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Zoom链结和电话参加富尔顿住宅区和艾利亚-切尔⻄住宅区
举办的PACT⽹络居⺠会议#3...

通过电脑/平版电脑/智能电话参加会议：

“Zoom” link: https://bit.ly/pactfec
“Zoom” 输⼊会议密码: 853 5170 1732

2021年8⽉10⽇，星期⼆，傍晚6时或
2021年8⽉12⽇，星期四，中午12时

通过电话参加会议：
1. 电话号码： （646)-558-8656

2. 输⼊会议密码
• 英语：853 5170 1732# 

• ⻄班⽛语：331 425 8640# 

• 普通话：461 857 9342# 

• ⼴东话：831 000 3543# 

• 俄语：424 911 8034#



PACT设计与建筑⼯程
Fulton & Elliott-Chelsea 

居⺠會議#3
August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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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

发送邮件
PACT@nycha.nyc.gov

致电
212-306-4036

疑问？现在提问！

通过电脑：
• 在 “Q&A” (问答)框内输入您要提的问题
• 点击 “Send” 发送

或

• 按 “RAISE HAND” (举手) 键 (等候叫名)
• 取消静音并提出问题

通过电话：
• 按 *9 使用 ”举手” 功能 (等候叫名)

• 按 *6 取消静音并发言

详情请浏览：

on.nyc.gov/nycha-pact

在「问答」(Q&A)框内输入您要提的问题或点击「举手」键提问!

mailto:PACT@nycha.nyc.gov
http://on.nyc.gov/nycha-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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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1. 「永久合理租⾦之共同承诺」
(PACT) 计划概览

2. PACT改善⼯程
3. 评估您所居住宅区需要
4. 预期情况和准备⼯作
5. ⼯作组提出设计建议
6. 问答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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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总结报告

Capital 
Finance 

Strategies

Evaluate Funding 
Options

Resident 
Engagement

Establish Resident 
Engagement for the 

Long-term

• 已于2月23日公布
• 概述了涉及三个领域的建议方案：
• 基建资金策略
• 居民权利和保障
• 居民参与

• 浏览网站查看总结报告：
www1.nyc.gov/site/nycha/about/pact/Chelsea-
Fulton.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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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报告 -筹集基建工程资金策略

Capital 
Finance 

Strategies

Evaluate Funding 
Options

Resident 
Engagement

Establish Resident 
Engagement for the 

Long-term

• 工作组建议采用综合策略筹集估
计所需的3.66亿美元资金
• PACT/RAD 转换
• 新建建筑工程/空地发展项目
• 混合收入家庭住宅
• 办公和社区设施
• 改造零售商铺

• 公共资金
• 市议会拨款
• 切尔西西区平价住房基金

• PACT/RAD 和空地发展项目策略估
计共筹集约3.61亿美元资金，占
所需资金的百分之97

根据5年基建资金需求估计基建资金来源

切尔西西区平价住房基金

增建办公和社区设施

市议会资金划拨

改造零售商铺

增建混合收入民用住宅楼

"永久合理租金之共同承诺"

（PACT ）/  「租金补助演示计划」

（RAD）

应急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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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尔顿住宅区和艾利亚-切尔⻄住宅区⼯程招标书

Capital 
Finance 

Strategies

Evaluate Funding 
Options

Resident 
Engagement

Establish Resident 
Engagement for the 

Long-term

• 已于4⽉23⽇公布

• 通过实施PACT计划和新的混合⽤途的建筑
⼯程，寻求合作伙伴彻底解决位于曼哈顿区
切尔⻄地区的四个住宅区的基建需求

• 居⺠审核委员会成员已被选出并将于今年秋
季开始评审所收到的申请



• NYCHA 需要 400 亿美元来全面翻新和
装修所有住房单位，但是联邦政府只提
供了翻新工程所需资金的一小部分。

• 通过PACT计划，您的住宅区将参加租
金补助示范计划（RAD）并转换至由联
邦资助的更稳定的第8章房屋租金补助
计划。

• PACT计划启动资金，用于完成您所居
住宅区的全面维修和翻新工程。与此同
时使您的住宅永久可负担，并确保居民
享有与公共住房相同的基本权利。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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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问题
公共住房资金缺乏

五年资金需求

五年资金提供

$6.6B

$16.8B

$3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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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PACT？

在问答（Q&A）框内输入您要提的问题或点击「举手」键提问!



