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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纽约市房屋局（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NYCHA）的变革蓝图转型计划是与居民、

员工和利益相关者进行多次互动以及数百次对话的最终结果，事关如何对本机构进行重组

和改革。 

转型计划是对 NYCHA 的治理和领导结构、物业管理系统以及中央支持职能进行重大且可

持续变革的愿景。该计划包括一系列战略，这些战略将使得本机构迈向更光明的未来，但

这仅仅是该过程的开始。随着该计划的完成，我们的目标将转向在资源紧缺的环境中实施

这些结构和流程变革的艰巨任务。在制定实施计划时，我们将评估每种可能变革的成本效

益，并开始做出艰难的选择，这将决定本机构在未来几年将如何发展。 

该转型计划是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与纽约市为响应 2019 年 1 月的和解协议（HUD 协议）而制定的，是 NYCHA 彻底而

全面的变革蓝图倡议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变革蓝图还包括一项稳定战略，该战略

将筹集资本，使 NYCHA 的房产完全符合 HUD 协议的标准，并加强我们的社区，就业与复

苏战略，促进健康和安全的生活条件，增加居民的经济和教育机会。 

在 2020 年 3 月，与该计划有关的各种活动正在进行，但由于 COVID-19 疫情开始，所有现

场会议被迫叫停。NYCHA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有效地应对疫情，包括病毒消杀、为弱势居民

进行福利检查、食物供给，以及改变我们对维修工单的响应方式，以限制可能的病毒传播

途径。在这些措施中，NYCHA学会了灵活地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并创造性地思考哪些服

务是不可或缺的，以及我们如何提供这些服务。 

NYCHA迅速作出响应的关键示例之一是修订了租金困难协议，这是一项为解决突发性丧失

收入而制定的政策。在 COVID-19 之前，该政策依赖于临时的重新认证过程，这对居民来

说十分耗时，而且经常需要物业管理处住房助理的亲自协助。公共住房租赁管理部

（Public Housing Tenancy Administration）和房屋租赁部（Leased Housing Department）重

新设计了面向客户的自助服务门户流程，以精简所需的资料、结合信息技术，与客户联络

中心（Customer Contact Center, CCC）合作创建一个脚本，允许居民通过电话请求变更租

金。从 2020 年 4 月到 2020 年 7 月，NYCHA 处理了 13258 个租金困难请求。这比 2019 年

同期的请求增加了近 450%。 

COVID-19 向我们表明，NYCHA 可以改变我们的经营方式。正如在 2012 年超级风暴桑迪为

NYCHA 的核心业务职能带来了气候弹性一样，我们必须从 COVID-19 对居民和员工的影响

中吸取教训，以指导可持续运营。 

我们需要设计和实施一个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以响应我们居民的迫切需求，并满足 HUD

协议的明确义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NYCHA 明确了支撑转型计划的五个指导原则：  

1. NYCHA 将通过在整个住房组合中实施新的政策和程序来改变其经营方式。例如，

NYCHA必须按照联邦法规开展工作，遵守铅安全工作规范，适当检查和补救霉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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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并采用与害虫综合治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相一致的有效的害虫防

治方法。 

2. NYCHA 必须足够灵活，能够迅速对物业的情况做出响应。例如，NYCHA 必须对供

暖和电梯故障问题做出快速反应，并有效地安排工作顺序，以解决霉菌出现的根本

原因，并防止害虫滋生的现象在单元内再次发生。 

3. NYCHA将自我监控，以确保服务点的质量。例如，NYCHA的三个新部门——质量保

证部（Quality Assurance）、环境健康和安全部（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以及合规部（Compliance）——必须审查居民投诉，并部署专家和检查员，以确保

住宅区中的工作人员正确地开展工作，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4. NYCHA 将创建并按时交付大型工程项目。例如，NYCHA 必须起草和实施职能明确

的行动计划，并交付 HUD 协议明确要求的大型工程项目。这些项目对于解决系统

性建筑问题和改善住宅区生活条件至关重要。这将包括建立公私伙伴关系，以酌情

改善物质条件和社会服务。 

5. NYCHA 将建立明确的管理结构，以便根据清晰定义的目标对个体进行评估。例如，

NYCHA需要让物业经理和维护人员对一套明确定义的指标负责，这些指标是居民可

以信赖的，如(1)供暖和电梯故障问题在数小时内解决，(2)根据投诉情况，在一两

周内修复霉菌状况，(3)每年进行含铅涂料目视评估、临时控制和公寓检查。NYCHA

必须对各个部门进行重组，并实施一系列流程改革，以解决目前影响服务的瓶颈问

题。 

根据指导原则，NYCHA确定了六项核心价值，这些价值是在与利益相关者就常见难点和关

注领域进行讨论后产生的。这些核心价值推动了转型计划的制定过程，并将继续推动其实

施：(1)创造服务文化，(2)打破藩篱，(3)赋予员工权力，(4)加强与居民的伙伴关系，(5)利

用数据推动决策，以及(6)成为企业和政府利益相关者更好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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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计划总结了三组主要的组织性变革： 

 变更 NYCHA 的治理和行政领导结构 

 变更 NYCHA 物业管理和维护运营 

 变更中央办公室职能如何支持物业运作  

转型计划还包括许多业务流程改进，这些改进集中在居民和员工确定的服务交付难点上，

例如年度审查流程和弹性工作制计划，以及 NYCHA 如何通过技术和供应链管理提高生产

力的新思路，改善居民伙伴关系，扩大居民经济机会，通过学习和发展赋予员工权力。下

表说明了本计划稍后概述的一些业务流程改进策略，以及对居民的预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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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行动 对居民的影响 

弹性工作制 评估现有计划并确定新的资

源配置 

 

一周内改善建筑物和地面的

清洁状况。能够在下班时间

和周末安排维护。 

物业预算制定 物业经理将对自己的预算有

更多的控制权 

 

恶劣的建筑条件可以更快地

得到解决 

 

工单改革 

 

通过加强地方一级的控制，

改善熟练技工的工单顺序 

 

工单完成得更快，工单流程

更加透明化 

 

年度重新认证 

 

精简住房助理的工作量及审

查流程 

 

为住户和第 8 节项目的参与

者提供透明的租金计算，增

强电子门户网站的可用性 

 

 

尽管本计划中提议的变更是修复组织和我们开展业务的方式所必需的，但仅凭组织和流程

变革无法解决 NYCHA 遗留下来的所有挑战，即要有意义地改善物理条件并为本机构取得

可持续的成功定位，我们必须将大量资金投入 NYCHA 的住房组合。因此，NYCHA 设想，

组织变革将与稳定战略中描述的重大资本投资同时发生，稳定战略创建了 NYCHA 的第一

个住房组合范围的资本投资计划，并建立在 NYCHA 2.0、PACT 和其他先前措施的基础之上。 

同样，稳定战略（以及正在进行的 NYCHA 2.0 工作）将为我们的住宅区改建项目吸引数十

亿美元的投资。因此，就业与复苏战略为扩大居民就业和经济机会提供了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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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框] 参与方法 

尽管该转型计划是由 NYCHA 的领导层组织的，并与监督团队合作，但这些价值观和想法

来自于我们的居民、员工和其他深切关心 NYCHA 未来的倡导者。它代表了与员工、居民

和利益相关者的多次互动和数百次对话的最终结果。在 2020 年 3 月中旬，与该计划有关

的各种活动正在进行，但由于 COVID-19 疫情开始，所有现场活动被迫叫停。 

在疫情开始时，我们暂停了一些活动，利用这段时间回顾了我们听到的情况，并将这些想

法提炼成这项转型计划中所包含的关键价值观和目标。 

我们还调查了数千名 NYCHA 居民，收到了 6,191 份居民对 NYCHA、他们的住宅区和公寓

的看法的回复。还有人询问了有关房屋局计划重新开始公寓维修工作的问题。我们收到了

数千条关于居民面临的困难的评论，并利用调查结果为每个住宅区、社区、行政区和机构

制定了一个基线。分析结果包括： 

• 57%的 NYCHA 居民自豪地称他们的住宅区为家园 

• 51%的人感到他们的住宅区很安全 

• 44%的人会建议朋友或亲戚住在同一栋大楼里。 

调查结果表明了 NYCHA 即将开展的巨大工作。本计划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设计的，

我们计划继续进行年度调查，根据住宅区、邻里和行政区的相同指标来衡量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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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NYCHA 的历史背景 

A. NYCHA 和纽约市  

纽约市是美国房价第二贵的住房市场，供求之间的不匹配使得许多纽约市居民买不起稳定

住房。1 供应缺口不成比例地给收入较低的纽约人带来了负担，这个城市长期以来一直试

图为这类人群服务，但很困难。 

在我们 85 年的历史中，纽约市房屋局为该市的住房市场贡献了近 20 万套经济适用房，至

今仍有超过 17 万套的住房所有权。通过公共住房和第 8 节住房补贴凭证项目（Housing 

Choice Voucher），NYCHA 为近 60 万人提供住房，比亚特兰大、迈阿密或新奥尔良的人口

还要多。 

虽然纽约市房屋局成立于 1934 年，但其起源要追溯到 19 世纪，当时管理局试图监管一个

无法或不愿为低收入纽约人服务的房地产市场。纽约州在住房管理方面的第一次尝试是在

1867 年通过的《经济公寓房屋法案》（Tenement House Act），该法案要求每个单元都有

一个防火通道，每个房间都要有一个窗户，尽管它没有明确规定窗户必须朝外。随后的

1879 年法案纠正了这种疏忽，导致了 25 英尺宽的哑铃（或称“旧法律”）公寓仍然排列在

下东区和部分 SoHo 商业区的街道上。1901 年的法案要求在所有新建筑中增加垃圾场、照

明和消防安全措施。2 

《经济公寓法案》规定了建筑标准，虽然它们有效地改善了住房条件，但却没有解决城市

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威胁——缺乏经济适用房。到 20 世纪 30 年代，城市的住房倡导者寻求

新的供给方面的干预，探索政府融资或担保来建造新的住房单元。3 

NYCHA 的首任主席 Langdon Post 宣称，“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纽约市所谓的住房改革——

作为住房问题的解决方案——最终被证明监管失败。”4 Post 和他的同事们相信“只有广泛

的政府补贴住房计划才能充分解决这个问题。”NYCHA 的早期领导人知道，为了满足日益

增长的需求，该市迫切需要更多的住房单元，如果没有可替代的住房来安置这些流离失所

的人，就不可能对剥削的房东实施现行的房屋租赁法。 

20 世纪 30 年代初，联邦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RFC）和公共

工程管理局（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 PWA）在纽约建设了三个限制股息的住宅区项目，

包括下东区的 Knickerbocker 村，但是这个项目是建立在吸引私人开发商的基础上的，无

                                                      
1 2017 NYCHVS 
2 纽约市房屋局，住房条例的失败 (1936)，第 5-11 页。 
3 参见 Louis H. Pink，住房新的一天 (1928)；纽约市房屋局即将实现的目标 (1937)；Charles Yale Harrison，什
么决定补贴价格！(1937)。 
4 住房条例的失败，第 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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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规模开展。5 在没有私人市场解决方案的情况下，纽约市和州政府转而采用以前在美

国只尝试过一次的想法——政府所有和经营的民用住房。纽约市房屋局于 1934 年成立，

有力地承认所有纽约人都应该拥有一个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6 

NYCHA 的住宅组合是由市、州和联邦资金建立的，有 10 万多家联邦单元、54,000 多家州

单元和 35,000 多家市单元。市和州的住宅区是由他们最初的资金来源支持的，直到其中

一些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被纳入联邦计划7。上一波联邦化浪潮出现在 2010 年，当时有 21

个住宅区被纳入联邦资助平台。 

大多数建筑都建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 1949 年的《住房法案》提供资金，并一直持

续到 1954年的《住房法案》（Housing Act）和 20世纪 60年代末的城市重建计划。从 1950

年到 1970 年，房屋局每年建造 6000 多套住房，以任何时代的标准来看，这都是无与伦比

的速度。8 

NYCHA 的住宅区开发项目（以及联邦公共住房计划）最初设计为自给自足，所有的运营和

资本支出都由居民租金支付。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当许多第一批住宅区达到第一个 20 年

的资本周期时，很明显，租金不足以资助持续运营，更不用说修理费用了。1969 年的《住

房和城市住宅区法案》（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Act）将租金限制在家庭收入的

25%，并首次引入了联邦运营补贴。9  

上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随着居民人口结构继续发生变化，新的公共住房建设缓慢停

止，补贴大幅削减。10房屋局以修复的褐砂石建筑及其他统包收购的形式继续增建新的住

宅区。现在，这个计划实施了 40 年，许多住宅区即将错过它们的第二个资本重组周期，

开始了长期下降，直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严重资本赤字。 

在 20 世纪 90 年代，NYCHA 被认为是公共住房领域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之一，HUD 转向

了旨在帮助其他处境更为艰难的住房管理部门的项目。尽管其他城市获得了大量的 HOPE 

VI 重建住宅区的赠款，NYCHA 往往无法满足重建住宅区的经济适用要求，因此得到的赠

款很少。HUD 转向像“向工作前进”（Moving-to-Work）这样的示范项目以提供监管灵活性

时，NYCHA 并没有利用它们。到 2013 年，租赁援助示范（Rental Assistance Demonstration, 

RAD）计划开始时，NYCHA 的资本赤字急剧增加，组织正竭力应付日益积压的维护工作。 

                                                      
5 参见 Emily Rosenbaum and Samantha Friedman，住房划分：几代移民如何在纽约住房市场中取得成功 

(2007)，第 98-100 页；Richard Plunz，纽约市的住房史：美国都市的居住型态与社会变迁 (1990)，第 207-

208 页。 
6 参见即将实现的目标，第 5 页。 
7 这些住宅区独立于 21 个“联邦化”的住宅区，后者在 2010 年作为税收抵免交易的一部分被纳入联邦计划。 
8 60 年代末，有 6 个住宅区作为合作公寓出售。房屋局还为二战后的退伍军人建造了 11 个 Quonset 棚屋临

