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2 月 

THE CITY OF NEW YORK  
DEPARTMENT OF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FICE OF ENFORCEMENT AND NEIGHBORHOOD SERVICES  

 

致业主的公告 – 2022 年 2 月 
 

尊敬的各位业主： 
 

为落实《纽约市房屋维护法规》(New York City Housing Maintenance Code)、《纽约州多户住宅法》

(New York State Multiple Dwelling Law) 及其他相关城市法规，房屋保护和开发局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HPD) 将定期向住宅楼业主提供可用材料和资源方面的新法规和新

信息。请访问 HPD 网站以查看本公告（以及之前的公告）的其他语言版本。 
 

本出版物仅供参考，并非法律建议。本信息并非业主和租户在纽约市住房相关法律和法规方面的
所有责任的完整或最终声明。 
 

 

年度臭虫报备  

自 2022 年 2 月起，对未提交年度臭虫报告的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理。  

多户住宅的业主需要向纽约市房屋保护和开发局 (HPD) 提交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间的年度臭

虫报告，并需要提供包含前一年从 11 月 1 日到隔年的 10 月 31 日的信息。如需查找需要提交哪

些信息，请访问 HPD 的网站或查看我们 2021 年 10 月的公告。该提交截止日期已到期，但您仍可

以在违规行为发布前提交报告。  

如需遵照此要求，请使用上方链接提交报告。您无需单独发送证明文件 - 在您提交报告后，违规

行为将自动撤销。 
 
 

窗栅栏年度通知 

在 1 月 1 日至 1 月 15 日之间，您必须向所有的公寓单元发送窗栅栏年度通知，要求租户通知您

公寓内是否有 10 岁或更年幼的儿童居住。如果公寓内有 10 岁或更年幼的儿童居住，或者如果租

户要求安装窗栅栏，您必须在所有窗户上提供并妥善安装经批准的窗栅栏，包括公寓一楼的卫生

间和通往阳台或露台的窗户，以及此类建筑内各公共区域的窗户（如果有的话）。本法的例外情

况为通向消防通道的窗户以及一楼的窗户，这些窗户是建筑中规定的次要出口，而二楼及以上有

消防通道。请注意，如果您的建筑在 1960 年之前建造，您可以向您的租户发送年度通知，该通

知将针对居住在收到含铅油漆通知要求的单元内的 6 岁以下儿童而进行询问，并且将针对居住在

有窗栅栏单元内的 10 岁或更年幼的儿童而进行询问。 

如果您在 2 月 15 日之前仍未收到租户对于通知表的答复，您必须检查公寓，以确认是否有 10 岁

或更年幼的儿童居住在公寓内。如果公寓内的确有儿童居住，您必须确认是否妥善安装和维护了

经批准的窗栅栏。你必须付诸行动，找到合适的时间进行检查，然后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安装或维

修。如果房客拒绝您进入公寓，并且您无法在 3 月 1 日之前进入公寓检查并进行任何必要的窗栅

栏安装或维修，您必须在信函中说明情况，并将信函寄至：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 — Window Falls Prevention Program  
125 Worth Street:6th floor - Box CN 58 

New York, NY 10013 

https://www1.nyc.gov/site/hpd/index.page
https://www1.nyc.gov/site/hpd/index.page
https://hpdcrmportal.dynamics365portals.us/
https://www1.nyc.gov/site/hpd/services-and-information/bedbugs.page
https://www1.nyc.gov/site/hpd/services-and-information/bedbugs.page
https://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s/services/oct-2021-maintenance-bulletin.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doh/downloads/pdf/lead/lead-annual-notice.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doh/downloads/pdf/lead/lead-annual-noti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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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函应随附您的建筑内未遵守规定的租户名册。信函还必须包括： 

• 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 您通知租客您需要检查公寓的日期和时间。 

• 您试图访问公寓的日期和时间（包括周末和晚上）。 

• 公寓号和未遵守规定的租户姓名及其联系信息。 

房东如需了解更多关于窗栅栏的信息，请访问健康与心理卫生局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 网站。 
 

炉灶旋钮盖年度通知 

多户住宅的业主必须向租户发送年度通知（可在 HPD 网站上找到多语言版本的炉火旋钮盖），

通知必须告知租户： 

• 炉灶旋钮盖将在发放年度通知后三十天内提供； 

• 业主必须向任何提出要求的家庭提供炉灶旋钮盖，无论是否有六岁以下的儿童居住在该

单元内；以及 

• 租户可通过书面形式谢绝接受房东提供的炉灶旋钮盖。如果租户未以书面形式谢绝业主，

则业主仍有责任向已知或理应知道有六岁以下儿童居住的任何家庭提供炉灶旋钮盖。 

业主有义务保留以下证明文件：任何谢绝炉灶旋钮盖的通知、要求提供炉灶旋钮盖的住宅单元的

通知，以及业主尝试向已知或理应知道有六岁以下儿童居住的家庭提供炉灶旋钮盖的证明文件。

业主无需向 HPD 提交通知。 

 