PACT利用租金补助示范计划（RAD），该计划保证了当住宅区转换至第8章房屋租金补助计划时，
住宅的永久负担性和居民享有的与公共住房相同的基本权利。

Ocean Bay (Bayside)

Be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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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T计划如何运作
PACT计划依赖私营和非牟利发展合作伙伴的合作关系，并考虑居
民意见选出合适的合作伙伴。

全面维修 专业管理 完善服务

发展合作伙伴带来专业的
设计和建筑团队，他们解
决住宅区所有的建筑实体
需要

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住宅楼
和住宅区的日常运营和维
护工作

与社会服务机构合作，
采纳居民所提的意见和
建议，改善住宅区内的
社会服务质量和规划

公共控制：NYCHA 和居民

您所居住宅区将保持公共控制权。转换工作完成后，NYCHA将继续拥有楼
宇和土地，管理补助申请轮候册以及监督住宅区营运状况。如有需要，
NYCHA将帮助解决居民和新管理团队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在问答（Q&A）框内输入您要提的问题或点击「举手」键提问!



住宅区和园区

楼宇系统设施

重新装修的Twin Parks West住宅区住房单位Ocean Bay (Bayside)的全新改造的系统设施

Baychester和Betances住宅区的翻修工程 Ocean Bay (Bayside)和Betances住宅区的楼宇的翻修工程

住宅楼

住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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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T投资和改善项目

在问答（Q&A）框内输入您要提的问题或点击「举手」键提问!



居民可在租赁合约中增加家庭成员。

居民将继续拥有租赁继承权。

居民将可提出申诉听证。

居民将有机会申请由PACT提供的工作。

租金将维持家庭收入的百分之30。 *

居民将有组织的权利。

居民协会将继续获得资助。

居民将有续租的权利。

住宅区转换时，居民的申请将无需再
接受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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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T 居民保护

• *根据HUD 规定，例外情况适用于支付固定租金的家庭，现持租客专属第8章租金补助券的住户，或混合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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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转换的PACT住宅区
转换进行中的PACT住宅区

单元数量

9,517

11,860

住宅区数量

49

35

84 21,377

BROOKLYN

MANHATTAN

STATEN
ISLAND

QUEENS

BRONX

价值近18亿美元的基建维修工程已
经完成或正在进行中

另外价值12亿美元的工程将于
2021年开始

PACT 转换

在问答（Q&A）框内输入您要提的问题或点击「举手」键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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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维修资金投入的数据已更新，来体现硬成本和软成本，这与实体需求评估（PNA）的计算方式是相同的。本表的早期版本仅包含硬成本。

住宅区名称 行政区 单元数量 维修资金投入* 转换时间 目前状态

Ocean Bay (Bayside) Queens 1,395 $317m Dec 2016 Complete

Twin Parks West Bronx 312 $46m Oct 2018 Construction
Betances: Betances I; Betances II, 9A; Betances II, 13; Betances
II, 18; Betances III, 9A; Betances III, 13; Betances III, 18; 
Betances IV; Betances V; Betances VI

Bronx 1,088 $145m Nov 2018 Complete

Highbridge-Franklin: Franklin Avenue Conventional (I-III); 
Highbridge Rehabs (Anderson Ave and Nelson Ave) Bronx 336 $38m Nov 2018 Construction

Baychester & Murphy Bronx 722 $116m Dec 2018 Complete
Hope Gardens: Bushwick II (Groups A&C); Bushwick II (Groups 
B&D); Bushwick II CDA (Group E); Hope Gardens, Palmetto 
Gardens 