时住宅区。在 1950 至 1970 年期间，房屋局建造了超过 120,000 个住宅单元。 
9《1969 年美国住房和城市住宅区法案》，1969 年 12 月 24 日。《公法》91-152。 
10 1950 年，75%的 NYCHA 家庭是白人；到 1990 年，这一比例降至 1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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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纽约市拥有 350 万套住宅单元，其中包括 220 万套出租单元。120 万个出租单元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房价管制，其中包括 988,000 个租金稳定或租金管制单元。NYCHA 拥有并

运营着 169,425 套住宅单元，占所有房价管制单元的 14%，所有出租单元的 8%，以及所有

居住单元的 5%。11 

然而，纽约市的住房存量与居民的收入状况并不匹配。近三分之一的纽约家庭将超过 50%

的家庭收入用于房租。12 纽约出租公寓中，租金低于 800 美元的只有 14%，低于 500 美元

的只有 7%。NYCHA 住宅组合的平均租金为 525 美元。在 2017 年住房空置调查中发现的

79190 套可用出租单元中，只有 3532 套——4%的出租单元的租金低于每月 800 美元。

NYCHA 的创立就是为了直接解决这个问题——为市场能够或无法服务的人提供住房。在纽

约，只有 30 万套租金低于 800 美元——其中 133,000 套住房都属于 NYCHA 所有。13 NYCHA

的候补名单（175,000 个家庭申请公共住房，130,000 个家庭申请第 8 节住房项目）显示了

城市对这些住房的迫切需求。14   

在成立之初，房屋局的目的是为家庭提供临时住房，前提是这些家庭的向上流动性最终会

使他们进入私人市场购买住房。尽管房屋局从未意识到这种向上流动的愿景，但它确实促

成了一些改变：在这个日益难以进入和不稳定的市场中，85 年来，房屋局一直是维护住

房可负担性和稳定性的坚定灯塔。 

没有NYCHA的纽约将是一个更加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城市——保护这些房屋对城市的未来至

关重要。 

B. 当前挑战  

NYCHA 无疑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2019 年 1 月，NYCHA 与 HUD 和纽约市签署了和解协

议。在签署 HUD 协议后，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SDNY）检察官办公室和 HUD 部于 2018

年 6 月撤回了一份提交给联邦法院的诉状，该诉状附在一份拟议的同意法令之后。根据

HUD 协议，还于 2019 年 2 月任命了一名独立监测员（简称“监测员”）。 

要实现转型，NYCHA 必须正视它近年的错误行为。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的调查发现，

NYCHA 没有按照 HUD 法规的要求提供“体面、安全和卫生的住房”，在联邦检查方面时采

取欺骗行为，并在没有遵守含铅涂料法规后虚假地证明其符合规定。 

HUD 协议已经并将继续对 NYCHA 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HUD 的协议要求纽约市在十年

内对基本建设项目进行历史性的 22 亿美元的投资。NYCHA 还必须在六个关键合规领域或

“支柱”中实现一套雄心勃勃的绩效指标——(1)含铅涂料、(2)霉菌、(3)害虫和废物管理、(4)

电梯、(5)供暖和(6)检查。 

                                                      
11 NYCHA 还通过其第 8 节住房补贴凭证项目为 83,225 个家庭提供住房补贴。 
12 2017 纽约市住房空置率调查（NYCHVS），https://www.census.gov/programs-surveys/nychvs.html。 
13 2017 NYCHVS 
14 https://www1.nyc.gov/assets/nycha/downloads/pdf/NYCHA-Fact-Sheet_2020_Final.pdf 

https://www.census.gov/programs-surveys/nychv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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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D 协议还要求 NYCHA 对其组织结构进行更改，包括建立三个新部门并提交组织计划。

这三个新部门是合规部、环境健康和安全部和质量保证部。这三个部门为 NYCHA 建立了

一个新的问责结构，并且已经运作了一年多。他们已经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在个别物业、

个别设备或系统内建立明确的程序和监督，帮助推动了整个机构各个层面的运营改进。 

单独执行其中一个需求将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在全球疫情期间，NYCHA 与监测员以及我

们在 HUD 和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的同事们正在同时承担这些任务。这就是为什么

NYCHA 认为 HUD 协议和历史上的这个时刻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HUD 协议要求“监测员和 NYCHA 应共同制定一份‘组织计划’，阐明对 NYCHA 的管理、组织

和职工结构（包括工作规则）以及必要或适当的总体政策的变更，以实现 NYCHA 在本协

议项下的义务的持续遵守。”   

2019 年 9 月，NYCHA 成立了战略与创新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y & Innovation），以协调

与监督团队的所有工作，包括开始与监测员合作制定组织计划。这一转型计划代表了

NYCHA 组织必须如何改变的协作愿景。它提出了对 NYCHA 管理和组织结构的一系列改变，

并为改变广泛的政策和实践制定了其他战略。 
 

通过组织变革和业务流程变革来实现这一愿景将是一项持续不断的工作。我们认识到，此

次转型计划是正在进行的 NYCHA 转型过程的开始，我们的成功将通过我们能否以及何时

成功地实现这些变更来衡量。 
 

如上所述，HUD 协议中的绩效指标集中在六个主要支柱领域。NYCHA 之所以未能在这些

领域达到基本绩效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住房组合的资本化程度历来不足，加上运营模

式在提供所需服务方面存在偏差。因此，NYCHA目前面临的挑战可以总结为三个主要领域: 

• 运营失调和破碎的组织文化——就其构建而言，组织在管理 300 个住宅区或实

现大规模长期资本计划的日常需求方面装备不足。 

• 实体资产不断恶化——需要 400 亿美元的资本，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联邦、

城市或州的注资。 

• 前所未有的健康和经济挑战——已经面临就业不足和健康差距的居民，现在又

面临疫情和经济衰退的威胁，这加大了 NYCHA 应对这两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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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CHA 的变革蓝图用有针对性的战略应对了每个主要挑战：  

• 该转型计划描述了 NYCHA 将如何加强其治理和领导结构，对组织进行投资以重新

定位物业的运营方向，改善居民服务，并专注于实现 HUD 协议的合规目标和绩效

指标。 

  

• 稳定战略创造了 NYCHA 有史以来第一个住房组合范围的资本投资计划。它建立在

NYCHA 2.0 的基础上，NYCHA 2.0 是一个计划，旨在通过 PACT 项目、新建设和转让

空气权来解决超过 6.2 万套公寓的全面维修问题。 

 

• 如果成功，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将流向 NYCHA 的物业。就业与复苏战略描述了这些

投资将如何有助于为居民创造和扩大就业机会，促进纽约市的健康和经济复苏。 
  

第2章. HUD 协议义务  

HUD 协议，以及催生此协议出台的过往历史，为这一转型计划奠定了基础。我们需要设

计和实施一个组织结构，为 HUD 协议中所述的明确义务的完成提供支持，我们还需要以

极大的紧迫感承担这项任务。根据 HUD 协议的义务，本计划确定并嵌入了五项关键组织

原则：  

1. NYCHA 将通过在整个住房组合中实施新的政策和程序来改变其经营方式。例如，

NYCHA必须按照联邦规章制度开展工作，遵守铅安全工作惯例，适当检查和补救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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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状况，并采用与害虫综合治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相一致的有效害虫

防治方法。 

2. NYCHA 必须足够灵活，能够迅速对物业的情况做出响应。例如，NYCHA 必须对供

暖和电梯故障问题做出快速反应，并有效地安排工作顺序，以解决霉菌出现的根本

原因，并防止害虫滋生的现象在单元内再次发生。 

3. NYCHA将自我监控，以确保服务点的质量。例如，NYCHA的三个新部门——质量保

证部（Quality Assurance）、环境健康和安全部（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以及合规部（Compliance）——必须审查居民投诉，并部署专家和检查员，以确保

住宅区中的工作人员正确地开展工作，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4. NYCHA 将创建并按时交付大型工程项目。例如，NYCHA 必须起草和实施职能明确

的行动计划，并交付 HUD 协议明确要求的大型工程项目。这些项目对于解决系统

性建筑问题和改善住宅区生活条件至关重要。这将包括建立公私伙伴关系，以酌情

改善物质条件和社会服务。 

5. NYCHA 将建立明确的管理结构，以便根据清晰定义的目标对个体进行评估。例如，

NYCHA需要让物业经理和其中央办公室工作人员对一套居民可以信赖的有明确定义

的指标负责，例如(1)几个小时内解决的暖气和电梯故障；(2)根据投诉情况在一两

周内修复霉菌状况；(3)基于铅的油漆目视评估，每年进行临时控制和公寓检查。

NYCHA必须对各个部门进行重组，并实施一系列流程改革，以解决目前影响服务的

瓶颈问题。 

 政策和程序 

NYCHA 的技术服务团队经常带头设计业务流程的变更，以符合 HUD 协议。同时，几乎每

个 NYCHA 部门都在帮助确保业务流程更改在实践中取得成功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合规、

环境健康和安全以及法律部门在起草政策和程序以及提供建议以确保流程符合法律或其他

最佳实践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社区参与（Community Engagement）确保居民参与到这一

过程中，并且能够得知将会发生什么。信息技术定制软件以将业务流程中概述的步骤自动

化并实施追踪，人力资源和学习与发展确保员工得到雇用和培训，以遵守每个新的业务流

程。最后，运营部（Operations）必须实现新的业务流程。NYCHA 需要每个业务流程中涉

及的每个实体（从设计到实施）都能够协同工作。 

 灵活、反应迅速的行动 

如果锅炉或电梯发生故障，或者居民报告有害虫或霉菌，NYCHA必须能够迅速作出反应。

今天，NYCHA努力尝试在一天之内有效地安排工作顺序或在整个行政区部署工作人员来解

决问题。这项计划中描述的邻里模式（Neighborhood Model）旨在确保管理者能够不断关

注物业，对任何情况做出快速反应。将技术工人安置在社区层次可以确保员工就在附近，

并且可以作为一个团队快速有效地将工作从一个人排序到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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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我们自己 

今天，NYCHA努力确保供应商和员工在一致的基础上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从办公室员工到

物业经理，再到社区主管，最后是一个行政区副总裁或首席运营官，设计一个清晰的垂直

结构有助于确保运营中的多层问责。此外，NYCHA的每个中央办公室部门都必须为我们的

财产和居民服务。这些部门既应监测工作质量，又应支持运营部实现其目标。HUD 协议

中明确列出合规部、环境健康和安全部和质量保证部来实现这个功能。此外，新成立的垃

圾及害虫管理部（Waste and Pest Management Department）将设立一个监察科，而健康家

居部（Healthy Homes Department）也已成立相关单位以确保我们能及时有效地回应霉菌

投诉。 

 交付大型项目 

至少有两个原因使 NYCHA 难以交付大型项目。首先，有时还不清楚谁是运营部中大型项

目交付的负责人。中央办公室内的一个项目管理办公室将领导项目组合范围内的项目，行

政区办事处内的行政团队（Borough Administration Teams）将帮助在当地实施这些项目。

第二，转型计划的邻里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则是，NYCHA员工将继续专注于物业或社区层面

的日常运营。因此，为了交付大型项目，NYCHA通常需要雇佣供应商。更新采购流程以迅

速吸引高质量的供应商对 NYCHA 的成功至关重要。在建筑方面，NYCHA 需要一个单一的

渠道来反映一系列明确的优先事项，将我们的资本规划（Capital Planning）和房地产开发

（Real Estate Development）工作结合起来，为每一栋建筑制定一个计划。 

 清晰的数据驱动指标 

HUD 协议要求 NYCHA 根据一组明确定义的数据驱动指标来追踪自己。NYCHA 不断收集大

量数据，无论是 X 射线荧光测试（XRF）测试结果还是热中断报告。现在，NYCHA 必须专

注于用清晰的数据治理标准来分析这些数据。一旦分析完毕，运营部必须利用这些数据来

选择如何应对，以及在培训、招聘、人员配置和其他投资方面的工作重点。 

数据也将被整合到新的运营模式（Operating Model）和新的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中，以便让NYCHA的每一级都对我们在不足之处所做的改进负责。显示符合或

不符合这些指标的报告必须在每个管理管辖区上下流动。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将知道

NYCHA是否在整个住宅组合中合规。行政区副主席将知道适用的行政区是否符合规定。每

个社区主管（Neighborhood Director）都将知道该社区是否符合 HUD 协议的数据驱动指标。

如果有管理管辖权不能满足明确定义的数据驱动基准，他们将需要与其他部门的同事合作

设计一个计划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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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框] NYCHA 的使命和愿景 

为了使 NYCHA 能够应对现在和未来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关键的一步是将我们的所有工作

建立在能够反映我们目标和抱负的使命宣言和愿景声明的基础之上。作为转型计划过程的

一部分，我们让执行团队（Executive Team）和其他员工参与了一系列讨论，讨论如何构

建组织使命和我们对未来状态的集体愿景。由此产生的新使命和愿景声明证实了我们对纽

约市居民和第8节参与者的承诺，也证实了NYCHA将继续为纽约市的社区做出重要贡献。 

使命宣言  

NYCHA的使命是为纽约人提供可持续、包容和安全的优质住房，同时为经济流动创造机会。 

愿景声明  

NYCHA将在组织的各个层面（从物业员工到中心办公室员工）重新定位，以转变向居民提

供服务的方式。NYCHA还将扩大其人力资本议程，包括在教育、卫生、就业机会和社区网

络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社会投资。 

第3章. 治理结构 

HUD 协议的基本条件，加上即将实现的变革蓝图的范围和复杂性，突出表明加强机构治

理结构，并建立一个更加有效、负责和灵活的行政领导团队的需要。为此，转型计划建议

对 NYCHA 理事会和高层领导结构进行改革。 

NYCHA 理事会由七（7）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三（3）名居民成员，均由市长任命。市

