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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CHA’s Transformation Plan 

「改革藍圖」繪製了紐約市房屋局(NYCHA) 如何通過全面翻修居民的住宅
樓和永久保障他們的所有權利和保護，實現強化機構和提高居民生活品質
的目標。藍圖包括了一個轉型計劃：提議通過重組NYCHA工作模式和營運
方式的策略，提高所提供的居民服務質量。藍圖還包括了一個穩固計劃: 建
議利用公共房屋維護信託基金籌集迫切需要的資金，以徹底翻修房屋局所
管理的300多個住宅區，同時保持這些住宅區完全和永久的公共和平價性- 
所進行的投資也將為居民創造就業和就業培訓機會。

閱讀此報告，了解更多關於NYCHA將進行的加強和保護紐約市的公共住
房，造福紐約市市民和他們的子孫後代的偉大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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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CHA’s Transformation Plan 

轉型計劃屬於 NYCHA與 HUD 於2019 年簽定的協議的一部份，並與聯邦
監察員合作制定的。轉型計劃是NYCHA的願景，幫助 NYCHA 成為一個更
高效和回應更迅速的機構。此計劃是根據我們於2019年和2020年通過網絡
居民諮詢會，電子郵件，社交媒體，電話交流和其他居民參與活動直接徵
集的居民的意見和反饋制定的。

無可置疑，NYCHA必須進行機構改革。我們相信，我們可通過改變我們的
經營方式和提供新的服務精神實現轉型。 

轉型計劃根據五個關鍵組織原則提出改革建議：轉型計劃根據五個關鍵組織原則提出改革建議：

通過對整個機構實施新通過對整個機構實施新
的政策和程序改變我們的政策和程序改變我們

營運的方法。營運的方法。

快速回應 NYCHA 快速回應 NYCHA 
物業出現的狀況。物業出現的狀況。

確保所提供服務確保所提供服務
的品質。的品質。

按時交付大型工程按時交付大型工程
項目。項目。

建立清晰的管理結構，以便建立清晰的管理結構，以便
可以根據明確訂立的目標對可以根據明確訂立的目標對

個人進行評估。個人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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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計劃中的機構性主要改革之一是創建住宅區鄰里模式。此模式改善我
們管理物業的方法。NYCHA 的規模一直對於我們的管理工作和績效表現
構成挑戰，但通過鄰里社區模式，我們將轄下所有住宅區的管理架構組
建成 30 個較小規模的”鄰里”社區。每個鄰里社區將由一位社區主任領
導，並賦予其權力進行評估和滿足鄰里的獨特需求。

鄰里社區讓我們更好的管理和關注所有的住宅區。它還有助於幫助我們更
深入地了解住宅區的需求和面臨的挑戰，我們將能夠通過針對性的解決方
案和更好的資源分配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希望您在解決工作訂單、
維護住宅區和為您提供服務方面看到切實的改進。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
模式還將增強住宅區、居民、現有鄰里社區和社區網絡之間的合作和聯
繫。

轉型計劃還納入居民對NYCHA如何提高多項工作的服務效率以及NYCHA
如何充分運用現代科技；創造更多居民夥伴關係和經濟機會；通過學習、
培訓和發展增強員工權能的建議。

我們於2020 年 11 月 16 日向您發送了有關閱讀轉型計劃和提交如何改進
此計劃的意見和建議的資訊。為期六週的持續到2020年12月28日止的公
共徵詢期是NYCHA首次向公眾徵集關於策略計劃的意見。

我們共收到322份答覆，主要側重於維修和維護、透明度和通訊、安全和
保安、居民職責以及穩固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這些至關重要的意見和額
外理念將幫助我們完善轉型計劃，例如增加安全和保安章節，組建居民協
會制定建議方案完善轉型計劃，以及建立一個雜務工日常的工作任務和評
估工作表現的追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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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公共徵詢期已結束，但我們計劃為居民召開更多徵詢會議並繼續開展
推廣工作，確保您的意見納入房屋局所有計劃中。我們歡迎您在此進程的
各個階段提供意見，並隨時通過電郵將意見發送至： 
blueprint.comments@nycha.nyc.gov. 

轉型計劃將幫助我們邁向更加強大的未來奠定堅實的基礎。然而，這個
計劃僅僅是這個漫長進程的開始，它將幫助NYCHA 為居民、職員和整個
紐約市提供更優質的服務。NYCHA 將著重研究每個改革方案的成本和收
益，並制定實施計劃。執行計劃的第一部份將於2021年9月底到期。第二
部份將於2022年6月底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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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來，紐約市和全國各地的公共房屋機構聯邦在聯邦預算案所獲得的
資金卻越來越少。雖然我們的住宅樓都非常耐用，但許多樓宇的樓齡都在
50到80年之間，並需要更多的資金（而不是更少的資金）用於更新和維護
工程。