Brooklyn 1,321 $280m Jul 2019 Construction

Brooklyn II: Independence; Williams Plaza; Armstrong I & II; 
Weeksville Gardens; Berry St-South 9th St; Marcy Ave-Greene 
Ave Site A & B; 572 Warren St

Brooklyn 2,625 $434m Feb 2020 Construction

Manhattan I: 335 East 111th Street; 344 East 28th Street; Park 
Avenue-East 122nd, 123rd Streets; Manhattanville Rehab 
(Groups 2&3); Public School 139 (Conversion); Fort Washington 
Avenue Rehab; Grampion; Washington Heights Rehab (Groups 
1&2); Washington Heights Rehab Phase III & IV (C&D); Samuel 
(MHOP) I-III; Wise Towers

Manhattan 1,718 $383m Nov 2020 Construction

总计： 9,517 $1.76b

目前进度



• PACT改善⼯程

• 评估您所居住宅区和住房
单位需要

• ⼯作组提出设计建议

• 问答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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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讨论您所居的住宅区通过PACT计划可进⾏
的设施升级项⽬

• 我们将审查NYCHA与其发展伙伴所采⽤的确定需
要升级⼯程的住宅区区域的评估程序，包括您在发
展过程中的参与⼯作。

• 我们将概述⼯作组所提出的设计建议及其对您所居
的住宅区的未来规划的影响。

• 我们将预留时间在会议结束时解答居⺠的疑问并提
供额外信息。

今晚的会议重点:  设计与施⼯

在「问答」(Q&A)框内输入您要提的问题或点击「举手」键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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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单位
这些是居民私人生活空间的区域和组成部份。

当中包括浴室，厨房，灯具，地板，墙壁和天花板。

PACT改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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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单位
这些是居民私人生活空间的区域和组成部份。
当中包括浴室，厨房，灯具，地板，墙壁和天花板

Twin Parks West 新装修的公寓

Ask a question by typing into the Q&A box or raise your hand!

PACT改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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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区域
这些是供所有居民共同使用的室内空间。

当中包括社区活动室，洗衣房，大堂，走廊和楼梯间。

PACT改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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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区域
这些是供所有居⺠共同使⽤的室内空间。
当中包括社区活动室，洗⾐房，⼤堂，⾛廊和楼梯间。

Bronxchester、Williamsburg Houses 和 Ocean Bay 的公共空间⽰例

PACT改善⼯程

在「问答」(Q&A)框内输入您要提的问题或点击「举手」键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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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
这些是保持住宅楼稳固和密封而不受

气候影响的部份。
当中包括楼顶，外墙和窗户。

PACT改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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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
这些是保持住宅楼稳固和密封⽽不受⽓候影响的部份。
当中包括楼顶，外墙和窗户。

Baychester 的建筑⽴⾯翻新，Baychester 的新屋顶，Twin Parks 的新窗户和屋顶修复

PACT改善⼯程

在「问答」(Q&A)框内输入您要提的问题或点击「举手」键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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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和系統
这些是住宅楼的引擎和动脉。它们包括贯
穿整个住宅楼的电力，机械和管道系统，
及在楼层之间运载居民的系统。

当中包括电力线路，电梯，炉锅，冷暖管
道和热水器。

PACT改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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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和系
这些是住宅楼的引擎和动脉。它们包括贯穿整个住宅楼的电⼒，机械和管道系统，及在楼层
之间运载居⺠的系统。
当中包括电⼒线路，电梯，炉锅，冷暖管道和热⽔器。

Bronxchester和 Ocean Bay (Bayside) 的新建筑系统

PACT改善⼯程

在「问答」(Q&A)框内输入您要提的问题或点击「举手」键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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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和通道
这些是连接各住宅区楼宇和周边社区的户外

空间和道路。
当中包括绿化地带，游乐场，围栏，停车场，

监控镜头和人行道

PACT改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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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和通道
这些是连接各住宅区楼宇和周边社区的户外空间和道路。
当中包括绿化地带，游乐场，围栏，停车场，监控镜头和⼈⾏道

最近在⼤洋湾（Bayside）安装的狗公园 Ocean Bay (Bayside) 新居⺠种植 Baychester 的新游乐场和运动场

PACT改善⼯程



25

评估您所居住宅区的需要

什么是实体需要评估?
维修⼯程进⾏期间，
我们需要搬迁吗?