长指定一名成员担任主席。这一结构在《纽约州公共住房法》（Public Housing Law, PHL）

第 402 节以及 NYCHA 的章程中有规定。 

根据 NYCHA 的章程，主席还担任 NYCHA 的首席执行官，并负责监督该机构的业务和事务。

如果主席不能履行职务，副主席将承担主席的职责。理事会成员的职责包括在定期会议上

对合同、决议、政策、动议、规章制度进行表决。 

纽约州公共住房法将主席定义为全职带薪职位，这在全国的房屋局中是独一无二的，在其

它地方理事会的职责通常只集中在政策和组织监督上。NYCHA历来由一名主席和一名总经

理负责监督，不过向这两人报告职能分配的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有所改变。这种两分

的做法模糊了政策制定和执行之间的区别，也不符合明确区分理事会和工作人员角色的需

要，以及需要强有力的、负责任的领导层来全面实施变革蓝图中详述的众多变革。 

在转型计划中其它变更发生的同时，NYCHA也将向纽约州公共住房法提出立法变更，并向

理事会提交一份决议以修订章程，建立以下的强化治理和领导结构（当前 NYCHA 组织结

构图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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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席和理事会  

NYCHA 治理结构的最重大变化是将理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角色分为两个职位，CEO 直

接向整个理事会报告。如前所述，这种分离在行业内很常见，将有助于加强问责制，更好

地区分角色和责任。通过纽约州公共住房法的变更，主席和所有 NYCHA 理事一样，将成

为由市长任命的兼职无薪职位。主席和理事会全体成员的职责将是制定政策并对本组织进

行监督。为了促进这一职责，NYCHA提议设立三个新的委员会，并加强理事会内现有的委

员会。拟议的委员会章程见附录 I，下文也作了简要说明。 

审计和财务委员会（Audit & Finance Committee）是唯一现存的委员会。它的任务是确保良

好的财务实践和政策，确保 NYCHA 财务报告的完整性，追踪财务业绩，与内部和外部审

计实体协调，并与 NYCHA 的财务部门密切合作。 

运营合规与资本委员会（Operations Compliance & Capital Committee）的任务是审查 NYCHA

的持续运营和资本运作，审查 NYCHA 的运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并总体追踪运营和

基本建设项目的绩效，并就长期住房组合规划提供建议。 

居民和社区事务委员会（Resident & Community Affairs Committee）将负责审查 NYCHA 居民

和社区事务。该委员会将有助于培养改善我们与居民合作关系的想法，并帮助解决住房组

合中的安全和安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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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委员会（Governance Committee）的任务是向理事会通报公司治理方面与公共部门有

关的现行最佳做法以及对 NYCHA 的适用性，并根据当前最佳做法向理事会成员培训和发

展提出建议。我们的目标是制定与 HUD 和行业最佳实践相一致的年度理事会成员培训。 

NYCHA 希望这些委员会在 2021 年第一季度正式成立。 

B. 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 

在新的架构下，首席执行官的职责将是执行理事会的政策方向、聘用和管理纽约市卫生局

的高级领导团队，并为组织提供有效的领导。为支持这一方法，首席执行官将领导一个完

整的“高管”（C-suite）行政领导结构，由四名直接下属的首席执行官负责监督以下所述的

重要组织职能。NYCHA的章程将被修改以反映这一结构，同时也提供了随时间变化的灵活

性。市长将任命首席执行官，但是如果在未来九年或协议期限（如果后者较短）有任何新

任命，都将需要市长、HUD 和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三方达成一致。 

C. 首席运营官（Chief Operating Officer, COO）  

首席运营官向首席执行官汇报工作，将承担现有总经理结构的很大一部分。首席运营官的

主要职责是监督所有参与实施下文所述新邻里运营模式的组织单位，包括物业管理和维护、

社区参与和合作伙伴关系、公共安全和行政区管理团队。根据 HUD 协议的要求，质量保

证部将继续向首席运营官报告，因为该部门目前向总经理报告。首席运营官的职能范围还

将包括 NYCHA 的租赁住房计划，以确保所有住房单元和补贴凭证都在同一行政管理之下。 

D. 首席资产与资本管理官（Chief Asset & Capital Management Officer, CACMO） 

这是 NYCHA 的一个新职位，将合并现有的房地产开发部（Real Estate Development 

Department）和基本建设项目司（Capital Projects Department）。这个新的职位将更好地

整合和协调该机构的两个与建筑有关的团队的现有工作。新团队将从一系列共同的优先事

项出发，通过战略性的、数据驱动的住房组合规划和具有成本效益的项目交付和管理，为

NYCHA 公寓提供全面的维修服务。该团队还将进行全面的邻里规划，以更好地与 NYCHA

新的物业管理邻里模式（Neighborhood Model for Property Management）保持一致，加强

我们的近邻社区和周边社区，并确定为 NYCHA 居民提供更好的健康、教育、娱乐和社会

服务设施的机会。该团队将通过建筑材料和施工方法的创新，整合技术以提高居民的生活

体验，改善建筑性能和管理，从而定位 NYCHA 未来的住房组合。 

这个新的部门将与住房保护信托基金（Housing Preservation Trust）密切合作，详情见下文

第 10 章。该基金将有少量工作人员，依靠这个新的部门来规划和监督广泛的建设工作。

NYCHA 的资本补贴将减少，因为更多的住宅区将转换为受稳定战略下的第 8 节和 PACT 的

管理。现有基本建设项目司的工作将同步转移，重点放在较小规模的资本置换上，并在新

的住房组合规划内工作，以确保每栋大楼都有一个计划。这个新部门还将与物业管理部门

密切合作，以保护我们的投资，并确保项目所有权的顺利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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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部将继续监督 PACT/RAD 交易，同时规划和处理住房保护信托基金。随着

NYCHA 从公共住房转变为第 8 节项目援助，资产管理的功能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包括执行

房地产交易的长期交割后要求和第 8 节住房补助金（Housing Assistance Payments, HAP）合

同的规定。 

E. 首席财务官（Chief Financial Officer, CFO） 

首席财务官负责 NYCHA 的所有预算、会计和财务规划以及风险管理职能，并向首席执行

官报告。其职责包括发展和维持适当的财务政策和程序以有效管理营运资金，并就理事会

决定所涉财务问题提供合理建议。首席财务官还将监督 NYCHA 向物业预算的过渡，为物

业经理提供对其住宅区的更多控制权。 

F. 首席行政官（Chief Administrative Officer, CAO） 

首席行政官向首席执行官汇报工作，监督行政职能，包括人力资源、信息技术、总务和供

应链管理。首席行政官在执行和支持行政区管理团队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这些团队是

NYCHA 新邻里模式的基本组成部分。 

G. 向首席执行官汇报的其他职能部门  

除监督四（4）名主管外，首席执行官还将直接管理通信、政府间事务、战略与创新、法

律等部门，并根据 HUD 协议的要求，管理合规以及环境健康和安全。 

第4章. NYCHA 的新运营模式  

15 年后，NYCHA 将成为美国第一个庆祝百年诞辰的住房机构。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到城市重建计划到今天，NYCHA 对纽约市的物质建设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

影响。每个时代都对 NYCHA 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期望--作为房东、物业经理和社会服务机

构。今天，该机构执行的一整套职能和活动远远超出了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

（Fiorello La Guardia）或主席兰登·波斯特（Langdon Post）在 1934 年的想象。为了建立

一个有效和现代化的组织来应对未来的挑战，我们必须首先确定纽约市房屋局在 2020 年

的义务、期望和责任。 

NYCHA的规模带来了独特的挑战。如果布鲁克林的住宅区是一个独立的公共住房管理机构，

它将成为全国第二大住房管理机构，仅次于 NYCHA 剩余管理地区。管理美国最大的公共

住房管理局--也是美国最大的多户家庭的房东和纽约市的物业管理公司--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数十年的资本投资延期和长期资金不足使这一任务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NYCHA需要

一个既能认识到这些挑战，又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其管理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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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CHA的转型涉及到改变运营结构和我们开展业务的方式。下面总结的邻里模式代表着在

物业和社区层面重塑组织结构的重要一步。要取得成功，它必须配合新设计的服务交付方

式并发展能够支持这些变化的服务文化。 

 邻里模式：关键原则 

NYCHA的规模给该组织带来了艰巨的挑战，可能会迫使个别员工陷入近乎不可能的境地。

目前的组织结构可能会加剧压力，因为它给前线工作人员带来了不必要的压力，而无法建

立可持续的流程或为复杂问题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15例如，一位区域资产经理目前负责

两个相距 22英里的地点——白天开车至少一个小时。我们怎么能一边坚持“关注一处房产”，

一边作出这种几乎不可能做到的安排呢？由 HUD 协议产生的行动计划也带来了新一波合

规要求，要求员工在没有相应增加资源的情况下做更多的工作。赋予 NYCHA 工作人员权

力意味着减轻这些不必要的负担，设计一个能够支持他们成功的组织，而不是惩罚他们未

能创造奇迹。 

NYCHA 的住宅区是在现有社区内建造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完全取代了现有社区。16 了解

NYCHA住宅区的周边社区环境对于改善服务质量和加强社区联系至关重要。许多住宅区都

是朝内建造的，作为自给自足的社区，将居民与周围环境和这座城市隔绝开来。一种新的

以物业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将用来支持我们的社区，开启对个人社区需求的新见解，并加强

NYCHA 住宅区与其周边社区之间的联系。 

                                                      
15 转型计划，物业管理研讨会，2020 年 2 月 19 日；毕马威，现状观察和成熟度评估，第 10, 408, 421, 457 页。 
16 彼得·马尔库塞（Peter Marcuse）：《纽约公共住房的开端》。城市历史杂志。1986 年；12(4)：353-390。 



2020 年 11 月 16 日——仅供讨论，不用于分发 

24 
 

这种模式最终将支持并影响该机构的每一个部门。随着住宅区被选择转换为 PACT 或住房

保护信托基金，我们将考虑对社区的影响，以确保我们正在创建一个更高效、更易于管理

的遗留住房组合。 

展望未来，NYCHA 将在四个地理（行政区）下组织物业管理──曼哈顿、布朗克斯、布

鲁克林和皇后区/斯塔滕岛。每个团队将由一名行政区副主席领导，并将监督和支持位于

其各自地理区域内的所有 NYCHA 住宅区，包括混合金融（Mixed Finance）和 NGO1 住宅

区，这些项目目前为有别于住房组合其他部分的功能住宅区。 

这四个行政区组织中的每一个都将被划分成社区组群-按照社区组群来划分住房组合符合

普遍的大规模物业管理做法，并将取代 NYCHA 目前分散且混乱的地区结构。例如，在现

有制度下，一名区域资产经理（Regional Asset Manager, RAM）负责监管下东区的 Rutgers 

Houses、斯塔滕岛的 Stapleton Houses 和卡纳西的 Bay View Houses。另一位负责监管南布

朗克斯的 Jackson Houses，以及韦斯特切斯特县线附近的 Edenwald Houses 和 Boston Secor。

在没有额外的、不必要的地理挑战的情况下，这些角色已经够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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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地理行政区将支持和促进在社区层面提供物业管理服务。我们将创建 30 个社区组合，

每个社区组合由 4,000 至 8,000 套住宅组成，由一名社区主管领导，赋予其更多决策权和

对有效提供服务所需资源的控制权，确保个人物业层面的合规。新组

成的住房组合比目前的 RAM 住房组合要紧凑得多，也更符合当下背

景。例如， Brownsville 的社区主管将监督布鲁克林 Rockaway Avenue 和

Van Sinderen Avenue 之间的九个住宅区。Alphabet City-LES 的社区主管

将监督 FDR 附近的三个大型住宅区，以及 B 大道和 C 大道两旁的五个较

小的住宅区。 

围绕纽约市的社区划分 NYCHA 的住房组合，将有助于社区主管了解他

们各自社区和住宅区的独特需求和挑战。NYCHA 需要更多的监管者来

“关注住宅楼”，他们的住房组合的地点相对较近，这将使每位主管可以

在每个住宅区上花费的时间比目前 RAM 结构要多得多。 

社区主管将在转型计划中发挥关键作用，是 NYCHA 新的管理和服务交

付方式的核心。他们必须成为社区住房组合的管家，沉浸在居民的日

常节奏中，充分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挑战。他们必须深入了解自己的地

盘，形成对自己住宅区重点要务的看法，并在适当的时候将这些重点

要务传达给行政区和中央办公室。 

该社区将成为与中心办公室互动的主要节点——每个社区都将得到以前中央办公室职员

（包括人力资源部、供应管理和财务部）的支持，最终目标是提供快速、响应的服务，以

支持物业级别的运营。 

作为这一模式的一部分，我们还将评估每个“合并后”的住宅区--那些没有现场物业管理办

公室、由另一个地点的员工管理的项目。大多数合并后的物业都是规模较小、往往分散的

住宅区，不过也包括一些较大的站点。在分散覆盖的情况下，这些住宅区并不总能获得对

他们的具体需求和挑战给予足够的关注。一旦邻里模式投入使用，所有合并的住宅区都将

在必要时进行评估，以确定是否有可能进行重新配置或新建物业管理办公室。我们将优先

考虑距离其当前管理办公室半英里或更远的较大站点，这些站点的工作负荷可以承载全部

或部分员工。 

 行政区行政团队 

四个地理区域组织中的每一个都将由一个代表基本中央办公室支持职能（人力资源、信息

技术、采购和财务等）的工作人员团队提供支持。这是一个新的结构，旨在打破物业员工

和中央办公室员工之间存在的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必要的服务交付支持职能更接近物业层