室内过敏原危害 

根据《2018 年 55 号地方法》(Local Law 55 of 2018)，多户住宅的业主需要： 

• 每年对所有居住单元展开老鼠、蟑螂和霉菌等室内过敏原危害检查，并响应租户直接提

出或来自 HPD 的任何投诉。在新租户搬入前，务必对空置公寓进行彻底清洁，以清除霉

菌和害虫。 

o 调查报告示例 

• 提供租户和房东应了解的室内过敏原信息和《55 号地方法》说明，并在与每个租户签订

的租约中明确列出业主确保建筑无室内过敏原的责任。 

• 消除虫害。采用病虫害综合治理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 来解决虫害问题。在

评估和纠正可能导致虫害的任何潜在缺陷（例如潮湿）时，必须遵守《55 号地方法》第 

27-2017.9 节和《纽约市规则》(Rules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第 28 章第 54-04 节的安全工

作实践。IPM 要求。 

• 消除霉菌状况。有关霉斑修复以及建筑具体要求（工作实践和所需承包商）的更多信

息，请参见我们的“过敏原危害”网页。 

替代执法计划 (Alternative Enforcement Program, AEP) 

https://www1.nyc.gov/site/doh/health/health-topics/window-guards.page
https://www1.nyc.gov/site/doh/health/health-topics/window-guards.page
https://www1.nyc.gov/site/doh/health/health-topics/window-guards.page
https://www1.nyc.gov/site/doh/health/health-topics/window-guards.page
https://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s/services/annual-notice-stove-knob.pdf
https://www1.nyc.gov/site/hpd/services-and-information/stove-knob-covers.page
http://clt1064346.benchurl.com/c/l?u=9527368&e=F20C7D&c=103D9A&t=1&l&email=S1hSkETK85qJHjAUUSewr3zBjzlZ2TJR&seq=1
https://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s/services/indoor-allergen-hazards-sample-investigative-report.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doh/downloads/pdf/asthma/local-law-55.pdf?utm_source=BenchmarkEmail&utm_campaign=January_Maintenance_Requirements_for_Property_Owners&utm_medium=email
https://www1.nyc.gov/site/doh/health/health-topics/pests-and-pesticides-building-owners.page
https://www1.nyc.gov/site/doh/health/health-topics/pests-and-pesticides-building-owners.page
https://www1.nyc.gov/site/hpd/services-and-information/indoor-allergen-hazards-mold-and-pests.page?utm_source=BenchmarkEmail&utm_campaign=January_Maintenance_Requirements_for_Property_Owners&utm_medium=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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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D 选择了 250 个处于严重不良状况的多户住宅参加替代执法计划 (AEP).。选择标准包括违反

《房屋维护法》“B”级危害和“C”级即时危害违规的数量，以及 HPD 执行作业所产生紧急维

修费用的具体金额。如不予纠正规定情况，则可能导致产生紧急维修费用、留置权和高昂费用。

如被选中参加此计划，建筑物需要接受频繁的检查，并接获修缮命令，要求进行系统更换，并支

付高昂的费用。保留准确的违规记录，并积极纠正 C 级违规，可使您的建筑物免于被选中参加此

计划。如果您的建筑被选中参加此计划，请联系 AEP（212-863-8262）。 

 
 

低收入家庭用水援助计划 (Low Income Household Water Assistance Program, 
LIHWAP) 

低收入家庭用水援助计划 (LIHWAP) 帮助低收入家庭支付饮用水和废水服务的费用。本计划可为

拖欠饮用水及/或废水服务费用（应付款项）的家庭提供协助。 

LIHWAP 是根据饮用水及/或废水服务的实际应付款项提供的福利，每个饮用水或废水服务提供者

最高可收到 $2,500，或者如果合并饮用水和废水服务，则每个申请家庭最高可收到 $5,000。福利

会直接发放到申请家庭的饮用水及/或废水供应商处。 

 

如需查看您是否符合资格并需要了解如何申请，请访问低收入家庭用水援助计划 (LIHWAP) | OTDA 
(ny.gov)  
 
 

买断协议 

业主如果与大楼的合法住户签订买断协议并导致租户搬离单元，则必须在协议签订后 90 天内将

所有买断协议的信息提交至 buyoutagreement@hpd.nyc.gov。如需详细了解买断协议的提交要求，

请访问“买断协议网站”。 

https://www1.nyc.gov/site/hpd/services-and-information/alternative-enforcement-program-aep.page
https://otda.ny.gov/programs/water-assistance/
https://otda.ny.gov/programs/water-assistance/
https://otda.ny.gov/programs/water-assistance/
mailto:buyoutagreement@hpd.nyc.gov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1.nyc.gov%2Fsite%2Fhpd%2Fservices-and-information%2Fbuyout-agreement-law.page&data=04%7C01%7CColladoJ%40hpd.nyc.gov%7C502d08c61f5b4a25904608d9e511918b%7C32f56fc75f814e22a95b15da66513bef%7C0%7C0%7C63779268587565626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lH%2FAJKteufexhk23aL0lqo4khK61n%2FhNOPXq5jqW64s%3D&reserve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