我如何获知即将进⾏的改善⼯
程项⽬?

谁对我的住房单位进⾏调
查⼯作?

在「问答」(Q&A)框内输入您要提的问题或点击「举手」键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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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定，NYCHA每隔五
年对辖下所有住宅区进行一
次实体需要评估 (PNA) 的
调查工作。

调查员将对部分住房单位和
公共区域，以及锅炉、电梯
和楼顶等住宅楼设施的状况
进行调查。

评估结果能让NYCHA全面
了解各个住宅区所需的维
修项目。

评估需要

PACT合作伙伴将举办⼀系列
的居⺠会议，与居⺠分享评估
结果的具体内容并了解您对项
⽬的优先排序和意见。

他们将与您交谈，了解您住房
单位所需具体维修项⽬。

在最终翻修⽅案确定之前，居
⺠将对住房单位的室内装修，
建筑材料，主要系统维修和公
共空间改善⼯程发表意见。

HUD必须在任何翻修和维修⼯
程开始之前对这些⽅案进⾏审
批。

PACT合作伙伴将与您分享
具体的工程时间表并直接与
您联系安排住房单位的上门
维修时间。

您将于施工期间继续留居您
的住房单位，但是，如有必
要，PACT合作伙伴将安排
您入住住宅区内的配套家具
的临时住房单位。

维修工程将分阶段进行，并
预计需要18至24个月的时间
完成。

当住宅区被挑选参加PACT
计划，NYCHA会派遣调查
员更新评估报告。

NYCHA将与居⺠领袖和物
业管理合作，确保记录所有
所需主要维修项⽬。

参加PACT计划的住宅区 进⾏维修进⾏实体需要评估 翻修计划

在「问答」(Q&A)框内输入您要提的问题或点击「举手」键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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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PACT计划的住宅区
• 居⺠会议
• 实地调查
• 审核提案

翻修计划和进⾏维修
• 居⺠会议:  设计与建筑⼯程
• 上门检查所有住房单位
• 与居⺠规划建筑⼯程

评估需要:  您的意见

在「问答」(Q&A)框内输入您要提的问题或点击「举手」键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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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提出设计建议

• 建议包括: 
• 拟新建住宅楼的选址和建筑设计标
准

• PACT计划对于NYCHA楼宇住宅楼
翻修建议

• 关于翻修⼯程的居⺠参与和沟通⼯
作

• 上⽹查阅总结报告: 
www1.nyc.gov/site/nycha/about/pact/Chels
ea-Fulton.page

https://www1.nyc.gov/site/nycha/about/pact/Chelsea-Fulton.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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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提出设计建议
新建筑⼯程策略

增加机会筹集资⾦并同时造福全体社区，包括建造新的
混合收⼊型住宅楼;建⽴新的社区和商⽤设施;和/或对现
有楼宇进⾏零售或商业⽤途的改造: 

• 不会拆除现有居⺠住宅楼
• 新建楼宇的⾼度和体积必须与周边环境相符
• 必须保留现有的居⺠停车位数量
• 空地发展项⽬的建筑阶段和流程必须妥善规划，以减少⼯程
对住户造成的影响

• 哈德逊社区服务中⼼ (Hudson Guild) ⼤楼的所有翻修/重建
⼯程必须分阶段进⾏，确保中⼼所提供的社会和社区服务受
到最少的影响

Harlem River住宅区商铺

位于Washington住宅区的Yomo Toro 公寓和Dream 特许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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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对富尔顿住宅区的新建筑工程建议