面，并应对了站点员工经常抱怨他们正在等待“市中心”回应的声音。 

行政区行政主任直接向行政区副主席汇报，负责组织所有中央办公室的支持职能，以改善

对社区和物业层面的服务。虽然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将被安排在每个行政区办事处内，但他

们将继续向各自的中央办事处主任汇报工作。这将有助于确保在所有行政区一致地实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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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例如，布鲁克林行政区办公室将被指派一名人力资源专员，负责提供有关职位空缺、

招聘、入职和其他人事行动的信息和行动。鉴于行政部门名单在全市和机构范围内的使用，

这位专员与其他行政区以及中央办公室 HR 部门进行协调将是很重要的。 

设在行政区的协调员将通过他们的职能部门向他们在中央办公室的主任汇报工作。这将有

利于更好的发展和职业道路，更加规范的评价，激励职能部门更加注重经营成果。我们将

使用绩效管理工具，确保每一支社区团队的表现达到既定标准。 

 收租 

NYCHA 和许多房东一样，由于 COVID-19 疫情，面临着租金收入的巨大损失。2020 年 1 月

至 9 月期间收取的租户租金总额仅为 7.51 亿美元，而 2019 年 1 月至 9 月的租金总额为

8.04 亿美元。由于疫情，NYCHA 的累计租金收入下降了 4%。州长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发

布 202.8 号行政命令，宣布 90 天内不得强制执行任何驱逐住宅或商业租户的行动。纽约

法院将这一禁令延长至 10 月 1 日。国会在 3 月份通过了《冠状病毒援助、救济、经济保

障法案》（CARES），禁止在 2020 年 8 月 24 日之前因未支付租金而驱逐租户。所有三项

驱逐禁令现在都已到期。此外，纽约立法机构在 6 月份通过了《租户安全港法案》

（Tenant Safe Harbor Act），禁止在 COVID-19 紧急事件期间驱逐因经济困难而未支付租金

的租户。这一禁令将无限期持续，只有在所有与 COVID-19 有关的商业和集会限制到期后

才会失效。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最近也

发布了指导意见，禁止因未支付租金而驱逐收入大幅损失的租户。疾控中心的禁令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到期。NYCHA 将继续审查所有有关驱逐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但我

们预计租金收入的大幅下降将持续到 2021 年。 

然而，在 COVID-19 之前，拖欠房租的家庭数量多年来已经在增加。拖欠租金的家庭被定

义为欠款大于零的家庭。从 2019 年 9 月到 2020 年 9 月，拖欠租金的家庭数量增加了 20%

（7,342 户），从 2019 年 9 月的 36,663 户增加到 2020 年 9 月的 44,005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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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拖欠租金家庭总数 

 

累计收租率跟踪 NYCHA 应该收取的金额与实际现金收入，这是 HUD 衡量我们表现的方式。

NYCHA 过去的数据在滚动的基础上远远高于 90%。然而，从 2019 年 8 月开始，NYCHA 的

12 个月收租率降至 90%以下，而且一直在逐月下降。2020 年 2 月累计收租率为 88%，到

2020 年 9 月已降至 84%。收租确实遵循季节性趋势；然而，去年同期（2019 年 9 月），

累计收租率为 89%。NYCHA 预计，到年底，租金收入将损失 6,700 万美元。 

以下是截至 2020 年 1 月的报告，显示了前一年的滚动 12 个月平均值和当下 2020 年 9 月

的报告。 

累计收租率（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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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收租率（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9 月） 

 

 

NYCHA 至少在 15 年前或更久以前就不再在管理办公室收取款项，而是搬到一个中央地点

（银行）邮寄租金。这一变化的一个主要考虑因素是居民和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以及如

何将租金储存在办公室中。NYCHA 现在为居民提供 8 种不同的房租支付方式：  

 

NYCHA认为，现有的收租方式已经绰绰有余。如果居民不付房租，不是因为没有选择，而

是因为缺乏经济来源或其他问题。为了解决拖欠问题，NYCHA一直在探索各种应对措施，

包括组织一个长期拖欠租金问题工作小组（Chronic Rent Delinquency Working Group）。

PHTA 正在研究一项关于解决/收取因 COVID-19 积累的租金欠款的提案，该提案加强和改

进了我们目前的还款协议政策，将家庭按收入水平分类（以帮助确定优先顺序和确定最佳

方法），并探索修改其他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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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操作——工单改革 

熟练技工在 NYCHA 住宅区的运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员工处理一系列直接影

响居民生活质量的任务，例如处理管道和电力紧急情况，响应数千种不同的建筑和公寓服

务需求，以及执行许多其他关键工作项目。因此，在建筑物日益破损/老化和工作规则复

杂的情况下，改进制度以确保有效和高效地部署与追踪熟练技工，是转型计划的一个关键

要素。 

在实施转型计划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从居民和工作人员那里听说，将技术熟练的工人搬到

离物业更近的地方，将大大提高 NYCHA 高效提供维护服务的能力。这一转变将使 NYCHA

更接近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中期采用的结构。在过去的 20 年里，预算限制和成本削

减压力导致该机构减少了近 3000 名员工-包括许多熟练的员工-迫使该机构转向更集中的模

式。随着我们回归分散管理的模式，我们将需要额外的工作人员来覆盖范围。 

为了支持邻里模式，我们正在皇后区西部社区开始一项试点计划，以测试一种分配和部

署熟练技工工作的新方法。需求最高的工种-包括油漆工、木匠和水管工-将转移到单个住

宅区，在那里他们将受到社区管理人和规划师的监督和调度。需求较高的工种将转移到社

区层面，在那里将由 2-4 个住宅区共享。将熟练技工下放给位于各个地点的团队的好处是

多方面的。有了现场团队的持续存在，居民和员工可以形成促进问责的关系。随着时间的

推移，工作人员对他们所服务的建筑和系统所面临的独特问题有了专门的了解，使他们能

够提供更好的服务。在需要对多个熟练技工进行排序的复杂工单情况下，团队成员可以更

轻松地进行沟通以解决问题和安排工作。最后，员工无需花费大量工作时间往返于不同地

点之间，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NYCHA 之前曾试图下放熟练技工，但都以失败告终。认识到这一点，当 NYCHA 在 2019 年

底与一家名为 Carpedia 的工单绩效改善专家合作时，它采用了参与式设计方法。与自上而

下的设计和实施方法不同，参与式设计已经成为该机构的标志，即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

设计过程，以确保结果符合他们的需求。最初的几个月，居民讨论了从他们的角度对工单

流程问题的意见。然后，由行政区的住宅区工作人员组成的员工焦点小组根据现场情况绘

制工单流程，其中很少有流程是跨行政区标准化的。通过这一过程，Carpedia 确定了五个

有待改进的领域：1)管理绩效，2)分配人员，3)工作范围，4)分配任务，5)管理用品。有

关建议的完整清单，请参阅附录 B。 

Carpedia 还对 NYCHA 积压的工作订单进行了数据分析，以确定额外的资源需求，并建议

之前的试点计划从 10 月 1 日持续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此期间，员工将参与完善流

程。试点评估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如果试点提供了预期的结果，到 2021

年底，整个 NYCHA 住房组合将进行同样的变革。还计划在整个住房组合范围内，为试点

项目更改流程，包括将 Kronos 员工的工作时间与 Maximo 工作时间相对应，以及使用“基

于工作的方法”。基于工作的方法允许更高的透明度，从居民最初拨来的电话到住宅中所

有工作的完成进行全面跟踪，并安排所有需要的工种，以在第一次访问公寓时完成服务请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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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熟练技工试点推广到所有的住宅区，NYCHA将探索在社区层面增加一名维修监工，类

似于房屋局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所扮演的角色。从历史上看，NYCHA 的运营分

为两个轨道-管理轨道，负责监督物业经理和住房助理执行行政任务，以及维护轨道，负

责监督技工和维修工人进行维修。如今，这两条线路杂糅在一起，作为维护轨道的一部分，

住宅楼管理员向管理轨道的物业经理汇报工作。虽然目前的区域资产经理可以来自这两个

轨道，但绝大多数来自管理层。随着社区层面的维护工作越来越多，可能需要一位知识渊

博的维护代表来协助社区主管，他可以监督维护人员的分配，并为住宅区维修人员提供专

业的技术建议。 

 可变工作时间表（Alternative Work Schedules, AWS） 

为支持邻里模式和不断努力升级物业条件，NYCHA正专注于建立更灵活、反应更灵敏的保

洁员和维护人员工作时间表，认识到了每个物业的情况在正常营业时间以外和周末可能会

发生巨大变化。 

作为这一过程的第一步，NYCHA延长了保洁员的服务时间。保洁员负责地面和走廊的清理

以及其他清洁工作。由于 NYCHA 和 Local 237（代表 NYCHA 住宅区工作人员的工会）在

2018 年底达成了一项协议，建筑服务工人现在被安排实行可变工作时间表（Alternative 

Work Schedules, AWS），该时间表包括每周四个 10.5 小时的工作时间——与 NYCHA 物业

传统的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 至下午 4:30 的时间表相比，有所改变。这些时间表于 2019 年

4 月在选定的住宅区中首次引入，在所有住宅区的实施于 2020 年 2 月完成。从那时起，

大约 75%的建筑服务工人被分配到了另一种工时模式。 

AWS 的预期目的有两个。首先，通过在一周内重新分配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并延长工作

人员在现场的时间，项目设计者的目标是提高对居民担忧问题的响应能力，特别是那些与

垃圾有关的问题。根据 AWS 的规定，住宅区工作人员在一周中的任何一天工作时间的比

例从 92.5%（周一，用于处理周末产生的碎片）到周五的 62.5%，以及周六和周日的 30%

不等。然而，尽管最初被认为是增加周末值勤的一种方式，但这一变化实际上导致了周末

员工人数的减少。按照传统的时间表，100%的保洁员从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 8

点到下午 4 点半，周六和周日每天工作 5 个小时的公式是“1/3+1”。在 AWS 时间表中，每

天在现场的保洁员越来越少，只有 30%的保洁员在周六和周日工作 10 个小时。对于 30 名

保洁员来说，周末现场保洁员的数量实际上减少了两名（从 11 名减少到 9 名）。 

其次，该计划旨在降低住宅区工作人员的加班成本。此前，周末的所有工作，无论是计划

内的还是计划外的，都会获得员工正常工资的 1.5 倍的补偿——这与工作日加班的薪酬相

同。相反，根据 AWS，员工周末工作的工资是正常工资的 1.2 倍，所有其他加班工资是他

们工资的 1.5 倍。然而，AWS 非但没有降低成本，反而增加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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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AWS 倡议一开始，我们就从许多居民和员工那里听说，该计划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奏

效。17 2020 年 6 月，作为这一转型计划的一部分，NYCHA 聘请了 Public Policy Lab（一家

非营利性政府创新顾问公司）来评估保洁人员 AWS 项目并向其提出建议。18该顾问选择了

三个物业管理站点，跟踪员工并进行了访谈。为了评估全市居民和员工对 AWS 及其预期

利益的看法，NYCHA 还向 NYCHA 居民和员工分发了一份调查。大约 90%的员工和 68%的

居民回答了相关的调查问题，他们表示，AWS 在实施后的一年里没有让他们的住宅区受

益。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受访者的工作年限和居住年限上大体上是一致的。 

由于他们的跟踪工作和采访了几个住宅区的员工，以及全市调查的结果，公共政策实验室

发现，AWS 没有通过要求其衡量的所有方面（责任、培训、工作效率、士气、安全和员

工关系）。他们提出了建议，供 NYCHA 考虑，即大多数保洁员的 AWS 应被移除，其余的

AWS 应大幅修改，原因如下： 

o 需要大幅增加观察人员（最高可达 55%），才能在当前 AWS 计划下的延长工作时

间内提供足够的覆盖范围。19 20 

o 除了周一，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来完成缩减后的每周计划中的必要任务。 

o 流动员工的好处是有限的，因为主管报告说，在需要的时候派遣缺乏经验

（而且有点不负责任）的流动员工去现场是没有帮助的。 

• 即使员工增加到必要的水平，AWS 也无法实现预期效果。 

o 延迟晚间下班被发现是徒劳无益的。尽管官方政策规定，员工可以在晚间在

整个住宅区中结对工作，但出于安全考虑，管理员只能在管理办公室附近工

作，而不能在大楼内工作。 

o 正如 Public Policy Lab 所写的那样，AWS“削弱了员工之间的友情和信任。”保

洁员过去按照传统的作息时间一起工作，但现在他们发现他们的工作是相反

的；这导致一些员工没有对自己的工作负责，给第二天的保洁员留下了额外

的工作。按照 AWS 的时间表工作增加了保洁员个人生活的压力。一些保洁

员对工作时间过长和早起表示失望，因为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家庭生活。 

因此，研究表明，为保洁员提供 AWS 不仅在财务上是不可行的，而且即使能够获得全额

资金，它也无法实现预期效果。公共政策实验室建议将以建筑物为基础的保洁员（保洁员

J）改回传统的日程安排，而以任务为基础的保洁员（保洁员 G 和 X）则安排每天上午 7:00

至下午 3:30，每隔一个周末轮流。NYCHA 正在考虑这些建议；然而，HR 部门表示担心，

考虑到更喜欢传统的日程安排，保洁员 X 和 G 会选择自我降级为保洁员 J。如果周末工作

是可选的，而不是强制性的，因为周末的宗教、育儿或其他冲突，员工可能更喜欢稍微低

一点的基本工资。因此，NYCHA目前仍在审查基于这些建议的试点项目。将保洁员转移到

                                                      
17 转型计划，居民协会早餐会，2020 年 2 月 12 日；物业管理研讨会 I 和 II。 
18 毕马威路线图，第 46 页；毕马威，现状观察和成熟度评估，第 62 页。 
19 考虑到边际费率徘徊在 80%，值得注意的是，加班费比雇佣新员工更具成本效益。 
20 虽然仍可能需要大量增加员工，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系在 COVID-19 期间观察员工数量，这一百分比可

