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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主公告 - 2022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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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两周内，HPD 网站将发布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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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闭门  
 

火灾是对建筑物最具破坏性的影响因素之一，可能危及您的租户和应急消防员的生命，并对您的

财产造成巨大高昂的损失。自闭门可以防止火灾和烟雾从一间公寓蔓延到整栋建筑。正如您在最

近关于建筑火灾的新闻中所看到的，FDNY 已确认公寓和公共走廊自闭门存在的缺陷是造成人员伤

亡和建筑严重损坏的一个关键因素。您需要确保建筑内的各扇门都可以自动关闭，并应主动检查

它们是否能正常开关。  
 

通往内部走廊（即走廊）和多户住宅楼梯间的门必须为自闭门，包括公寓门和建筑外门。业主可

以选择在门上安装一些设备，如上升卷门关闭器、重型闭门器或地弹簧闭门器。所有自闭门都必

须维修良好并定期检查。  
  

如果门不能保持自闭状态，则会导致即时危害违规（C 级）问题，而如果业主未能遵守相关要求，

并在 21 天内及时向 HPD 证明已纠正违规情况，HPD 将启动紧急维修。如果 HPD 不得不完成紧急

维修，则会向业主收取维修费用。如果业主不予支付，市政府将申请相关物业的税收留置权。税

务留置权会产生利息，并可能被出售和/或取消赎回权以充抵欠款。此外，业主可能会因未能遵守

规定而受到民事处罚。  
  

请注意，根据《2018 年 115 号地方法》(Local Law 115 of 2018)，业主还需要张贴通知，提醒租户

在逃离火场时要关好公寓门。  

 

有关其他消防安全要求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PD 关于炉灶旋钮盖和烟雾探测器的网页。您也可以

下载 HPD 的消防安全传单，以了解有关如何防止住宅楼发生火灾的更多信息。  
 
 

 

 

撤销请求更新  
 

如果情况已得到纠正，但认证日期已过，则业主可以使用撤销请求来撤销过往违规问题。自 2022 

年 1 月起，HPD 对撤销请求做出如下更新。 
 

https://www1.nyc.gov/site/hpd/services-and-information/property-owner-and-landlord-responsibilities.page
https://www1.nyc.gov/site/hpd/services-and-information/property-owner-and-landlord-responsibilities.page
https://www1.nyc.gov/assets/fdny/downloads/pdf/codes/3-rcny-401-06-nov.pdf?utm_source=BenchmarkEmail&utm_campaign=Self_Closing_Doors_Reminder&utm_medium=email
https://www1.nyc.gov/site/hpd/services-and-information/stove-knob-covers.page
https://www1.nyc.gov/site/hpd/services-and-information/smoke-carbon-monoxide-detectors.page
https://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s/services/fire-safety-graphic.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s/services/dismissal-request-for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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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含铅油漆违规： 
• 对于未处理的含铅油漆违规问题，业主/代理不需要在其撤销请求中提交证明文件。在 

HPD 确认已妥善解决物理状况后，我们会向业主发出缺陷信函，说明需要提交哪些文

件以及如何提交这些文件以完成违规撤销流程。   

• 业主如需协助处理翻新中的铅危害和记录违规令（第 614、621、622、623、618、619 

和 620 号），应直接致电 212-863-5501 并选择选项 #5 联系 HPD 铅审计部门。   
 

2. 撤销请求后的自我证明流程 (CV-1) 
• 当撤销请求结果符合特定标准时，业主可使用此流程；请仔细查看撤销请求说明中的

标准。 

• CV-1 表格已更新，包含新的说明和其他不符合撤销请求后自我证明流程的违规行为。   

• CV-1 表格现可从 HPD 网站上打印。   

• 现在，如果业主/代理提交更新后的合规宣誓书 (AF-6) 和撤销后自我证明，则撤销请求

后自我证明流程涵盖第 567、568 和 569 号害虫防治违规命令。所有文件必须于同一天

提交，以考虑害虫防治违规问题。 
 

3. 共管公寓和合作公寓： 
无论物权登记状况如何，HPD 都将接受和处理来自个人共管公寓业主及合作公寓股东的撤

销请求申请，并且只会重新检查撤销请求申请中列出的公寓内公开违规问题。共管公寓业

主和合作公寓股东必须为每间公寓提交“所有权宣誓书”表格及其撤销请求申请。   

 