NYCHA 擁有超過 175,000 套住房單位，目前需要約 400 億美元的資金進
行維修工程。這個驚人的數字以每年10億美元的速度增長。

目前，NYCHA的住宅樓由HUD的第9章計劃資助(第9章計劃是指屬於
《1937年美國住房法》的第9章，該法案為公共房屋建立了聯邦籌資體制)
。每年, 國會通過第9章計劃僅向NYCHA撥出約5億美元的資助資金，只是
我們所需資金的一小部份。

按照目前的撥款速度，NYCHA資金短缺的問題需要等待80年以上才能解
決。儘管多年的宣導，NYCHA從兩黨政治體系的行政部門獲得的資金越來
越少。第9章計劃不允許NYCHA獲得其他資金來源，例如第8章資金，這進
一步限制了NYCHA解決其資本需求的能力。

因此，NYCHA 必須「非常規」地思考問題，並提出創新的解決方案。我
們知道NYCHA居民不能再等了。同時，這些解決方案必須永久保留居民所
有的權利和房租平價水平。

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我們提議成立紐約市公共住房保護信託基金， 讓我們
能夠運用不同的、更有價值的聯邦資金流，這將為我們的物業來數十億美
元的投資，同時永久保留居民權利和房租平價水平。

        關於NYCHA穩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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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CHA 獲得更多資金的機會是什麼？ 

資助和改善住宅區和住房
單位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採
用租戶保障券 （TPV），
這是一種第8章計劃住宅區
專屬補助項目。

這也是HUD最有價值的資
源。每個 TPV 的價值幾乎
是 NYCHA 所得的傳統資
金的兩倍。
 

而且，與更常見的可用於租賃私營市場房屋的租戶專屬的第 8 章補助券不
同的是，這些 TPV 是住宅區專屬的，這意味著它們與特定住宅區項目掛
鉤，其補貼將永久保留在物業中。也就是說，NYCHA住房單位的平均月所
得的資助將增加650美元，幾乎是目前補貼水平的兩倍。

當公共房屋局必須修復其嚴重失修的公共住房單位時，將可使用TPV 。
很遺憾的是，由於幾十年來所得資金不足的情況，NYCHA的住宅樓和住房
單位已面臨嚴重的困境，因此很容易獲得這項資源。

NYCHA如何獲得租戶保障券 (TPV)？

TPV 補助僅可通過第8節計劃獲得。因此，NYCHA 需要與不同的法律機構
合作來接收和管理這些資金 - NYCHA 當前的第 9 章模式阻礙了我們接收
些資金來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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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NYCHA提議創建紐約市公共住房保護信託基金的原因。對於另一個
新計劃來說，”公共信託”並不只是一個花哨的標題。公共信託將是一個
新的、完全公共的機構—一個與NYCHA具有相同法律結構的公共機構—將
通過州立法建立。通過與信託公司合作，NYCHA 可通過聯邦政府獲得
NYCHA在當前體制下無法獲得的方式獲得TPV。

NYCHA 如何与 紐約市公共房屋維護信託基金合作?

此進程將屬完全公共的性質： NYCHA 住宅樓公有制，公共營運，以及公
共維護。

NYCHA將仍然永久擁有土地和住宅樓的所有權。 並與信託公司簽定99年
的土地租賃合同。這項土地租賃協議將允許信託獲得TPV，並將其附屬於
住宅樓，讓物業每年獲得更多的資金。如果信託將TPV 附屬於物業，信託
就可以發行債券，以籌集維修工程所需的前期資金。

債券是地方政府（如紐約市或大都市捷運公司(MTA))在一段時間內獲得穩
定的資金來源但目前需要大量資金時使用的手法。例如，當市和州

NYCHA 公共房屋
維護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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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修建隧道、橋樑或地鐵站時，他們就會採取這種方法。債券發行後，
普通民眾可以購買 - 例如，由養老機構、退休機構，甚至普通民眾購買。
然後，政府利用所收到的穩定收入償還這些機構或群體。債券被認為是最
安全的投資方式之一，因為它們得到了政府的擔保。

以NYCHA為例，信託和NYCHA目前需要數十億美元資金，並且有TPV 每
年支付的穩定的補助金。因此，信託和NYCHA將發行債券，籌集前期資
金，用於支付住宅樓翻修工程所需費用，然後每年利用來自TPV的額外補
貼償還債券。

然後，信託基金將負責監管完成基建翻修和改善工程。但在通常情況
下，NYCHA的維修工程缺乏效率，而且完工耗時太長。信託將通過新的採
購程序解決這個問題。根據其目前的架構，NYCHA 有許多限制，導致我
們無法快速完成高品質的工程項目。公共信託將允許我們與可提供最佳價
值的供應商，而非與出價最低的投標商簽訂合同。有了信託，我們可以通
過減少官僚主義的繁文縟節，在更短的時間內提供高品質的翻修工程。 

根據這一模式，NYCHA的工作人員還將繼續維護和管理這些物業。這一點
非常重要。NYCHA 不會出售住宅樓或住房單位，並將與我們目前的工會
員工一起繼續管理所有物業。