能会被夸大。COVID-19 期间是缺勤人数高于平均水平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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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时间表将需要大量投资。考虑到传统保洁员工作时间表的明显好处，NYCHA现在必须

权衡改变保洁员 AWS 的好处，而不是取消保洁员的 AWS。 

最终的发现是，保洁员 AWS 对于员工和居民来说都是一项昂贵而繁重的工作；然而，顾

问的另一项观察是，居民和员工都报告说，AWS 更适合维修人员。NYCHA 已经在努力扩

大 AWS 的覆盖范围，计划于 2021 年 1 月开始。维修人员 AWS 倡议将允许上班的居民能

够在晚上和周末安排住宅内的预约。维修人员 AWS 倡议和保洁员 AWS 倡议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与保洁员 AWS 不同的是，这里没有清晨轮班。此外，与周末 20%的差额不同，周

六工作的员工将有 25%的差额。周日上班的员工将获得 50%的标准加班费。与保洁员 AWS

类似，AWS 计划中的维修人员在自愿报名 AWS 轮班时将获得 1500 美元的一次性奖金。 

除了传统的上午 8:00 到下午 4:30 的日程安排外，维修人员 AWS 计划 I 将包括每月两个周

末，每周工作四天，从上午 8:00 开始，下午 6:30 结束。AWS 计划 II 还将包括每月两个周

末，每周工作四天，计划从上午 8:30 开始，下午 7 点结束。最后，AWS 计划 III 将包括每

三周只有一天周末工作，每周工作四天，从上午 8:00 开始，下午 6:30 结束。时间表 I 和 II

将约占维修人员分配的 68%，而传统时间表将占 16%。AWS 计划 III 也将占 16%。地点和

轮班首选项选择将从 2020 年 11 月 2 日开始，至 2020 年 11 月 27 日结束。计划增加 56 名

维修人员，或者说每 2.5 个住宅区大约增加一名员工。此外，紧急情况服务部

（Emergency Services Department, ESD）亦会增派两名紧急服务助理。顾问公司的另一项

建议，即加强监管的计划，目前正在研究中。 

 物业经理和物业预算制定 

NYCHA物业经理是每个住宅区的负责人，负责监督由住房助理、文书助理和秘书组成的团

队，以确保站点的持续运营。物业经理还负责监督住宅楼管理员，其负责管理现场的所有

维修活动。转型计划邻里模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为 NYCHA 物业经理提供有效管理其场地

所需的工具和资源，并使他们能够根据居民和物业的最佳利益做出实时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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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办公室的结构很重要，因为这是为 NYCHA 居民提供服务的一个关键点。改善服

务质量的一个关键是赋予物业经理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对自己管辖的住宅区拥有更多自

主权。 

“自主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物业预算的合理参与和控制。NYCHA 正在加强以物业为

基础的预算流程，以更好地培训和授权物业经理制定和管理其物业预算。目前的流程要求

物业经理向行政区办事处提交资金申请，运营领导层只考虑行政区批准的申请，以便最终

纳入预算。 

NYCHA 聘请 BDO PHA Finance 提供咨询服务，并协助 NYCHA 执行 HUD 的资产管理要求。

为此，在 2020 年和 2021 年期间，物业经理将接受基本和高级预算概念、总账账户结构、

财务报告工具的有效使用以及 HUD 资产管理概念的培训。从制定 2021 年预算和五年运营

计划开始，物业经理将在制定各自物业的预算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地说，物业经理

将直接向运营领导提交住宅区管理合同、物资、设备和其他除个人服务外（Other Than 

Personal Services, OTPS）资金的申请，以供考虑。这种新的“自下而上”的方法将使 NYCHA

能够更严格地遵守 HUD 的资产管理要求（24 CFR 990），对物业预算实施更多的地方控制，

最重要的是，确保 NYCHA 居民得到更好的服务。 

NYCHA将采用分阶段的方法，将物业管理人员纳入预算过程，并过渡为物业提供服务的其

他部门（例如熟练技工），将其纳入物业预算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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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进度和目标 

在最初阶段，物业经理将开始采取更多的“自主权”方式来管理每一处物业。物业经理现在

将被纳入特定预算责任小组（Budget Responsibility Group, BRG）的线下维修材料和合同项

目，为其提供预算金额。BRG 线下项目将有一个总预算，但物业经理的主要责任，将是与

预算部门一起协助编制 BRG 线下项目内的预算金额。NYCHA 已经就新的预算流程和技术

要求对所有物业经理进行了培训。我们调查了参加初始培训课程的物业经理和员工，发现： 

• 6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非常了解自己的总账账户结构 

• 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非常了解自己的可自由支配账户 

• 8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知道自己的预算联络人是谁 

• 67%的人报告说，FPAD 的培训很容易进行 

• 7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有输入预算申请所需的信息 

所有物业经理都按照要求在 10 月中旬的最后期限前在 FPAD 数据库中提交了他们的 2021

年预算申请。为此，预算联络处（Budget Liaisons）数据库技术和请求内容方面为每位物

业经理提供了 1：1 的支持。培训结束后，预算联络处主动联系了每一位物业经理，安排

了一次后续会议。预算联络处至少与每个物业经理会面一次，但往往需要多次会面，以克

服物业经理对数据库的不熟悉，并协助他们拟定预算申请。 

NYCHA还打算在区域而不是该行政区部署熟练技工，以增加对特定工单活动的响应时间。

建议在 2021 财年期间完成的长期目标是，完成位于社区或物业级别的熟练技工的建模，

这与上面讨论的试点项目保持一致。这将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资源用于人员配备，以及是

否有足够的工作订单来维持该物业的全职熟练技工。预计的好处包括更快的订单响应时间

和更高的成本效益。这是典型的资产管理需求。熟练技工的建模可能包括几种变化方式，

关于如何部署熟练技工以及家庭、老年人和各种类型的住宅。 

第二阶段目标 

NYCHA 将在 2021 财年继续扩大资产管理模式，为 2022 财年预算年度做准备。这将包括为

物业管理人员提供有关物业运营的额外培训，并了解基于物业的预算和财务报表。此外，

NYCHA将审查目前的成本分配方法，并制定一项实施计划，以提高按服务收费的费用。成

本分摊允许机构在合理的基础上分配间接成本。服务费被用来代替成本分摊计划或收回间

接成本，这是根据 24 CFR 990 第 H 分部的某些活动所要求的。 

 替代管理方案 

NYCHA的一些规模较小的住宅区目前由私人物业管理公司管理。在新的邻里模式下，这些

公司将继续按照合同条款管理这些住宅区，但将向负责该地区的社区主管报告，社区主管

将监督和升级这些站点的问题。NYCHA将继续探索私人物业管理的机会，因为它提供了方

法来减轻我们的规模所带来的挑战。我们会评估策略性物业或物业集群，以寻求私人管理

的机会。任何新的私人管理合同都将要求公司向各自的社区主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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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HUD 的 24 CFR § 964.225 (b)，所有住房机构“应充分认真地考虑寻求与 HA 签订管理合

同的居民管理公司。”居民应在解决当地物业管理和生活质量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NYCHA 将向寻求组建居民管理公司（Resident Management Corporations, RMC）的居民代

表寻求支持。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HUD 规定允许使用 RMCs。从历史上看，RMCs 在实

施该方法的城市中没有表现出希望。但是，RMCs 站点的物业条件通常是有问题的，而且

由于维修不善，任何物业经理都很难维护这些单元。不管 RMCs 的过去历史如何，NYCHA

都会将此模式作为物业管理结构中的一种选择，用于已通过住房保护信托基金进行了改

造、注资并过渡到第 8 节平台的物业。21 为了支持寻求替代方案的居民，并认识到 RMCs

在创造赋予居民权力和就业机会方面的潜力，NYCHA将继续对所有出现的居民管理公司给

予适当考虑。 

 劳资谈判  

NYCHA 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是工会工人，只有约 3.5%的员工被称为管理人员。近 70%的劳

动力隶属于国际卡车司机协会（Citywide & HA Unique），其他约 12%的劳动力的职称为各

种 DC37。2020 年 6 月，为实现工作规则和其他节约生产力，NYCHA 聘请了一家劳工管理

公司 Littler Mendelson 来评估重新协商集体谈判协议的机会。对话仍在进行中，但由于纽

约市正在进行有关可能裁员的对话，形势变得十分复杂。NYCHA 认识到，HUD 可以根据

HUD 协议的 64(b)这一小节废除工会的合同。NYCHA 将继续与工会领导进行协商和讨论，

并做出合理的努力以实现优先事项的变更，例如允许更广泛职责的新职称结构，晚上和周

末的额外轮班工作制度以及其他工作规则变更。 

 公共住房租赁管理 

2020 年初，NYCHA 成立了公共住房租赁管理部（Public Housing Tenancy Administration, 

PHTA），该办公室将以前从事申请和租赁管理工作的团队合并在一起。PHTA 对公共住房

候补名单的管理和应用提供战略指导和监督；实施项目政策；监督租赁执行活动；并管理

关键倡议的实施，以改善服务交付和 NYCHA 作为房东的效力。 

为了支持新的邻里模式，PHTA 正在努力改进各种政策和流程，以改善居民体验并减轻物

业管理级别的行政负担。 

PHTA 下属的三个部门是： 

申请和租赁管理部（Applications and Tenancy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ATAD）负责管理

公共住房的候补名单以及申请和转让活动。其中包括： 

• 维护和管理租赁选择和分配计划 

• 确定申请人的资格；筛选申请人和新家庭成员 

• 处理公共住房转让 

• 监控空置率和公寓的入住迁出记录，确保及时流动 

                                                      
21 尽管第 8 节法律条款并没有强制要求寻找 RMCs，但 NYCHA  



2020 年 11 月 16 日——仅供讨论，不用于分发 

36 
 

 

管理服务部门（Management Services Department），通过监督租赁执行活动来支持物业

管理，并专注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该部门有几个职能领域： 

租赁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Tenancy Administration, OTA）——根据 Escalera & Tyson/Randolph

同意判决书成立了 OTA。OTA 会密切审查退租和申诉案件，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协助解决可

解决的违规案件，并确保所有必须移交给法律部的案件都要提交支持文件。OTA 还监控所

有的理事会退租案件的法律诉讼状态。 
 

公共住房合理住宿协调员（Public Housing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s Coordinator, PHRAC）

——PHRAC 审查未经物业管理部门批准的合理住宿请求。PHRAC 会获取做出确定所需的任

何其他信息。PHRAC 通过跨部门流程来确定是否应批准该住宿请求，并将其决定通知物业

管理，以及如何实施该住宿请求（如果适用）。 
 

公共住房租赁政策小组（Public Housing Tenancy Policy Unit, PHTPU）——PHTPU 作为租赁政

策的主题专家，涉及房屋占用、租金计算、租金收取以及退租和申诉，并致力于实施新政

策。团队还通过采用最佳实践和应用技术解决方案，致力于现代化和简化现有的政策和流

程。 
 

公共住房租赁运营部（Public Housing Tenancy Operations Department），由以下三个部门

组成：  

房屋法院分庭（Housing Court Unit, HCU）——HCU 是一个试点项目，旨在减轻物业管理的

行政负担，集中进行法庭案件准备以及出庭布鲁克林、皇后区和斯塔顿岛内房东和租户法

院的诉讼程序。我们将对此分庭进行扩展以直接与法律部合作，并将这些职能与“邻里模

式”保持一致。此变更将有助于改善租金收取，确保一致执行与租赁相关的政策和程序，

并减少出庭人数。 
 

低收入住房税收抵免（Low 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 LIHTC）部门——LIHTC 部门负责监控

NYCHA 对 LIHTC 项目的遵守情况。该部门为 LLC1 住房组合提供监督和支持服务。该部门

就各种任务向员工提供指导，例如单元租金和年度重新认证，以确保遵守 LIHTC 政策。该

部门还充当投资者与 NYCHA 的合作伙伴 HDC 之间的联络人，以应对 LIHTC 的报告要求，

并与各种审计的协调员合作。 
 

RAD/PACT 改建单元（RAD/PACT Conversion Unit）——该部门通过与房地产开发部、运营/

物业管理部和房屋租赁部的合作，协调物业管理活动以确保成功改建，同时，联络纽约市

各部门，以完成所有与交接相关的任务。 
 

年度重新认证——NYCHA 的年度重新认证（年度审查）程序由每个物业管理办公室的住房

助理执行；但是，大部分流程和政策都是在 PHTA 办公室内制定的。NYCHA 在 2017 年实

施了新的在线重新认证流程。从那以后，居民和员工对该系统提出了许多投诉。居民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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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都发现该系统难以操作，经常导致租金计算错误。此外，流程的困难导致 NYCHA 处理

的延迟，导致该组织不符合 HUD 要求，无法满足每月 95%的 PIC 提交率。 

2020 年 1 月，NYCHA 与市长经济机会办公室（Mayor’s 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的

