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 Lexington 电力用户，

我致此函的目的是为您提供 Lexington 社区选择电力计划的信息。该计划将把您
所使用电力中的可再生能源量增加到100%。该计划还包括其它可再生电力选择。
该计划将影响您的 Eversource 电费的供应费用部分的价格。   

如果您收到这封信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您将自动注册参加 Lexington  
社区选择计划。 

如果您选择退出，则请求函件的邮戳必须在您收到邮件的信件上蓝色字体显示的
日期之前，以避免自动注册该计划。  

如果您不选择退出，您将参加 100% 绿色计划，价格为  10.80 ¢/kWh， 
您将获得 100% 的可再生电力。

该计划是一种称为电力聚集的团体购电形式。通过聚集电力，镇上利用社区的大
量购买力为社区选择电力供应商，并确定社区电力供应中的可再生能源量。   

Lexington 已与 Constellation NewEnergy 公司签订合同，为我们镇提供 100% 
的可再生能源，其主要来自新英格兰地区以外的风力发电项目。您也可以选择新
英格兰地区内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并获得 100% 的可再生能源，或者只选择不高于
州法律要求的最低可再生能源的量。有关定价信息，请参阅这封信的背面。 

此计划的价格在 2023 年 12 月之前不会变更。这种价格稳定性不同于您目前的 
Eversource 的基本服务。Eversource 的基本服务账单中用于计算 Eversource 
供应部分的价格每 6 个月（住宅和小型企业账户）或 3 个月（大型商业账户）
就更改一次。价格稳定性也使该计划不同于许多您可能已经通过邮件或电话了
解的其他商业选择。然而，在 Constellation 签订的合同期内，并不能保证与 
Eversource 的基本服务价格相比一定节省开支。

您与 Eversource 的关系

▪   如果您参加此计划 ，Eversource 仍将是您的电力公司。您将继续收到他们
的电费账单，如果停电，您仍然需要给他们打电话。但是，您将看到您的 
Eversource 账单的供应部分将 Constellation NewEnergy 列为您的电力供应
商，并且将使用计划价格计算账单上的供应部分的费用。 

▪   如果您不参与此计划，您的 Eversource 账单的供应费用部分将继续使用 
Eversource 的基本服务价格计算。 

如果您有资格获得低收入人群的交付价格或取暖燃料援助，作为 Lexington  
社区选择计划的参与者您将继续获得这些福利。 

您的新电力供应价格

10.80 ¢/kWh 
此价格将从您注册计划后第一次读表开始

适用。价格将在 2023 年 12 月读表之前

保持不变。 背面附有 Eversource  

价格。     

不想参加此计划？

您并非必须参加此计划。如果选择退出
该计划，将不会有任何罚款或退出费，
并且可以随时选择退出。

如果您选择不参加此计划，您仍将是 
Eversource 基础服务客户。

要在注册前选择退出，请在您收到本信
件指定的日期之前执行以下一项工作：

  签名并返回随附的回复卡 
(投递邮戳必须在您所收到的 
信件所指定的日期之前) ， 
致电客户支持部电话   
1-844-379-9935，或选择在网
站 MassPowerChoice.com/
Lexington 在线退出。

如果选择以后退出， 您可以随时执行以 
下一项工作： 

  致电客户支持部电话 
1-844-379-9935 或选择在 
网站 MassPowerChoice.com/
Lexington 在线退出。

LEXINGTON 镇
市政电力聚合计划 

通知函

Lexington  
社区选择计划

客户支持部

1-844-379-9935
lexington@masspowerchoice.com

masspowerchoice.com/lexington



常见问题

我已经收到了这封信，最近已与一家电力供应商签订了合同。我该怎么办？您可能在此邮件列表创建之后已经签署了合同。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想保留当前合同，您必须选择退出此计划。如果您不选择退出，您的帐户将注册 Lexington 的计划，
这可能会导致您的电力供应商收取提前终止合同费。

我有一个免税帐户。如何保留帐户的免税状态？ 税将作为该计划的供电费的一部分进行计费。客户负责通过向 Constellation 
提供适当的免税文件来识别和请求免征任何税款。请访问网站 MassPowerChoice.com/Lexington 了解详细信息。 

如果您有任何其他问题，请随时访问网站  MassPowerChoice.com/Lexington 或联系客户支持部，电子邮件为  
lexington@masspowerchoice.com ，电话为 1-844-379-9935。我们镇的顾问很乐意为您提供帮助。

James Malloy   Daniel Voss
镇长    Lexington 可持续发展部部长 

4. 如果您选择退出，您将继续使用 EVERSOURCE 的基本服务：

 满足麻萨诸塞州的最低可再生能源要求，其中包括新英格兰地区”优质”可再生 
能源项目  (麻州 I 类 REC)  所需的最低量。

请参阅您收到的针对当前住宅、 
小型和大型企业价格的信函

费率有效期

退出条款

Eversource 的住宅和小型企业价格有效期为 6 个月，定价期为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以及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大型企业的价格每 3 个月变动一次，定价期为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及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您可以随时退出。不收取退出费用。但是可能调整大型 C&I  (G-3、T-2 和 WR)  和固定价格基本服务 
选项的路灯客户账单。

计划选项和定价

要选择新英格兰绿色选项或基本选项，请访问网站 MassPowerChoice.com/Lexington 并单击” your options 
(您的选项)  ”，或致电客户支持部 1-844-379-9935 与 Lexington 计划顾问交谈。 

*   Lexington 的社区选择计划价格包括  $0.001/kW 的管理费。计划价格可能由于法律条文的变更而上涨，导致电力供应协议期
间成本的直接、实质性增加。

3. 如果您不想要 100% 可再生电力，您可以选择基本服务： 

 满足麻萨诸塞州的最低可再生能源要求，其中包括新英格兰地区”优质”可再生能
源项目  (麻州 I 类 REC)  所需的最低量。    

住宅、小型和大型商业账户价格
为 9.935* ¢/kWh

费率有效期

退出条款

注册后 - 2023 年 12 月读表。

随时退出。不收取退出费用。

2. 如果您想要 100% 的本地可再生能源，您可以选择新英格兰绿色计划：           

 100% 可再生电力，全部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优质”可再生能源项目   
(麻州 I 类REC)  。     

住宅、小型和大型商业账户价格
为 13.219* ¢/kWh 

1. 如果您不采取任何行动，您将自动注册 100% 绿色计划：

 100% 可再生电力，主要来自新英格兰地区以外的风力发电项目。除了满足州
法律要求的最低量之外，还包括 20% 来自新英格兰地区内的”优质”可再生能源
项目(麻州 I 类 REC)  。

住宅、小型和大型商业账户价格
为 10.80* ¢/kW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