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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业主公告 – 2019 年 6 月 
 

房屋保护和开发局 (Department of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HPD) 定期向住宅建筑业

主提供新法规和可用材料和资源相关信息的新资讯，以助力其遵守《纽约市住房维护法规》、《纽约

州多户住宅法》和其他相关城市法规。  

 

本公告强调了 HPD 对含铅油漆相关记录的检查、近期通过的反转移法案规定的业主义务，以及有关

业主如何在沿海风暴季节保护租户及其建筑的信息。指南还包括关于含铅油漆责任、年度房产登记

（要求在 2019 年 9 月 1 日前完成）、自闭门违规行为和年度臭虫申报（若尚未提交，则已逾期）的

提醒。 

 

本出版物仅供参考，不作为法律建议。本资料并非业主和承租人在纽约市住房相关法律法规方面所有
责任的完整或最终陈述。 

 
 

含铅油漆记录保持：HPD 检查 

 

根据《2019 年 70 号地方法》，HPD 将开始主动检查与铅有关的记录，以确定业主是否遵守《2004 

年 1 号地方法》。HPD 将找出 1960 年前建造的多栋住宅以进行检查（在法律确定的类别中），并发

布一份记录创建令 (Record Production Order)。  

 

记录创建令要求业主在收到要求后的 45 天内为其房产提交以下文件：  

  

• 送达每个居住单元的居住者的年度调查通知副本； 

• 从每个居住单元的居住者处收到的调查回复副本； 

• 为纠正含铅油漆危害违规行为而进行的所有工作的记录副本，包括所应用工作实践的证明文件

副本； 

• 干扰有六岁以下儿童居住的住宅单元或建筑公共区域的含铅油漆或含铅量未知油漆的所有非违

规工作的记录副本，包括所应用工作实践的证明文件副本； 

• 有新承租人签订新租约时在任何单元执行的所有工作的记录副本，包括所应用工作实践的证明

文件和铅污染粉尘清除检测结果的副本。 

未对记录创建令进行回复的业主将会收到构成直接危害的“C”级违规罚单。业主将为此违规行为承

担不低于 1000 美元且不超过 5000 美元的民事罚款。业主还将面临民事处罚，特别是针对未能进行年

度通知和检查以及未能在新承租人入住时按规定进行修正工作的情况。 

 

HPD 将在夏季结束前更新网站，更新内容包括维护含铅油漆记录的更多相关信息、适用的民事处罚和
回复记录创建令的相关信息。 

 
 
 
 
 
 
 
 
 
 

file:///C:/Users/martinst/Downloads/Local%20Law%2070%2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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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移法案 

 

《2019 年 101 号地方法》于 2019 年 10 月生效，该法律对现行法律（《住房维护法》第  27-

2004(a)(48)(f-2) 节）进行了修订，要求业主在向承租人发出租赁要约时披露额外信息，包括： 

• (A)(i) 注明在 HPD 网站上、同一社区住宅单元的租金要价中位数；或 (ii) 注明在 HPD 网站上、

同一社区卧室数量相同的住宅单元的租金要价中位数   

• (B) 无法保证该人能在同一社区，以与该人在联络时所付的同等租金，租用与该人现拥有合法

居住权的住宅单元有着相同卧室数量的住宅单元，以及 

• (C) 可能会影响该人租用住宅单元的能力的其他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该人当前的就业和信用历

史； 

 

若确定信息具有统计显著性，HPD 会在其网站上提供租金要价中位数列表，按社区和卧室数量分类。                                                                                                                             

 

有关购入申请要求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住房基础知识 (“ABCs of Housing”)或关于承租人骚扰 (Tenant 
Harassment)的 HPD 网页。 

 

《2019 年 104 号地方法》要求建筑局 (Department of Buildings, DOB) 在发现一定数量的构成开放危

害和直接危害的 HPD 和 DOB 危险违规行为时拒绝颁发许可证。从 HPD 的记录中删除违规记录需要

时间并依照程序进行，因此，在准备好申请许可证之前，立即清除您房产的违规记录至关重要。在冬

季，HPD 的违规清除检查可能需要长达 90 天的时间。   

 

具体来说，DOB 必须在以下情况下拒绝颁发许可证： 

• 在单元数少于 35 的建筑中，平均每个单元有至少三处开放、直接危害或违反《住房维护法》

的危害行为或违反《建筑法》的直接危害行为或重大违规行为，或，  

• 在单元数多于 35 的建筑中，平均每个单元有至少两处开放、直接危害或违反《住房维护法》

的危害行为或违反《建筑法》的直接危害行为或重大违规行为。 

 

该法案不适用于托管公寓或合作公寓，并且免除了旨在纠正 DOB 或 HPD 未解决违规行为的许可证、

保护公共健康和安全所必需的许可证、为特定法庭诉讼标的物的房产以及实施特定 DOB 或 HPD 计划

所需工作的许可证。 

 

为从您的 HPD 房产记录中删除旧的违规行为记录，我们建议您立即进行以下操作： 

 

• 如果您不知道您建筑的违规行为数量是否已达到上述标准，您可以前往 HPDONLINE 查看未

解决的违规行为。 

• 违规行为得到纠正后即可申请解除要求检查或补发违规行为评级。关于这些计划的所有信息可

以在解除违规行为与命令 (Clear Violations and Orders)中找到。   

 
 