服务设计工作室（Service Design Studio, SDS）共同发起了一个项目。SDS 的工作范围集中

在居民和员工如何在此过程中取得双赢。该研究调查集中在两个关键问题上： 

1. 我们如何确定居民对房租重新认证程序的担忧，以简化流程并创建资源以减轻负担

和促进居民及时续租？ 

2. 我们如何为住房助理提供必要的支持、工具和范例，以更好地指导居民进行房租重

新认证并有效达到本机构每月 95%的 PIC 提交率？ 

SDS 的参与产生了一些建议，着重于改善住房助理、居民和双方使用的技术的流程。有关

建议的完整列表，请参阅附录 B。针对住房助理的建议侧重于建立中央办公室与住宅区站

点之间的凝聚力，促进学习发展和问责制，重新调整角色目标，并相应调整工作量。

NYCHA 将优先考虑减少住房助理的总体工作量，包括： 

1. 通过实施与《通过现代化提供住房机会法案》（Housing Opportunities Through 

Modernization Act, HOTMA）相关的政策变更，减少年度审查的频率；和 

2. 扩大房屋法院分庭试点范围。该试点项目于 2019 年 3 月在布鲁克林、皇后区和斯

塔顿岛的各个行政区推出，共有 15 名住房助理。国王和皇后县法院、雷德胡克和

斯塔顿岛社区司法中心的所有职能以及相关的后勤职能都由该分庭处理。为了支持

房东和租户法院计划，我们计划扩展房屋法院分庭，使其与邻里模式保持一致，以

简化与所有五个行政区中房屋法院诉讼相关的流程。 

我们还认识到，住房助理的角色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因为工作人员经常被迫逾越房东管

理的核心职能，以帮助居民应对租赁的各个方面。员工常常觉得自己是在以“社会工作者”

的身份行事。需要与住房助理进行新的讨论，设计角色以更好地服务于这两项职能。为了

提高整个住宅区的绩效，物业经理必须参与其中以共享最佳实践并应对挑战。促进跨住宅

区学习可以使站点之间的联系正式化，并提高政策解释和实施的凝聚力。 

改善居民体验的建议包括通过增加可用性和透明度来培养自给自足的过程。参与 SDS 调查

的居民认为，由于这一过程不熟悉、不公平且繁琐，他们感到“一团糟”。NYCHA 的优先事

项是，通过包含讲解常用定义的信息、解释如何使用信息以及关于明确指示居民可以在何

处进行提问，清楚地向居民传达租金计算过程。NYCHA将简化所需的文件数量并改善沟通

以减少不必要的报警，从而减轻年度重新认证的负担。此外，我们认识到住房助理和居民

有时需要额外的支持，因此 NYCHA 打算在现有的社区合作伙伴网络的基础上，确保所有

住宅区站点都知道何时、如何以及谁加入了推荐网络。我们还认识到，有些居民仍然需要

使用个人设备或安全可靠的公共设备。NYCHA将对信息亭进行改进，以确保居民的隐私，

增加数字货车（Digital Vans）的访问和可用性，并与外部合作伙伴合作，为居民创建更多

的接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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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组建议集中于用于年度审查的电子门户。根据最初的研究结果，NYCHA 授权与 SDS

协作开展工作，以开始改进电子门户的设计过程。NYCHA 的信息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团队一直与 SDS 和 PHTA 团队合作，以简化电子门户点击体验。我们预计

设计工作将持续到 2020 年 12 月，然后在 2021 年 2 月开始对居民和员工进行用户测试。

当务之急是在 2021 年 3 月启动新的电子门户屏幕，以配合季度重新认证。 

 技术服务团队 

为了遵守 HUD 协议，我们一直在围绕核心组织原则进行积极重组——NYCHA 必须全神贯

注于解决故障，并在六个核心支柱领域中的五个领域提供即时监督和流程改进，包括(1)

铅、(2)霉菌和紧急泄漏、(3)害虫和废物管理、(4)电梯和(5)供暖。 

由于转型计划将某些职能下放到了物业或社区一级，因此，NYCHA必须同时建立明确的问

责制和监督结构。为此，我们建立了集中的团队，可以确保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善核心的合

规性相关服务的交付。现在，每个核心支柱领域都有集中的单位或部门，这些单位或部门

是实施 HUD 协议文本中所规定的行动计划和其他义务的运行点。为了打破各自为政的局

面，这些部门得到了“支柱团队”的支持，其中包括来自中央办公室部门的代表，这些代表

对执行每个行动至关重要。这些部门和其他运营结构在这些支柱领域内的工作，由环境健

康和安全部以及合规部内的专项小组进行审查和监督，这将在第 7 章中进一步讨论。 

 

每个部门所需的核心职能和能力将与 HUD 协议的组织原则保持一致：  

1. 大型项目：每个单位内部的合同管理员和项目管理人员将通过采购供应商或在业

务结构内工作来管理大型项目的实施。从门清扫器到屋顶通风机再到两年一次的风

险评估，这些单位必须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整个住房组合的项目。我们在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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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采购过程中发现的一个痛点是，运营部很难为许多合同编写范围。所有的范

围编写职能，包括以前在技术服务部（Tech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工作的团队，

都将移交给基本建设项目司的设计部门（Capital Projects Division, CPD）。CPD 目前

拥有架构师和工程人员，他们能够处理运营部的范围编写职能。 

2. 数据分析：每个部门都聘请了数据分析师和绩效管理专业人员来直接与绩效跟踪

和分析部（Performance Tracking and Analytics Department）合作。使用工单、XRF

和其他数据，每个部门必须能够使用分析学来决定应在该部门内部还是在垂直运营

结构内部部署员工。这些部门与战略与创新部门合作，还将分发“异常情况列表”，

以显示每个管理辖区是否正在履行 HUD 协议的数据驱动义务。 

3. 政策专业知识：每个部门都聘请了技术顾问，并与外部专家合作，以确保 NYCHA

重新编写和迭代新的政策和程序，以使其与最佳实践以及地方、州和联邦法规保持

一致。每个部门还必须确认新的业务流程在运营时可用。项目经理直接与信息技术

部门合作，确保 NYCHA 系统的建立符合流程中的每一个新步骤。 

4. 熟练技工：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员工或具有技术专长的供应商，可以将其部署到

房屋住宅区中，以进行需要更专业技能的工作。例如，运营分析与合同管理部

（Operational Analysis & Contract Management）拥有一支由专业油漆工组成的团队，

负责解决使用含铅油漆成分导致的住宅中出现的问题。由于电梯和供暖系统中的工

作需要技术专业知识，因此电梯服务和维修部（ Elevator Service and Repair 

Department）以及供暖管理服务部门集中管理这些人员和职能。霉菌评估和修复办

公室（Office of Mold Assessment and Remediation）与能够处理复杂霉菌案例的专业

供应商签订合同。害虫防治部门拥有一支专门研究灭鼠方法的灭虫团队，废物管理

（Waste Management）团队将在自己的领导下组建一个集中化的压实机维修部门。 

5. 自我监控：这些部门和单位中，有许多已经或将要建立独立的监控部门或专项小

组，他们将前往物业，以确认分散的运营模式仍在提供一致的优质服务。除了内部

监控之外，合规部和环境健康和安全部还对这些部门和其他运营部的工作进行监控。

如下所述，这些部门还增加了专门从事于与这些高技术支柱领域相关的工作人员。 

其他部门也已将人员分配到“支柱团队”，以通过跨部门工作来帮助每个技术服务团队履行

HUD 协议规定的义务。为了进一步转型，我们现在需要完成重组，以将职能和主题专业

知识整合到这些部门中。 

 运营分析与合同管理（Operational Analysis & Contract Management, OACM）  

设立OACM 的目的是合并管理与规划、维护、维修和熟练技工以及技术服务等部门内的现

有职能，并监督新部门的创建。 

集中式油漆修复和 （Team for Enhanced Management, Planning, and Outreach, TEMPO）：一

些油漆团队和供应商将继续集中处理所有的油漆修复工作、公共空间工作和周期性油漆喷

涂工作。TEMPO 作为快速响应单位建立，以便在 6 岁以下儿童居住或访问的单元中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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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RRP 工作。含铅油漆治理和 RRP 工作的快速响应在 CU6 单元中的合并，为铅支柱领

域的修复工作提供了一种集中化的方法，从而确保了单一的问责来源。 

非支柱相关技术服务：OACM 还将吸收技术服务部目前嵌入的其他一些职能，包括消防安

全、地面和工业卫生以及废物监管人员，以减轻支持服务部（Support Services）的负担，

该部门的任务是处理两个合规性支柱领域（电梯和供暖）并管理紧急情况服务部。 

管理与规划：OACM 将继续包括管理和规划部（Management and Planning），该部门将侧

重于代表运营部管理大型项目合同，并在整个住房组合中进行运营变更。违规部

（Violations）将转移到管理和规划部。 

 健康家居 

过去，健康家居部拥有三个部门，包括 PAIS（害虫）、铅和霉菌。今年早些时候，PAIS 在

新的副主席的领导下与废物管理部门合并。未来，目前由维护，维修和熟练技工部门负责

的两个石棉单位以及技术服务部下属的一个石棉单位将合并为健康家居部下的一个部门，

并配备一名专职主任。 

这些变更确保了健康家居部针对核心任务的侧重方法：环境健康危害。同时，健康家居部

可以在两个主要支柱领域承担责任和管理：铅，通过其铅危害管制部（Lead Hazard 

Control Department）；和霉菌，通过其霉菌评估和修复办公室。 

随着邻里模式的实施，健康家居部将评估调整其某些核心职能的机会（例如，用于处理霉

菌投诉的 RCCs 和用于铅治理的除尘技术人员），提供清晰的沟通渠道，以确保这些部门

可以直接进入运营模式。 

 电梯保养与维修  

NYCHA 拥有并运营着 3,100 多部电梯，占纽约市所有电梯的近 5%。NYCHA 的电梯由拥有

473 名员工的电梯服务和维修部（Elevator Service and Repair Department, ESRD）管理，所

面临的独特挑战包括高负荷运行、配件快速老化以及建筑物外墙腐烂，这些问题导致了电

梯井的结构问题。NYCHA 雇用 207 名电梯机械师和 193 名电梯机械师助手，其中 39 名

ESRD 机械师拥有纽约市建筑局（NYC Department of Buildings）颁发的主管、联合主管或检

查员执照。电梯机械师的任务是对出现故障的电梯进行纠正性维护，并定期进行预防性维

护。 

电梯机械师和助手成对分组，并按区段进行划分。ESRD 暂时将继续使用区段模式；但是，

随着邻里模式的实施，ESRD 将评估重组社区配置的潜在好处。 

 供暖管理服务  

供暖管理服务（Heating Management Services, HMSD）负责为 NYCHA 居民提供充足的暖气

和热水。HMSD 维护着一套广泛而多样的供热系统，包括 1,500 多台锅炉以及数千英尺的

管道和分配设备，这些设备在建筑物中产生和循环热量。HMSD 与能源财政及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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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Department of Energy Finance and Sustainability）、基本建设项目司、物业管理及紧急

情况服务部紧密合作。 

供热厂技术员（Heating Plant Technicians, HPT）在现场充当 HMSD 的眼睛和耳朵，并且是

发生供暖中断时的第一道防线。这些技术娴熟的员工是纽约市最后一批懂得如何操作

NYCHA已有数十年历史的供暖系统的员工。他们依赖于经验丰富的监管人员的知识，这些

监管人员负责监管住宅区的地理集群。虽然集群团队的任务是不断检查和维修住宅区内的

供暖设备和资源，但中央指挥部则位于每周 7 天每天运行 24 小时的“供热台”，使用实时

仪表盘（显示居民对供热的投诉情况）以及 NYCHA 的建筑管理系统（该系统从锅炉房内

的敏感监视器收集数据），来监察整个住房组合。 

HMSD 内部结构和在组织内部的结构非常适合管理 NYCHA 的供热资源和设备集群也与邻里

模式兼容。随着 NYCHA 过渡到新的运营模式，HMSD 将对集群进行重新分组，以便更好地

与邻里地区保持一致，从而更好地与社区主管进行沟通并为其提供服务。此外，为了更好

地协调整个运营部的职能，以前由 TSD 负责的燃油部门已转移到 HMSD。 

 

 紧急情况服务  

紧急情况服务部（Emergency Services Department, ESD）会在住宅区内或全市范围内的其

他NYCHA 物业结构发生紧急情况时，提供紧急情况管理、协调和现场响应。ESD 人员处理

紧急情况和高级通信、管理和响应非工作时间的维护电话，并全天候管理 NYCHA 的三层

无线电系统。ESD 为NYCHA 主管和现场工作人员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沟通方式，以确保员工

安全，协调重大紧急事件并提高生产力。在此计划下，ESD 的运营和结构不会改变。 

 废物管理与害虫防治 

害虫综合治理将我们的害虫管理重点转移到预防上，并通过确保 NYCHA 及时收集、妥善

储存和处理废物，同时要求灭虫人员和维修人员努力防止害虫在我们的建筑物内滋生，从

而引导资源解决害虫的根本原因。作为减少害虫种群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集中

精力确保废物得到妥善处理、收集、清除或存储在防虫容器中。 

在过去，废物管理和害虫防治职能是分开处理的，没有注重以统一的方式在整个住房组合

中实施最佳做法。害虫防治（官方称作 PAIS）部门以前设立于健康家居部，而废物管理职

能则是分散的，除了一个负责压实机维修的单位，该单位是维护、修理和熟练技工部

（Maintenance, Repairs and Skilled Trades）的一部分。为了协调这两项职能并在支柱领域

发挥自己的专项领导作用，NYCHA设置了废物管理和害虫防治部门副部长，并将所有相关

人员（包括负责压实机维修和维护的团队）移至新部门。 

废物管理部门将帮助在整个住房组合中推出新倡议，以确保定期检查场地，并正确收集和

存储废物或每天清除废物。害虫防治部门将帮助确保在整个住房组合中正确实施害虫综合

治理，并使所有社区对协议规定的各自的交付成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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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CHA需要一个能够提供可持续支持和跨职能工作、集中政策并进行战略思考的组织结构，

