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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水電局賬單和解 
索賠管理人 
P.O. Box 43449 
Providence, RI 02940-3449

JCLA1

*JCLA1FIRST*

I. 一般指示

一項名為Jones訴洛杉磯市案（案件編號BC577267）的集體訴訟案在加州高等法院立案，指控洛杉磯
水電局（LADWP，簡稱“水電局”）的新計費系統因運行缺陷或相關原因導致水電局客戶被多收費用
或遇到其他計費錯誤，抑或由於參加水電局太陽能鼓勵計劃而蒙受損失。為了和解這起訴訟，水電局
已同意100%償還客戶超額繳費或損失的款額。

若您收到一封信函，指出您有一筆貸記或退款待收，並且您對已確認的金額感到滿意，則無需採取進
一步行動。和解通過最終批准後，退款將由水電局自動發放。

若（1）您對信函中已確認之退款金額不滿意，

或（2）您沒有收到示意水電局所確定之欠款金額的信函，並且您認為水電局有欠您錢，則您必須填
寫此表格。請填寫每一節內容，並提供第4節要求的文件。

本索賠表格可通過美國郵政平郵至: 

洛杉磯水電局賬單和解索賠管理人  
P.O. Box 43449 

Providence, RI 02940-3449

Jones v. City of Los Angeles 
郡高等法院 

案件編號 BC577267

索賠表格與和解聲明

本索賠主體為：洛杉磯水電局賬號:
您在此索賠表格上向索賠管理員所提供之聯絡信息的任何更改均不會改變您在洛杉磯水電局（“水電
局”）備案之聯絡信息。

名字 M.I. 姓

詳細郵寄地址

詳細郵寄地址（續）

城市 州 郵編

外省份 國外郵政代碼 國外國家名稱/縮寫

僅更改郵寄地址

郵戳日期 
不得遲於 

2017年6月5日

FOR CLAIMS 
PROCESSING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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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索賠表格還可以登錄 www.ladwpbillingsettlement.com提交電子版本。

索賠表格必須在2017年6月5日前郵寄（以郵戳為準）或以電子形式提交。

II. 索賠類別

索賠覆蓋時間段： 本索賠表格僅覆蓋2013年9月3日至2016年12月30日期間的索賠，與太陽能相關之
索賠除外。太陽能相關索賠覆蓋時間段為2010年2月13日至2016年12月30日。

請查看可能適用於您的關於賠償的所有索賠類別，並提供所要求的信息（如適用）。未能提供所要求
的信息和支持文件可能會導致您的申請被拒絕。想要索賠被受理，所有索賠人必須應填寫第三至七
節。

  A.  賬單自動付款/銀行透支費用。（要符合此類索賠類別的資格，您必須收到一封信函，指
明您是這個子類中的一員。）水電局通過自動支付向我超收費用時我的賬戶被透支。 

  B. 房屋條件/估計賬單。（要符合此類索賠類別的資格，您必須收到一封信函，指明您是這
個子類中的一員。）因為水電局發送給我的估計賬單或賬單使用金額有誤，所以我不知道有漏
水或電氣接地損耗。

此索賠關係到：     水  電

  C. 服務工作索賠。 請選擇所有適用項，並提供要求的信息。

  水電局的實地調查時間太久，我遭受了損失或損壞。 

  水電局沒有進行現場維護，我遭受了損失或損壞。

  我的計量表損壞或無法讀取，我遭受了損失或損壞。

  水電局因其出現的錯誤切斷了我的服務，我遭受了損失 或損壞。

我的服務工作索賠關係到的服務有:    
 水   電   污水   固體廢棄物   太陽能鼓勵計劃 

  D. 損害超出信函中所確認之退款金額 （要符合此類索賠類別的資格，您必須收到一封信
函，指明您是這個子類中的一員。）水電局向我多收了費用，並且除了信函中所確認之損失和
損害外，我還遭受了其他的損失和損害。

水電局向我超收費用的服務有:   
 水   電   污水   固體廢棄物   太陽能鼓勵計劃 

請說明索賠依據: 

 

 

  E. 其他索賠：我認為我由於水電局的錯誤受到了損害，但上文中沒有列出。

我的索賠關係到的服務有:  
 水   電   污水   固體廢棄物   太陽能鼓勵計劃 

請說明索賠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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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服務地址確認

  我的索賠針對的服務所在地址與本索賠表格上預先打印的郵寄地址相同。

  我的索賠針對的服務所在地址如下（與我的郵寄地址不同）。

服務地址:

城市 州 郵政編碼

  我打算依據在另一地址提供的服務為此賬戶另外提出一份索賠，並且將為之填寫一份單獨的索賠
表格。

IV. 損害或損失的日期與金額

請說明您認為您遭受的損失或損失。（這些損害或損失可能涉及到超額繳費、費用有誤、未退款餘
額，也可能包括：維修成本；服務成本（例如水管工或維修人員的費用）；第三方收取的財務、利息
或透支費用；錯誤切斷服務相關的成本；重新接入費用；易腐物品損失；個人財產損害；工資或營業
收入損失；或本文未列出的其他損失）。請在日期欄內，說明相應的維修、損失或賬單日期。

從上述A-E中選擇索賠類別 損失類型: 

金額 $ 日期

 

從上述A-E中選擇索賠類別 損失類型: 

金額 $ 日期

 

從上述A-E中選擇索賠類別 損失類型: 

金額 $ 日期

 

從上述A-E中選擇索賠類別 損失類型: 

金額 $ 日期

 

從上述A-E中選擇索賠類別 損失類型: 

金額 $ 日期

 

從上述A-E中選擇索賠類別 損失類型: 

金額 $ 日期

 

從上述A-E中選擇索賠類別 損失類型: 

金額 $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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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支持文件

請提供任何收據、發票或文件的副本，以支持上文所列的各項金額。文件（如有）應顯示損壞或損失
的日期、描述所提供之服務（如適用）、支付金額以及付款確認信息。

為了追回透支費用、財務費用或利息費用，請提供註有所計算之透支費用、財務費用或利息費用金額
及計算日期的銀行或信用卡賬單。

未能提供所要求的信息和支持文件可能會導致您的申請被拒絕。

您必須保留所有文件之原件。請僅遞交副本。

VI. 客戶聯繫方式
電子郵件地址

工作時間電話號碼

— —

VII. 聲明

本人  , 特此聲明，本人是本索賠表格所載之洛杉磯水電局賬
戶的在冊客戶，並且為支持本人的索賠所提交的任何文件真實準確，違者將根據加利福尼亞州法律接
受偽證罪處罰。

    
日期：（月/日/年）  簽名或電子簽名 

    
  職務（如適用） 


	comb_1: 
	comb_2: 
	MI: 
	comb_3: 
	comb_4: 
	comb_5: 
	comb_6: 
	comb_7: 
	comb_8: 
	comb_9: 
	comb_10: 
	comb_11: 
	toggle_10: Off
	toggle_11: Off
	toggle_12: Off
	toggle_13: Off
	toggle_14: Off
	fill_1: 
	fill_3: 
	toggle_1: Off
	comb_1_2: 
	comb_2_2: 
	comb_3_2: 
	comb_4_2: 
	comb_40: 
	comb_5_2: 
	undefined_7: 
	comb_7_2: 
	undefined_8: 
	undefined_9: 
	comb_41: 
	comb_10_2: 
	undefined_10: 
	comb_12: 
	undefined_11: 
	undefined_12: 
	comb_42: 
	comb_15: 
	undefined_13: 
	comb_17: 
	undefined_14: 
	undefined_15: 
	comb_43: 
	comb_20: 
	undefined_16: 
	comb_22: 
	undefined_17: 
	undefined_18: 
	comb_44: 
	comb_25: 
	undefined_19: 
	comb_27: 
	undefined_20: 
	undefined_21: 
	comb_45: 
	comb_30: 
	undefined_22: 
	comb_32: 
	undefined_23: 
	undefined_24: 
	comb_46: 
	comb_35: 
	undefined_25: 
	comb_37: 
	undefined_26: 
	undefined_27: 
	comb_1_3: 
	comb_2_3: 
	undefined_28: 
	undefined_29: 
	fill_1_2: 
	fill_2_2: 
	fill_4_2: 
	Check Box1: 
	0: Off
	3: 
	0: Off
	1: Off

	1: 
	0: Off
	1: Off
	2: Off

	2: 
	0: Off
	1: Off
	2: Off
	3: Off
	4: Off


	toggle_16: 
	0: Off
	1: Off

	toggle_17: 
	0: Off
	1: Off

	toggle_18: 
	0: Off
	1: Off

	toggle_19: 
	0: Off
	1: Off

	toggle_20: 
	0: Off
	1: Off

	toggle_2: 
	0: Off
	1: O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