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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5
委托书
敬告委托人：您的委托书是一份重要的文件。作为“委托人”，您向所选的人员（您的
“代理人”）授予权限，在您有生之年无需通知您的情况下，支出您的金钱和出售或处置
您的物业。即使您向代理人授予相同的权限，您自己并未损失行为的权限。
当您的代理人行使此权限时，他或她必须根据您的指示行事，或者在无具体指示的情况下，
以您的最佳利益行事。本文末尾的“代理人须知”描述了代理人的责任。
您的代理人只有在公证人面前签署委托书之后才能代表您行事。
您可以随时向代理人索取信息。如果您撤销之前的委托书，那么您应当向之前的代理人及
可能对此采取行动的任何第三方（包括您的账户所在的金融机构）发出书面的撤销通知。
只要您心智健全，您可以随时出于任何理由撤销或终止您的委托书。如果您不再心智健全，
那么法庭可以撤销行事不当的代理人。
您的代理人不能为您做出医疗护理决定。为此您可以签署一份“医疗护理委托书”。
适用于委托书的法律包含在《纽约一般义务法》第 5 章第 15 条。此法律可在法律图书馆
查询或在线访问纽约州参议院或众议院网站：www.senate.state.ny.us 或
www.assembly.state.ny.us。
若对本文有任何不明，应要求您的律师作出解释。
本人，即以下签署者（“业主”）是以下地址物业的业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物业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市，州，邮编

本人兹此委任以下人员为本人事实代理人（“代理人”）：
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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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姓名：

电话号码

邮寄地址

电子邮件地址

市

州

传真号码

邮编

代表本人处理本人向纽约市重建计划（“计划”）申请福利的事宜。
本人向代理人授予全部权力以接收保密信息，执行本人可以执行与本计划相关的任何和全
部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纽约州一般义务法》第 5-1502A 至 5-1502N 款中定义的以下主题：
(A) 房地产交易、(F) 保险交易及 (J) 政府计划的福利。
如果本人不希望上述代理人拥有上述权力，则本人已经附上一份关于任何此类限制的说明
（已签名并注明日期）。
保留/撤销之前委托书
本委托书 (POA) 仅适用于纽约市实施的纽约重建计划。如果有一份现有的委托书包含 51502(A)、(F) 及 (J)，那么本人已经附上每份委托书的副本（已签名并注明日期）。

通知及某些其他通信
本人明白，与本计划相关的所有通知和其他通信将寄给本人的代理人。本人可以通过书面
方式向市长房屋修复工作办公室 (250 Broadway, 24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7) 及/或向本
人代理人索取这些通知及通信的副本。
第三方接受
本人同意保障纽约市（“市”）及其受托人、员工、代理商及承包商（统称“协助提供
商”），免于由于依赖本委托书而对协助提供商可能造成的任何索赔。本人明白，本委托
书的终止，无论是因为本人撤销委托书或是其他方式，只有当纽约市实际收到通知或知晓
终止后才会对协助提供商生效。

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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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
本委托书的有效期为本人撤销为止，或因本人过世或《一般义务法》第 5-1511 款（相关
条文附于附录 A）所述其他事件而终止。《一般义务法》第 5-1511 款描述了您可以撤销
委托书的方式，以及终止委托书的事件。附录 B 为委托书撤销书范本。
签名和确认
特此证明本人于 20

年

月

日在此签名。
除了您的申请表， 您必须在此官方英文文件上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楷书写姓名
)

纽约州

_______________
于此 20

年

月

)县

) ss:

日，以下签署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亲自出现在本公证员面前，亲自向本人介绍自己，或基于文书中所签署姓名的满意证据基
础证明其身份，并且向本公证人确认其在自己行为能力之内签署文书，并通过其在文书中
的签名，该个人或代表该行为个人的人员签署了本文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证员

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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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须知
当您接受本委托书授予的权限时，您与委托人之间便建立起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此关系
加诸于您的法律责任之上，而您的法律责任将持续有效，直到您辞去代理人一职或者委托
书终止或撤销为止。您必须：
(1) 按照委托人的指示行事，或者在无指示的情况下，从委托人的最佳利益角度行事；
(2) 规避冲突，以免损害您从委托人最佳利益角度行事的能力；
(3) 除非另有法律允许，否则保证委托人的物业与您拥有或控制的资产相分隔和区别；
(4) 保留委托人所有收据、付款及交易的记录；及
(5) 当您担任委托人的代理人时，以下列任何一种方式，通过书面形式或正楷书写委托人
姓名及签署您自己的姓名作为“代理人”，披露您作为代理人的身份：（委托人姓名）委
任（您的签名）作为代理人，或者（您的签名）作为（委托人姓名）的代理人。
您不得使用委托人的资产为自己或他人谋利，或赠与自己或他人。
如果已经任命了一名代理人，您可以向委托人及任何共同代理人或委托人的监护人发出书
面通知，辞去代理人一职。若对本文或您的责任有任何不明，应咨询法律意见。
代理人责任：纽约《一般义务法》第 5 章第 15 条定义了向您授予权限的含义。如果发现
您违反此法律或超出委托书授予您的权限之外行事，那么根据法律，您可能要为违法行为
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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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签名和委任确认
委托人和代理人无需同时签名。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已经阅读上述委托书。本人即委托书中所指
委托人的代理人。
本人确认自己的法律责任。