通過這種夥伴關係，NYCHA的住宅樓將成為一種增強型的公共房屋。政府
將繼續擁有和經營這些住宅樓，就像現在一樣。居民仍將保持其所有的權
利。不會有任何私營企業參與 —信託將是一個完全具公共性質的機構。但
現在，在新的模式下，這些住宅樓將得到適當的資金資助，並進行全面翻
新，為居民提供狀況良好的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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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是否會在轉換至第8章計劃後失去其權利？

不會。你或許已聽說，這種轉換將導致居
民失去他們的公共住房的權利。
這種情況不會發生。

NYCHA和信託公司將永久延續居民所有權利。根據現行聯邦
法律和條例，許多這些保護措施仍然保留，其餘保護措施將作為建
立公共信託的州立法的一部份予以保留。例如，居民仍享有以下權利：

 

    租金的上限維持家庭收入的百分之30；

 租約自動續期；

 自動獲租賃繼承權；

 組建居民協會權利；

 HUD 第964條法規賦予的全部權利，包括成立居民管理公司 
（RMC） 的權利，賦予居民管理其物業的權利；及

 第 3 章計劃所提供的經濟機會（聯邦要求為 NYCHA 利用其所支出
的部份資金向居民提供工作和商業機會)。

 另外，轉換程序不進行任何資格重審程序。這意味著居民不會被迫遷，   
包括少數家庭不符合第8章資格條件的NYCHA居民。 

今後，任何未通過繼承政策安排的空置房屋將通過第9章和第8章計劃合併
的輪候冊編配。和現在一樣，NYCHA的住宅樓將永久向低收入家庭提供，
並且永遠不會以市場價格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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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計劃是將物業私有化嗎？這是PACT/RAD 計劃嗎？

不是。沒有私人業主或營利機構參與，而且這不是私有化。這些物業將繼
續由聯邦、州和市政府資助，並將保持100%的公共性質。

這也不是與非營利機構和私營機構建立夥伴關係的PACT/RAD計劃。與 
PACT/RAD計劃 不同，信託並沒有涉及私營或非營利機構。根據藍圖和信
託模式，所有機構都具公共性質。

為什麼這個改革如此重要？

有史以來第一次，我們可以修復和升級NYCHA每一棟住宅樓，並解決每一
個物業的所有需求。這意味著 解決含鉛塗漆、黴菌和害蟲等問題，同時通
過新的廚房、浴室、外牆、電梯以及供暖和安全系統讓我們的住宅樓更具
現代化。

電電梯梯 

鉛鉛

暖暖氣氣 

黴黴菌菌 

蟲蟲鼠鼠患患

其其它它

16 億億美美元元 

10億億美美元元

41 億億美美元元

3.7 億億美美元元

95 億億美美元元s

14 億億美美元元

穩穩固固工工程程支支出出：：
180億億美美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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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將是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紐約市公共房屋的最大投資。除了創造更健康
的生活環境外，翻新工程亦會為居民提供經濟機會。

NYCHA 居民還將獲得哪些其他福利？

我們將優先考慮聘請NYCHA居民參加翻修工程所創造的數千個高薪就業機
會， 並將加強我們的第3章計劃 和少數民族和婦女商業企業（MWBE）計
劃。建築工程還將支持數百個本地工業就業崗位，新的建築工程將創造數
千個新的技工工作崗位。

建築工程還將對健康和氣候產生重大影響。  NYCHA 將使用最新的節能技
術和功能來創造更環保、更清潔的 NYCHA。通過解決含鉛塗漆、黴菌和
其他環境健康隱患，NYCHA可以為我們的家庭提供一個健康的生活空間。

此外，對於有興趣的住宅區，NYCHA 可以與居民合作，尋求共用管理和
決策架構，包括居民管理公司 （RMC），鼓勵居民管理其物業。

NYCHA 居民如何參與？
 
我們相信，居民的反饋、意見和決策對於任何成功的計劃都至關重要。
為此，NYCHA 正在與居民以及我們的聯邦監察員、民選官員、社區宣導
者、工會合作夥伴和其他夥伴合作開展所有這些重要工作。 迄今為止，我
們已通過網絡諮詢會議；與居民直接溝通;向居民領袖、政府官員、住房專
家和其他合作夥伴進行介紹、簡報和討論;以及關於藍圖轉型計劃的公眾徵
詢期，鼓勵居民和社區其他成員對藍圖的理念提出意見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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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從 NYCHA 的利益攸關方所獲得的關於如何進行有意義、可持續改
革的反饋意見納入我們提出的藍圖理念中。 例如，根據諮詢會議上徵集
的討論結果及疑問，我們增加了一個更具體的途徑，成立居民管理公司
（RMC)，在《轉型計劃》中增加了一個關於安全和保安的章節，並提議創
建一個居民委員會，負責居民管理工作。

在我們完善這些策略時，我們將繼續徵求您的意見。  

您可以登陸我們的網站 
(on.nyc.gov/blueprintforchange) ，
報名參加會議並瞭解更多有關藍圖的資訊; 
通過推特、臉書或Instagram 等社交媒體
關注我們;或直接通過電郵聯繫我們 ： 
 blueprint.comments@nycha.ny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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