因此我们成立了废物管理部门，来重点关注这一影响员工和居民生活质量的领域。 

废物管理部门将帮助在整个住房组合中推出新倡议，以确保定期检查场地，并正确收集和

存储废物或每天清除废物。 

废物管理部门的工作重点是： 

• 整个住房组合的人员安排和清洁计划表 

• 制定并实施针对物业的个人废物管理行动计划 

• 编目、监控和执行设备维修计划 

• 维护现有的内部和外部压实机——纠正性和预防性维修 

• 与纽约市卫生局（NYC Department of Sanitation, DSNY）和第三方废物收集机构协调，

及时提供废物收集服务 

• 研究和测试新型废物管理设备，以更有效地移动“废物堆”，同时减少保洁员在住宅

区处理大宗废物所需的时间。 

为了减少工作人员的收集、存储和搬运负担，废物管理部门将重点放在废物流上，例如在

所有合并处增加废物的回收利用和移除大宗废物。 

地面清洁倡议——用日常地面清洁过程中收集的所有材料填充住宅区大宗废物集装箱和外

部压实机，并确保与私人散装供应商进行定期交谈，在必要时增加容量以确保及时服务。 

• 纸板打包机 

• 散装破碎机  

• 床垫回收 

• 电子废弃物回收利用 

• 可能的情况下，在地面层上增加漏斗门 

• 水池内的食物残渣处理装置 

为了更有效地存储废物，需要对设备进行升级：  

• 83%的内部压实机超出其使用寿命 

• 73%的外部压实机超出其使用寿命 

我们还专注于集装箱化的长期愿景，采用最先进的地下气动系统（Polo Grounds）等新型

技术和创新，并重新设计垃圾场，在住宅区创造更清洁、更安全和更健康的环境。 

NYCHA废物管理计划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涉及居民。我们需要居民的合作，以妥善

处理所有废弃物、大宗废物和可回收利用物。这将通过广泛的居民参与、教育和增加所有

住宅区的标识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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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虫防治——根据转型计划，各区指定的执行常规性预防和纠正性维护害虫防治职能的灭

虫员将由每个社区主管直接负责，最终负责实现 HUD 交付成果，并将害虫防治部门的指

令分配给每个行政区副主席。 

 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部（Quality Assurance, QA）的任务是向管理层和监管人员提供客观的保证，使居

民能够从员工和供应商那里获得高质量的服务。QA 部门负责通过确保维护和修理工作符

合行业标准，与现有政策和程序保持一致，提高绩效和加强问责制。QA 部门将识别并解

决风险，部署第三方承包商进行培训并指导业务流程改进。为了建立运营一致性，我们将

在 QA 部门内创建一个新的项目管理办公室（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 PMO）。PMO 的

目的是协调所有四个行政区的各种运营计划的执行。PMO 将确保项目设计和执行的一致

性。PMO 还将在 QA 部门内工作，以确保服务交付并且所有操作都应遵守程序。PMO 将

包括一名主管和四名工作人员，每个行政区一名。 

[标注框]:服务文化 

在过去的 30 年中，NYCHA 员工与居民之间的关系逐渐削弱。22 几乎没有相互信任，导致

了妨碍绩效和结果的恶性循环。从每周都会出故障的电梯到坏了几个月的压实机，居民理

所当然地抱怨条件的恶化。 

在进行规划活动时，我们听到了许多这样的例子：没有修理就关闭的工单，以及那些官僚

主义的流程——在未向居民解释的情况下就拖延看似简单的修复工作。最重要的是，居民

说他们无法从住宅区工作人员那里得到答案，然而他们认为这些住宅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就

是提供这些服务。23 这凸显了当前集中式运营模式的挑战之一，该模式使一线员工失去了

权力，并在如何传达、解释和实施政策和程序方面遇到了困难。缺乏信任会给住宅区工作

人员带来困难的工作环境，他们发现很难进入公寓并执行现场规则。24 在这种动态的情况

下，受雇的居民尤其要努力捍卫和代表 NYCHA 作为雇员的权益，而自己作为居民却面临

着服务不足的问题。 

根据该计划，NYCHA 将组织并重新致力于服务文化，即为我们的居民、第 8 节项目的参

与者、纽约市以及为彼此提供服务。虽然个别员工每天都为我们的居民提供出色的客户

服务，但 NYCHA 的文化并没有加强和系统化这些工作。25 因此，住户体验在不同的住宅

区和地理位置上极不一致，所有住房组合范围内的服务几乎没有任何标准化。26 每一位员

工，包括那些日常无需和居民打交道的员工，都必须有一种客户服务的心态，一种为住户

                                                      
22 毕马威，现状观察和成熟度评估，第 211 页。 
23 转型计划，居民协会早餐会，2020 年 2 月 12 日。 
24 转型计划，物业管理研讨会 I，2019 年 12 月 9 日 
25 毕马威，现状观察和成熟度评估，第 9, 11 页。 
26 转型计划，CCOP MOU 协商；转型计划，倡导者参与会议，2020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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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同事超越自我的渴望，从而导致文化的根本性变革。每次做决策时都必须牢记一个问

题：这是否改善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我们必须通过培训、沟通和实施支持来解决我们的文化问题。服务文化需要一支有能力

的员工队伍，他们了解自己在组织整体使命中的角色，有一套清晰的准则可以借鉴，并且

能够激励员工每天以一种能让居民满意的方式行事。 

为了解当前的文化并构想我们想要采用的服务文化，我们请员工敬业度委员会

（Employee Engagement Committee, EEC）（一个来自 NYCHA 的志愿员工小组，负责解决

围绕 NYCHA 文化的棘手问题）分享他们在当前组织文化中的经验。该小组确定了现有的

痛点，如监管支持不足、纪律程序不一致、缺乏沟通和包容，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一种不顾

责任、脱节和不友善的职场文化。 

通过一系列集思广益的会议，EEC 确定了 NYCHA 可以采取的一些行动，以使用四个高级目

标来有意义地为 NYCHA 构建服务文化。这些战略与小组对本计划战略 A.2（请参阅第#页）

的建议相吻合，其中一些活动已列入实施计划。 

• 优先考虑工作场所文化，领导层应设定期望的规范和行为，以创建一个积极、透

明、沟通和公正的工作场所。 

• 通过师徒制和指导计划对劳动力进行培养，从员工那里寻求关于工作场所担忧和

政策制定的反馈意见，改进监督培训，并将内部员工用于特殊项目。 

• 通过准确评估绩效，确认正面和负面结果，建立更公平的纪律处分程序以及更频繁

地对居民进行调查，使员工担负起责任。 

• 通过积极的视觉更新（例如更新油漆画和 NYCHA 品牌的海报）来改变 NYCHA 住宅

区的外观和感受，以提高员工的自尊心，并向工作人员、居民和访客传达有关本

机构使命和愿景的统一信息。 

改变 NYCHA 的文化将需要房屋局 11,000 多名员工中的每一位做出承诺，同时还需要建立

一种能够加强和嵌入新工作方式的系统。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为我们的居民提供

适当的服务，这需要数年的时间，但必须这样做。没有它，NYCHA 无法继续发展。 

[标注框]: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 

NYCHA 作为一系列垂直机构进行运作，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系统性联系。27 计划和项目是孤

立设计的，导致重复或不兼容的工作。资本规划与物业管理之间的差距导致对实物资产管

理的理解存在分歧。28 居民外联与物业管理之间的代沟往往会使住户、合伙伙伴和倡导者

在寻找合适的联络点时感到困惑。29 

                                                      
27 毕马威，变革准备情况报告，第 15 页；转型计划，物业管理研讨会 I；转型计划，物业管理研讨会；转

型计划，机构合作伙伴研讨会，2020 年 3 月 12 日；转型计划，季度领导层会议，2019 年 12 月 16 日；转

型计划，CEP 领导早餐会，2020 年 2 月 4 日。 
28 转型计划，物业管理研讨会 I。 
29 转型计划，机构合作伙伴研讨会；转型计划，居民协会早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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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CHA 需要一种跨职能协作和持续改进的文化，首先要从每个员工对组织的使命感和价

值观的承诺开始。为 HUD 协议每个支柱领域创建的跨部门工作团队，都显示了协作和共

享见解的价值。通过转型计划，我们将利用这一势头将这种工作方式整合到所有正在进行

的计划和新项目中，包括每个住宅区的日常运营。分配中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支持物业

管理业务，并将其组织为跨部门工作团队。 

该机构目前的结构会导致各自为政的局面，因为各个部门的地理分区不一致。例如，物业

管理使用六区结构——其中两个是非地理叠加层。电梯团队使用的分区与行政区不一致，

但他们在资产上平均分配了员工。居民参与部（Resident Engagement）划分 15 个区域，

而居民协会（Resident Associations）则划分 9 个区域。NYCHA 的结构看起来很不同，具体

取决于您与哪个部门交谈。NYCHA 的新运营模式必须创建自然的交互点，包括跨部门匹

配区域。 

即使在部门内部也可能存在各自为政的局面，何况 NYCHA 的业务规模比美国任何其他房

屋管理局都大。如果布朗克斯区组建自己的房屋局，那么它将比芝加哥、洛杉矶、西雅图

和丹佛的房屋局加起来还要大。我们将授权现有和新的项目管理办公室，促进各部门和

各级人员之间的信息共享。 

第5章. 中央办公室重组  

该转型计划的一个基本主题和目标是重新调整 NYCHA 的运营方向，以更好的服务社区和

提高个人住房发展水平。物业管理员工抱怨说“等待市中心房源”反映出 NYCHA 工作人员

工作流程繁琐，急需简化流程，让中央办公人员直接参与社区和物业运营，并形成一种居

民和物业优先的服务文化。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将实施一系列影响到每个部门的管理改进

战略，不断发展中央办公室的职能和结构，以支持邻里模式。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部（Human Resources, HR）负责管理 NYCHA 人力资本计划的所有层面，包括招

聘、劳动关系、时间和休假以及职业发展。人力资源流程有时会由项目领域内的人力资源

联络人来推动，但这些流程都是非正式且临时的，而且许多流程多年来一直受到预算削减

的影响。因此，许多部门经理对人力资源流程的运作、招聘等基本任务无法给出确定的方

案。30 

从中央办公室职员到行政区/社区团队，人员的分权化分布完全重新定义了人力资源联络

员的角色。分配到行政区的员工不会成为联络人，而是负责代表其指定的行政区提供人力

资源服务。由于 NYCHA 通过城市的公民服务系统工作，与中央职能部门的协调仍然十分

关键。然而，通过了解行政区/社区的运营需求，可以加强对职位空缺和征聘的跟踪和优

先次序安排。 

                                                      
30 毕马威，现状观察和成熟度评估，第 3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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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 A.1：实施人力资本管理（Human Capital Management）系统 

NYCHA 目前没有端到端的 HR 管理系统。HR 部门的数据很难与财务部门统一，通常会有不

同的职位空缺数据。31 NYCHA 目前的人力资源流程基本上都是手工操作的，且大都基于一

个自制的数据库。HR 部门已经开始实施基于云的、商业现成的人力资本管理（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HCM）系统，以实现当前流程和所需理想新流程的自动化。这个系统

将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人力资源团队成员便捷访问完成工作所需的所有相关信息，提高人

力资源效率，逐步淘汰自建数据库，并在 HR 部门行动中更加透明。 

HCM 解决方案的目标是为所有 NYCHA 员工提供全自动化的人力资源相关服务。HCM 将

提供端到端的人力资源服务，从最初的员工招募、招聘到入职，直到离职/退休。它还

包括一些功能，帮助员工和 HR 人员能够管理员工福利信息、纪律流程、休假、学习管

理（培训）和认证。 

合适的技术手段将确保 NYCHA 在 HCM 中的数据得到维护、安全、可访问，并且具备与

其他内部和外部系统的必要接口。此外，还将向 NYCHA 普通员工，特别是在全市物业

工作的团队成员，提供安全的 HCM 移动或自助服务组件。 

 

 战略 A.2：通过提高员工敬业度和认可度来增强员工的能力  

NYCHA 员工经常感到与组织的方向脱节。32 职业道路不明确，绩效评估粗略，反馈大都缺

乏结构性。我们的住宅区员工大约占了 NYCHA 所有员工的 70%，他们都想做好工作，但

是经常受到内部流程、资源不足和恶劣物质条件的影响。员工十分焦虑，士气低落，我们

运营中面临的挑战持续增加。33 在规划过程中，员工参与得过晚，许多员工认为在一些影

响他们日常工作的政策和计划时，没有人询问他们的意见。34  

NYCHA意识到如果想要建立良好的工作环境，需要满足员工的共同需求或利益，致力于他

们的共同福利，使雇佣关系更加愉快，让他们更加愿意配合公司的安排。通过员工协会组

织这类活动有助于满足员工的一些兴趣和要求。 

员工协会有助于营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环境，所有员工都有更高的幸福感，并更有动力为

雇主的组织成功做出贡献。多元化和包容性的价值观是让员工呈现真实自我、形成包容性

政策和流程的基础，而这样的政策和流程使得房屋局的决策具有可信度。这些协会致力于

提高其成员和同事的文化意识、教育进步和职业发展机会。 

员工敬业度委员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为了更好地理解当前面临的挑战，并制定出能引

起员工共鸣的、有效的员工激励政策，我们要求 NYCHA 的员工敬业度委员会主持集思广

                                                      
31 毕马威，现状观察和成熟度评估，第 372 页 
32 毕马威，现状观察和成熟度评估，第 366-70 页。 
33 毕马威，变革准备情况报告，第 10 页。 
34 转型计划，EEC 会议，2020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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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会议，讨论如何修复 NYCHA 与员工的关系。EEC 的任务是思考如何激励 NYCHA 员工，