除了您的申请表， 您必须在此官方英文文件上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楷书写姓名
)

纽约州

_______________
于此 20

年

月

)县

) ss:

日，以下签署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亲自出现在本公证员面前，亲自向本人介绍自己，或基于文书中所签署姓名的满意证据基
础证明其身份，并且向本公证人确认其在自己行为能力之内签署文书，并通过其在文书中
的签名，该个人或代表该行为个人的人员签署了本文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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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to the POWER OF ATTORNEY

纽约一般义务法第 5-1511 款 (2013)
§ 5-1511. 委托书终止或撤销；通知
1.

2.

3.

4.
5.

6.

委托书在下列情况下终止：
(a)
委托人死亡；
(b)
委托人丧失行为能力，若委托书非永久性；
(c)
委托人撤销委托书；
(d)
委托人撤销代理人的权限，并且没有共同代理人或继任代理人，或者没有共同代理
人或继任代理人愿意或能够担任；
(e)
代理人死亡，丧失行为能力或辞职，并且没有共同代理人或继任代理人，或者没有
共同代理人或继任代理人愿意或能够担任；
(f)
代理人的权限终止，并且没有共同代理人或继任代理人，或者没有共同代理人或继
任代理人愿意或能够担任；
(g)
委托书的目的已经达到，或者
(h)
根据《一般义务法》第 5-1510 款或《精神卫生法》第 81.29 款的规定，法庭命令
撤销此委托书。
代理人权限在以下情况下终止：
(a)
委托人撤销代理人的权限；
(b)
代理人死亡，丧失行为能力或辞职；
(c)
除非委托书另有明确规定，否则根据《不动产、权力和信托法》第 5-1.4 款第 (f) 段
第二小段中的定义，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婚姻因为离婚或宣告无效而终止。如果代理
人的权限仅仅因为此小节规定而撤销，则应由委托人与原配偶的再婚来重新生效；
或
(d)
委托书终止。
委托人可以在以下情况下撤销委托书：
(a)
根据委托书条款；或
(b)
亲自向代理人递交委托书撤销书，或通过邮件、快递、电子通信或传真将一份签名
并注明日期的撤销书发送到代理人最后已知的地址。除非根据《精神卫生法》第八
十一条的规定，委托人受到监护，否则代理人必须遵从委托人的撤销，即使实际或
察觉到委托人丧失行为能力。
如果根据《不动产法》第二百九十四款的规定，已经记录了委托书，那么委托人还
应根据《不动产法》第三百二十六款的规定，在记录委托书的办公室记录该撤销书，
前提是撤销书符合《州技术法》第三百零七款的规定。
(a)
只有实际收到终止通知并以善意执行委托书的任何第三方，代理人权限或委托书的
终止才会生效。除非无效或不可执行，否则所采取的任何行为应当对委托人及相关
委托人继任者具有约束力。委托人账户所在的金融机构收到撤销或终止的书面通知
后有合理机会采取行动之后，便被视为实际收到通知。
(b)
除非根据本节第三小节的要求代理人收到撤销书，否则代理人权限或委托书的终止
将不会对代理人生效。当撤销书亲自送达代理人，或根据本节第三小节通过邮件、
快递、电子通讯或传真发出撤销书之后的合理时间内，代理人便被视为收到撤销书。
签署委托书并不会撤销委托人之前签署的任何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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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书撤销书

有关 20

年

月

日

（“业主”）向

（“代理

人”）授予的委托书。
本文特此通知，业主兹此撤销、取消并终止所述委托书及所有权限、权利和权力，从 20
年

月

日起生效。

签名和确认
特此证明本人于 20

年

月

日在此签名。
除了您的申请表， 您必须在此官方英文文件上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楷书写姓名

)

纽约州

_______________
于此 20

年

月

)县

) ss:

日，以下签署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亲自出现在本公证员面前，亲自向本人介绍自己，或基于文书中所签署姓名的满意证据基
础证明其身份，并且向本公证人确认其在自己行为能力之内签署文书，并通过其在文书中
的签名，该个人或代表该行为个人的人员签署了本文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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