改造零售商铺（一层）

新的混合收入家庭住宅楼

新建商业/社区设施（1-2 

层）

迁移篮球场

NYCHA住宅楼

NYCHA 停车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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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对艾利亚-切尔西住宅区的新建筑工程建议

改造零售商铺（一层）

新的混合收入家庭住宅楼

新建商业/社区设施（1-2 层）

部分拆除Hudson Guild 社区
中心

NYCHA住宅楼

NYCHA 停车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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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筑⼯程策略

• 重建受新建⼯程影响的任何社区和/或户外休
憩空间。

• 将NYCHA的垃圾和分类回收设施的迁移，
重新分配和/或合并⼯作纳⼊新建住宅楼的设
计⽅案中。

• 升级建筑系统以确保公共设施服务供应 (暖
⽓，冷⽓，⾃来⽔) 及室内空⽓质量符合理
想⽔平。

室内⼀楼垃圾室

Stuyvesant Town-Peter Cooper 村游乐场

⼯作组提出设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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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筑⼯程策略

• 将独⽴ (各住宅楼专⽤) 暖⽓系统取代现
有暖⽓系统，包括安装新的管道系统，
为所有住房单位输送暖⽓。

• 活化现有空间，重新调整或重新定位现
有住宅楼的⼊⼝处，确保安全并适应新
的零售空间。

• 确保PACT合作伙伴遵守楼宇局的关于⾮
空置住房单位翻修⼯程的所有规定，确
保翻修和建筑⼯地的安全，洁净和健康。

Queensbridge Houses 的浅浮雕壁画

校园场地照明

⼯作组提出设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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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修⼯程的居⺠参与和沟通⼯作

• 提供详细的宣传和参与策略，包括开发、设计、施⼯、⼊住和⽇常管理的所有阶段。

• 向居⺠协会和住户提供关于建筑材料和建筑系统规格的资料，包括住房单位模型及材料和装修样品。

• 提供机会，让居⺠充分表达其对设计元素和公共空间，⾛廊，楼梯间电梯，前门和户外区域改善⼯程的意
见。

• 建⽴施⼯阶段安全和保护计划，以尽量减少⼯程 (噪⾳，沙尘等) 对居⺠⽣活质量造成的负⾯影响。

• 如果所居住房单位正进⾏翻修⼯程或接近屋顶，外墙等施⼯区域，您可选择临时搬迁。

• 制定临时和长远搬迁的计划 (如需要) ，包括协助居⺠搬迁个⼈物品 (如家俬，电器等) 的⼯作，及确保住
户充分了解所有可⽤资源。

• 如果居⺠在翻修或建筑⼯程期间需要临时或永久搬迁，通过书⾯通知，当⾯通知及⼤堂会议等形式提供充
分通知。

⼯作组提出设计建议

在「问答」(Q&A)框内输入您要提的问题或点击「举手」键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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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

发送邮件
PACT@nycha.nyc.gov

致电
212-306-4036

疑问？现在提问！

通过电脑：
• 在 “Q&A” (问答)框内输入您要提的问题
• 点击 “Send” 发送

或

• 按 “RAISE HAND” (举手) 键 (等候叫名)
• 取消静音并提出问题

通过电话：
• 按 *9 使用 ”举手” 功能 (等候叫名)

• 按 *6 取消静音并发言

详情请浏览：

on.nyc.gov/nycha-pact

在「问答」(Q&A)框内输入您要提的问题或点击「举手」键提问!

mailto:PACT@nycha.nyc.gov
http://on.nyc.gov/nycha-pact


• 居⺠审核委员会 富尔顿 (Fulton)  和艾利亚-切尔⻄ (Elliott-Chelsea)  
住宅区居⺠协会已经选出参与招标审核程序挑选PACT
合作伙伴 (发展商，总承包商和物业管理公司) 的居⺠

• 居⺠会议 #4 选出PACT合作伙伴后，NYCHA将举办另⼀场会议介
绍发展团队并开展设计阶段的⼯作

下⼀步⼯作

36在「问答」(Q&A)框内输入您要提的问题或点击「举手」键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