月 30 日 

  
【费率适用于在服务区域中读取电表的当月开始和结束的服务。】 

  
  

【住宅、小型商业和工业用户和路灯费率每 6 
个月变化一次。大型商业和工业用户费率每 3 

个月变动一次。】  

退出条款 不收费 
可收取对账费用或信贷\【仅限大型商业和工

业用户】 

* 费率包括 (1) 咨询费 $0.0007 每千瓦时，以促进波士顿市的“社区选择电”计划；  
（2）运营附加费 $0.00008 每千瓦时，用于资助与城市能源经理职位相关的人员成本。 

* 费率可能会因法律变更而增加，从而导致合同期间成本的直接、实质性增加。 
 

重要信息 

 目前，住宅、小型商业和路灯累计费率低于 Eversource 的基本服务费率。累计费率固定为 25 个月（2021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2 月），而 

Eversource 的基本服务费率每年变动两次，分别在 1 月和 7 月。因此，累计费率可能并不总是低于 Eversource 的基本服务费率。累计的目标是

根据 Eversource 的基本服务费率，在这项计划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节约。但是，这类节约和未来的节约都尚不能保证。 

 选择退出这项计划并返回 Eversource 基本服务是免费的。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上一页》 



 
如果您已收到此通知，您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即可参与这项计划。 
 

所有已收到此通知的基本服务消费者将自动加入这项计划，并从 2022 年 5 月抄表之日开始享受累计费率。具体日期因服务区域而异。您的抄表日期将会显

示在您的账单上。  
 

关注您的 EVERSOURCE 账单，以获得更多关于这项计划的通知。 

 您 2022 年 5 月的账单上会显示您将被转到波士顿市的“社区选择电”计划。 

 您 2022 年 6 月的账单将在“供应商服务”项下显示波士顿的供应商和累计费率。 
 

预算计划或符合条件的低收入消费者将继续从 Eversource 获得这些福利。  
 

太阳能电池板和社区太阳能消费者在接受这项计划下的电力供应时，将继续获得净计量或按账单计算的信用额度，这些信用额度的价值不会因参与该计划而改

变。 
 

任何适用的税费都将作为项目供电费用的一部分进行计费。您需要提供适当的免税申请和文件。 
 

免税小企业消费者必须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将其能源免税证书的副本直接发送至 CNETaxForms@constellation.com 或（877）243-4968（传真）以保持其免税

状态。 
 

如果您已经选择了自己的供应商，则必须选择退出这项计划。这样将确保您继续从竞争性供应商那里获得电力。 

 

如果您已经通过 EVERSOURCE 选择了绿色电源，则您参与这项计划不会影响您对该绿色电源的参与。 

 

如果您不想参加这项计划，您可以：1）选择退出并继续支付 Eversource的基本服务费率；或 2）选择退出并选择您自己的竞争供应商（如适用）。 

 

怎样退出  

 随函附上回执或邮资卡并签字；或 

 访问 boston.gov/community-choice-electricity 并单击“退出”按钮，然后填写并提交选择退出表；或 

 请拨打 Constellation 电话 （833）930-3161，并要求继续使用 Eversource 基本服务。 

 

在注册的过程中，您随时可以选择退出，无需付费。可能需要几个计费周期，您才可以重新使用 Eversource 基本服务。如果您在初次注册之后选择退出，您

可以在 boston.gov/community-choice-electricity  选择退出或拨打 Eversource 电话 (833) 930-3161 选择加入 Eversource 基本服务。  

 

访问 boston.gov/community-choice-electricity 选择基本产品或 100%新英格兰可再生能源产品，或者您可以拨打 Constellation 电话 (833) 930-3161，

请求注册以下产品之一：  

 波士顿的可选基础产品符合马萨诸塞州可再生能源要求。该产品的报价为 $0.10771 每千瓦时，为期 25 个月（2021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2 月）。 

 波士顿可选的绿色 100 产品通过购买 80%的额外可再生能源证书 (REC) 来提供 100% 的马萨诸塞州一级可再生能源，高于该州当时对这些可再生

能源的现行要求。该产品的报价为 $0.13858 每千瓦时，为期 25 个月（2021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2 月）。 

 

有关波士顿市的“社区选择电”计划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boston.gov/community-choice-electricity 或者拨打免费电话 (855)402-5868。欲了解更多 

Constellation 信息，请访问 constellation.com/ma-boston。 

 

有关 EVERSOURCE 的基本服务费率，请访问：  

 住宅费率 – eversource.com/content/ema-c/residential/my-account/billing-payments/about-your-bill/rates-tariffs/basic-service。 

 商务费率 – eversource.com/content/ema-c/business/my-account/billing-payments/about-your-bill/rates-tariffs/basic-service。 
 

Colonial Power Group，Inc. 是波士顿市在竞争基础上选择的一家能源咨询公司，旨在促进“社区选择电”计划。  

收件人：CNETaxForms@constellation.com
https://www.boston.gov/community-choice-electricity
https://www.boston.gov/community-choice-electricity
https://www.boston.gov/community-choice-electricity
https://www.boston.gov/community-choice-electricity
https://www.constellation.com/ma-boston
https://www.eversource.com/content/ema-c/residential/my-account/billing-payments/about-your-bill/rates-tariffs/basic-service
https://www.eversource.com/content/ema-c/business/my-account/billing-payments/about-your-bill/rates-tariffs/basic-service


 

波士顿 Community Choice Electricity（社区选择电）计划选择退出回复卡 

   
如果您想要加入波士顿“Community 

Choice Electricity（社区选择电）计

划，不需要做任何事，将自动加入。 服务地址： 
 选择退出代码  

X 
   

退出说明 

如果您不想参与： 

1）签名和日期 

2）放入随附信封中 

3）投递邮件 

 签名 日期 
 

    
该卡必须由姓名记录在该卡地址中的消

费者签名。信封必须在 2022 年 4 月 

18 日前加盖邮戳，确保在自动加入之

前退出该计划。 

    
帐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