 
 
 
 
 
 
 
 
 
 

file://///mshpdnetapp001m/home_ag$/dilellaa/AMS%20Projects/benchmark/Local%20Law%20101%20of%202019_Into%200059A.pdf
https://www1.nyc.gov/site/hpd/about/abcs-of-housing.page
https://www1.nyc.gov/site/hpd/renters/harassment.page
file://///mshpdnetapp001m/home_ag$/dilellaa/AMS%20Projects/benchmark/Local%20Law%20104%20of%202019_Intro%20975A.pdf
https://www1.nyc.gov/site/hpd/owners/compliance-clear-violations.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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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风暴季 

 

纽约市的沿海风暴季为 6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高峰季为 8 月至 10 月。所附文件可帮助您和您的承

租人做好应对紧急情况并从中恢复的准备：1) 准备好应对紧急情况 (Get Ready for An Emergency) 
2) 风暴前后：您需要了解的内容 (Before and After a Storm: What You Need to Know)，和 3) 应对纽约

飓风手册 (Ready New York Hurricane Brochure)。这些文件可为您提供信息，让您了解作为业主，您在

风暴前后可以采取的行动以及如何确保您的建筑和承租人准备好应对紧急情况，特别是面对沿海风暴。  

 

法律要求业主在天气紧急情况发生之前、自然灾害发生之后以及在接到公用设施断电将持续 24 小时以

上的通知后，在建筑公共区域张贴包含紧急情况信息的临时通知。请查看此通知示例。 

 

业主和管理代理人还应与建筑居民和员工一起，考虑并制定应急计划和解决疏散问题。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住宅业主/管理人员应急计划和疏散指南 (Emergency Planning and Evacuations for Residential 
Building Owners/Managers guide)。该指南提供了面向承租人的应急通信和疏散相关信息，包括向残疾

承租人或有进出和功能需求的承租人提供的具体信息。 

 

有关业主灾难响应责任的更多信息，请访问该 HPD 网页： 

https://www1.nyc.gov/site/hpd/owners/disaster-response.page  
 

有关接收纽约市特定紧急消息的信息，请访问：NYC.gov/notifyNYC，若要查看您的建筑是否位于洪
灾风险区或想获取洪灾风险区标志，请访问： http://www1.nyc.gov/assets/em/html/know-your-

zone/knowyourzone.html  
 
 

温馨提示  
 

含铅油漆 

• 向潜在承租人提供的所有空房租约必须包含租约 /开始居住 (Lease/Commencement of 

Occupancy) 通知，包括英语和西班牙语版本（业主必须提供两种语言版本）。业主须向承租

人提供有关含铅油漆的手册，包括英语和西班牙语版本。您可以通过访问 HPD 的含铅油漆登

陆页面找到该手册。 

• 业主有义务处理所有含铅油漆的危害，包括修复摩擦和撞击表面（包括但不限于门窗），在公

寓有人员更替时采取安全工作实践，并雇佣经过培训的员工。有关安全工作和更替义务实践的

更多信息，请阅读 2004 年 1 号地方法工作实践指南 (Guide to Local Law #1 of 2004 Work 
Practices)。 

• 可找到更多有关您处理含铅油漆的责任的信息。 

 

房产登记将于 2019 年 9 月 1 日截止。 

 

自闭门：法律规定，多户住宅的公寓入口门和公共走廊门必须能自动关闭，以扼制火势蔓延。自 2019 

年 6 月 12 日起，自闭门违规行为属于 C 类直接危害违规行为。业主未能及时纠正这一违规行为可能

会导致 HPD 进行紧急维修，从而导致财政局 (Department of Finance) 对房产收取费用。   

 

年度臭虫提交已过期。如果您尚未申报，请立即申报。 

 

https://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compliance/emergency-checklist.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compliance/before-and-after-storm.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compliance/before-and-after-storm.pdf
http://www1.nyc.gov/assets/em/downloads/pdf/hurricane_brochure_english.pdf
http://www1.nyc.gov/assets/em/downloads/pdf/hurricane_brochure_english.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EMERGENCY-NOTIFICATION.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Owners/emergency-planning-and-evacuations-guide.pdf
https://www1.nyc.gov/site/hpd/owners/disaster-response.page
file://///MSPNVI-HPDC01DN/homedir_vol1$/Boucharj/Preparedness%20Outreach/NYC.gov/notfiyNYC
http://www1.nyc.gov/assets/em/html/know-your-zone/knowyourzone.html
http://www1.nyc.gov/assets/em/html/know-your-zone/knowyourzone.html
https://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lead-paint-lease-occu-comm-child-inq-En.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lead-paint-lease-occu-comm-child-inq-En.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lead-paint-lease-occu-comm-child-inq-sp.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Fix-lead-paint-hazards-english.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Fix-lead-paint-hazards-english.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Fix-lead-paint-hazards-spanish.pdf
https://www1.nyc.gov/site/hpd/owners/Lead-Based-Paint.page
https://www1.nyc.gov/site/hpd/owners/Lead-Based-Paint.page
http://www1.nyc.gov/assets/hpd/downloads/pdf/lead-ll1-guide-workpamphlet.pdf
https://www1.nyc.gov/site/hpd/owners/compliance-register-your-property.page
https://www1.nyc.gov/site/hpd/owners/ERP.page
https://hpdcrmportal.dynamics365portals.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