重新检查一间公寓的撤销请求费用为 250.00 美元。如果共管公寓业主或合作公寓股东为同

一建筑内的多间公寓提交撤销请求申请，则撤销请求费用为 300.00 美元或更高，具体金额

视需要重新检查的违规问题数量而定。如果共管公寓或合作公寓股东同时申请重新检查多

个单元，HPD 将继续使用违规量表（请见“撤销请求说明”）。 
 

 

含铅油漆年度通知和调查 
 

《2004 年 1 号地方法》(Local Law 1) 要求业主针对含铅油漆展开相关活动。业主仍须保留此类活动

记录至少 10 年，并且在进行年度物权登记时，需要提供已开展此类活动的合规证明。如果没有开

展这些活动并妥善保留相关记录，可能会受到严厉处罚。  
 

1 月 1 日至 1 月 16 日期间，1960 年前建造的多户住宅建筑物的业主（如果业主知道存在含铅油漆，

则为 1960 年至 1978 年期间建造）必须向每个租户提供一份年度通知（英文版和西班牙语版），

并在 2 月 15 日前收回租户填妥的通知。  
 

通知包含哪些内容？ 
• 年度通知规定，租户应披露是否有 6 岁以下的儿童居住于该住宅单元。“居住”是指

儿童住在该住宅单元或者每周通常在该住宅单元内停留至少 10 小时。 

• 年度通知有两种版本。业主可自行选择其一提供给租户。一种是将《1 号地方法》通

知与《窗户防护栏》通知一起提供（适用于拥有 3 个或更多单元的所有出租楼，无论

建筑于哪一年建成），另一种则是单独提供《1 号地方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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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Protect Your Child from Lead Poisoning and Window Falls Annual Notice ion 

Annual (年度通知：预防儿童铅中毒及从窗户坠落) 
o Annual Notice for Prevention of Lead-Based Paint Hazards – Inquiry Regarding 

Child (年度通知：预防含铅油漆危害 - 关于儿童的调查) 
 

• 向租户分发通知时，必须至少提供英文和西班牙文版本，且一式两份（每份通知两

份），以便租户保留一份副本，并将另一份副本返还给业主。 

• 保留此通知已送达的文件、确保您的租户知道将此通知返还至何处，并保留从租户处

收到的已填妥通知。  

 

如果租户没有做出回应，该怎么办？ 
• 如果租户在 2 月 15 日前仍未返还填妥的通知，业主必须于 2 月 16 日至 3 月 1 日期间

进行跟进检查，以确定是否有 6 岁以下的儿童居住在该住宅单元或每周通常在该住宅

单元内停留超过 10 小时。业主必须记录曾试图联系租户以展开调查的详细情况。 

• 如果业主并未收到租户填妥的通知，且无法根据这些跟进调查来确定是否有 6 岁以下

的儿童居住，业主还必须向健康与心理卫生局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 DOHMH) 提交书面通知，说明没有收到租户的回复通知。业主致 DOHMH 的

通知应邮寄至：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 — Healthy Homes 

125 Worth Street, Sixth Floor, CN58  
New York, NY 10013 

 

业主为何需要收集这些信息？ 
• 此通知将确定业主必须在何处执行《1 号地方法》所规定的其他必要活动，例如开展

年度调查和遵循法律规定的安全工作实践，重要性不言而喻。所有被确定有儿童居住

（如上文所述）的住宅单元和建筑物公用区域每年至少须接受一次含铅油漆危害检

查。 

• 有关 6 岁以下儿童所居住单元和建筑物之含铅油漆危害年度调查和安全工作实践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 HPD 网站上发布的 2019 年 12 月简报。 
 

业主如何跟踪一切？ 

• HPD 创建了各类表格，用以协助业主记录通知已发送、已收回或在租户未返还通知时

所执行的任何跟进检查，请参见《年度通知合规性分发表格范本》。 

• HPD 还创建了一种表格，用以协助业主记录年度调查情况：请参见《年度调查合规性

表格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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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s/services/annual-notice-hpd.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s/services/annual-notice-hpd.pdf
https://www1.nyc.gov/site/doh/health/health-topics/lead-poisoning-prevention.page
https://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s/services/lead-monthly-briefing-dec-2019.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s/services/delivery-of-annual-notice-sample-compliance-forms.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s/services/annual-investigation-sample-compliance-forms.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s/services/annual-investigation-sample-compliance-forms.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