为 NYCHA 确定了五个高水平的目标： 

• 使员工获得成功，通过领导能力和软技能培训支持专业发展，为发展人员提供更

大的自主权、更明确的期望和合适的资源。 

• 提升安全感，通过对住宅区进行安全改进，解决资金问题，并对待所有部门都同

样重视和尊重。 

• 强化晋升途径，从内部晋升并启动职业发展计划，如导师制、工作跟学计划和跨

机构培训计划。 

• 对员工表示肯定，通过重新启动员工认可计划和周年纪念奖，举办社会活动和其

他激励措施来提高士气。 

• 不断提高，通过规范员工反馈渠道，改善领导层的沟通，并继续投资改善工作环

境。 

EEC 关于改进 NYCHA 的意见在实施计划（第 11 章）中有详细说明。我们将继续与 EEC 团

队合作，共同创建、验证和实施增强员工能力的战略，并改善 NYCHA 的组织文化，最终

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EEC 是 NYCHA 如何能够打破各自为政、携手共进的一个例子。要彻底改变一个既定的文化

是很困难的，但我们相信这个跨职能和深思熟虑的团队是最适合的领导团队。我们可以通

过公开、诚实的讨论 NYCHA 面临的挑战和失败，开始修复该机构与其雇员之间的信任。 

 学习与发展 

转型计划的一个关键组织原则是，NYCHA 将自我监控以确保质量。NYCHA 在实现这一目

标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成立了三个新的监督部门：质量保证部、环境健康和安全部以及

合规部。然而，能看到工作是如何完成的只是成功的一半。在发现错误之后，我们必须能

够通过训练来纠正这种行为。现在，NYCHA并不会根据质量控制审查的结果来调整我们的

工作方式。 

我们还从员工、住户和外部合作伙伴那里了解到，还需要更多从客户服务到基本程序标准

的培训，例如打开和关闭工单。作为物业经理，我们有责任确保我们的员工能够有必要的

工具来做好自己的工作。为了确定整个房屋局的培训范围，合规部通过从采购部获得培训

合同，并与 NYCHA 各部门的培训联系人会面，全面记录和绘制了 NYCHA 现有的培训情况。

主要的结论是，我们需要对本机构的培训进行集中跟踪和监督，并改善工作人员获得培训

的机会。 

针对这些发现，为了更好地将培训功能与新的邻里模式相结合，NYCHA将对学习与发展部

（Learning & Development Department, L&D）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使员工更易获得培训机

会并适应不断发展的 NY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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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 B.1：启动学习管理系统（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 

2020 年 10 月，NYCHA 推出了 NYCHA 大学，这是一个在线门户网站，业务部门可以使用

该门户网站为员工提供直接培训、跟踪学习进度和绩效并保持合规性。35 NYCHA 大学将成

为机构范围内按需学习内容的来源，为每位员工提供方便和灵活的机会，既可以参加所需

的培训，也可以参加自愿性、自定进度的专业发展课程。NYCHA大学还将为员工提供他们

在 NYCHA 学习的“成绩单”，以便更好地看到差距或确定下一步的职业发展。NYCHA 大学

的特色包括： 

• 更强的搜索功能以及基于网络的搜索设计，使员工更容易找到可用的培训和相关

资源。 

• 自动通知培训和注册确认要求。 

• 讲师指导的培训登记，在这里，员工可以搜索现有的培训，表明对未来课程的兴

趣，或者进入目前已经报满的培训计划的等待名单。 

• 活动日历，与员工的兴趣和时间表相匹配的近期导师培训。 

• 成绩单历史和报告，方便查看员工培训历史。领导层也可以根据这些信息生成报

告和分析。 

• 用户和管理人员帮助资源，包括深入、分步的指导、教程和其他资源。 

 战略 B.2：将培训与邻里模式相结合 

在新的邻里模式中，主管将在 L&D 的协助下制定年度社区培训计划。作为这一过程的一

部分，主管将使用上一年的培训进度和绩效报告来设定学习目标，并确定具体的培训需求

和目标。培训计划将考虑现有的培训资源，并在需要时总结一个创建和采购新培训材料的

计划。 

L&D 还将创建管理学院（Management Academy），这是一个主要面向物业经理的基于人

员的项目，包括个人辅导和指导的机会，能够接触到机构内跨职能和多样化的经验，团队

成员可以获得运用技能的经验学习项目以及参与专业和行业协会的机会。而且，由于物业

经理的职业轨迹只是纽约市众多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因此 L&D 将推进独立发展计划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Plans, IDP），它作为 NYCHA 大学的一部分，帮助员工制定实

现可行的长期目标。 

L&D 创建可行的适应性培训以支持邻里模式，然而其能力还依赖于与纽约市卫生局关键职

能部门的联结，尤其是监控运营和指示程序变更的职能部门。与合规部和绩效管理分析部

门的联系，使 L&D 能够看到最需要培训的板块。 

 

 

                                                      
35 毕马威，现状观察和成熟度评估，第 4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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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链管理 

NYCHA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商业伙伴。来自供应商、选拔官员和其他外部组织的反馈是一致

的：我们需要改变我们与外界的互动方式。36 我们的供应商经历的是一个复杂而不透明的

过程，使他们无法确定自己的状态，也无法为自己制定计划。从编写范围到合同开始，征

求建议书（Request for Proposal, RFP）的过程可能需要一年多的时间——这对于处于持续

危机中的机构来说，并不理想。37 收到款项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一过程几乎没有透明度

或时限，而且发票可能因技术问题而多年未付。 

不出所料，NYCHA糟糕的商业行为没有吸引许多合格供应商，因为许多人根本不愿意参与

这一过程。38 有限的竞争导致低质量和高价格，同时当我们面对表现不佳的供应商时，我

们进行违约或换合作方的能力也受限了。 

鉴于 NYCHA 目前的住房组合和组织状况，以及我们对供应商的依赖及补充员工的能力，

我们无法承受合同的不良表现。为了支持邻里模式的推进，NYCHA必须在每个消费类别中

吸引最合格、最有效和最专业的供应商，这就要求 NYCHA 的经营方式发生巨大变化。 

 战略 C.1：创建首席采购办公室（Chief Procurement Office）  

NYCHA 聘请了一名新的首席采购官（Chief Procurement Officer, CPO），他将临时向总顾问

报告，并监督管理局的采购、材料管理和供应商多样化部门。CPO 的任务是挖掘 NYCHA

作为商业伙伴的潜力，改进我们的流程以确保我们只吸引最好的供应商。我们将这些职能

移交给法律总顾问，以使他们更符合法律部的公司事务采购专业知识。一旦重新设计了采

购和供应商管理流程，首席采购官和这些部门将向首席行政官报告。 

 战略 C.2：重新设计采购和供应商管理流程  

NYCHA聘请了一名外部顾问来分析该机构的采购流程，并提出改进建议，以提高绩效和机

构名声。该团队与整个机构的业务部门、供应管理部及法律部密切合作，并于 2020 年 8

月提交了一套详细的建议。 

根据这些建议，NYCHA将转向混合采购模式，依靠由买方、合同专家、律师和业务部门代

表组成的跨职能采购团队（P-teams）。目前，NYCHA 的采购流程涉及所有这些相同的职

能部门，虽然这些协调是临时性的。这种混合模式平衡了业务部门的需求和机构范围内的

目标，同时实现了协作和集中的合规性。新任首席采购官的任务是为混合模式开发新的程

序。 

NYCHA还将就有关内部效率的若干建议采取行动，包括改变采购工作流程和提出对积极规

划的新要求。最后，一旦流程改进启动，NYCHA将加强战略采购和供应商管理的方法。为

                                                      
36 转型计划，机构合作伙伴研讨会；倡导合作伙伴研讨会 I 和 II。 
37 毕马威，现状观察和成熟度报告，第 388-89 页。 
38 毕马威，现状观察和成熟度报告，第 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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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吸引和留住所有品类中最好的供应商，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参与和管理市场。关于

供应管理的整套建议，见附录 B。 

 财政  

财务部掌管着 NYCHA 的财务规划和分析、会计、现金管理、工资、风险管理以及投资活

动。财务部负责制定财政政策，包括年度五年期运营和资本计划、投资组合以及 NYCHA

及其子公司的年度财务报表的发布。财务部的运作遵循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GAAP）和联邦财务管理要求。 

 战略 D.1：实施以物业为基础的预算 

如前所述，NYCHA聘请BDO PHA金融机构提供与NYCHA为公共住房管理局（Public Housing 

Authorities, PHA）实施 HUD 的资产管理规则相关的咨询服务。HUD 于 2005 年修订了 24 

CFR 990，并于 2007 年开始实施，以将 PHAs 过渡到资产管理。HUD 资产管理模型的目标

是让 PHAs 能够根据资产管理模型管理其财产，符合更广泛的多家族管理行业的管理规范。

PHAs 的管理、预算和会计也都需要基于项目实施，所有这些都是资产管理的基本组成部

分。 

NYCHA 很早就采取了 HUD 资产管理原则。BDO 全面审查了 NYCHA 从开始到实施的预算过

程、基于物业的预算方法和中央办公室的收费服务方法，以提供改进方案。NYCHA计划进

一步推进基于物业的预算，这一部分在本计划的物业经理和物业预算（Property Managers 

& Property-Based Budgeting）部分有进一步的详细说明。目前，NYCHA 根据 HUD 原则，运

营着 148 个资产管理物业（Asset Management Properties, AMPs）。一些 AMPs 与 NYCHA 合

并，另一些交叉合并，包括单独的住宅区分组。根据资产管理规则，PHAs 必须为每个物

业建立预算和会计系统，以允许每个物业分析其实际收入和支出。HUD 允许 PHA 直接向

一个 AMP 收取服务费，如果该服务只提供给这一 AMP 或不超过两个 AMP。一旦一个职能

部门服务三个或更多 AMP，将按照中心办公室成本中心（Central Office Cost Center, COCC）

收费或按一个服务收一次费（使用 HUD 规则规定的费用标准）。 

NYCHA 计划将物业管理职能与服务交付点（在 AMP 级别）更接近，这将改变 NYCHA 的财

务状况，并改变 NYCHA 一直以来物业人员配置公式。一旦结构变化最终确定，NYCHA 将

模拟财务变化。例如，基于先前讨论的技术交易试点，NYCHA将分析为实现员工整合或社

区住房组合所必需的额外交易。NYCHA将在分配变动的情况下考虑这些员工的额外费用，

可能是从 COCC 收费方法或 AMP 直接收费。 

金融部门正在评估作为区行政团队一部分的管理人员和员工，将如何给物业提供最大支持，

并作为邻里模式的一部分进行实施。这可能包括分配财务规划和分析（Financial Planning 

& Analysis, FPA）和应付账款（Accounts Payable, AP）工作人员。FPA 员工可以协助物业经

理修改物业预算（在预算内将资金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此外，FPA 还定期制

作报告，供物业经理监控其预算。员工可以提供如何有效访问和使用报告的培训。AP 工

作人员可以和行政区副总裁/社区主管合作，确保付款所需的三方匹配，解决物业收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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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并帮助简化收据流程。工作人员将能够针对每个行政区未付供应商款项最高的物业，

并提供额外的支持。虽然行政区管理团队的结构仍在制定中，但这项来自财务部的提议很

好地例证了加强物业与中心办公室职能之间的联系。 

 合规部与环境健康和安全部（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EH&S） 

合规部和 EH&S 部门在推动各个层面（整个机构、各个物业以及各个设备或系统）的改进

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监督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这些部门侧重于发现故障，同时提

供即时监督并随时提出改进流程的建议，包括下列每一个核心支柱领域：(1)铅，(2)霉菌

和紧急泄漏，(3)害虫和废物管理，(4)电梯，(5)供暖，和(6)检查。 

合规部的任务是确保 NYCHA 遵守法律法规，并在为我们的居民提供安全、经济适用住房

的总体任务时遵守道德规范。EH&S 部门负责监督、分析和评估房屋局开展的影响纽约市

居民、员工和不动产的环境健康和安全的所有事项和工作。 

合规部和 EH&S 的任务包括： 

• 监督 NYCHA 是否遵守联邦、州和地方法律法规； 

• 确保 NYCHA 监管报告和声明的准确性； 

• 制定和维护符合法律法规的更新程序； 

• 就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向员工提供建议； 

• 确保 NYCHA 公共住房评估系统（Public Housing Assessment System，PHAS）和所有

其他检查的完整性； 

• 维护 NYCHA 居民、员工、承包商和公众投诉的沟通渠道；  

• 对投诉进行回复和处理；  

• 通过沟通和特别倡议促进合规；  

• 对运营团队开展的工作进行现场监控和审查，发现不足之处，提供改进建议；以及 

• 确保 NYCHA 管理层和员工接受相应的培训。 

 战略 E.1：定期报告系统层面面临的挑战 

EH&S 和合规部负责报告，那些妨碍 NYCHA 遵守 HUD 协议或其他法律法规的系统性、住

房组合内的挑战。例如，合规部和 EH&S每月联合向运营部和执行团队发布一份“铅异常报

告”。报告中包含了联合铅合规保证计划的调查结果。 

EH&S 每月还会发布一份报告，根据现场监控和其他分析汇总专业团队的调查结果。EH&S

有专门负责各种协议的团队，包括铅监督团队、室内空气质量团队（负责处理霉变和其他

事项）、供暖监督团队、害虫综合治理监督团队和电梯监督团队。 

如报告结果一致，则可以向运营部和执行团队提出可操作的建议，然后由合规部和 EH&S

在随后的报告中对其进行跟踪。我们将使用此报告和反馈结构来推动全系统流程改进或综

合解决工作流程中发现的常见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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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 E.2：进行一年两次的全系统风险评估分析，现场监控和技术援助 

为了使用数据分析来跟踪所有住宅区的绩效，合规部与绩效跟踪和分析部（Performance 

Tracking and Analytics Department, PTAD）合作，开发了一个风险评估框架，使用关键数据

点来确定哪些住宅区有更高的 HUD 协议和其他法律法规的不合规风险。合规部和 PTAD 致

力于汇编关键指标模型以对所有住宅区进行分析，并建立一种算法来权衡这些指标，以及

为单个住宅区分配风险评分。使用这种评分算法，合规部和 PTAD 可以确定需要在合规性

监控、技术援助和集成工作方面特别关注哪些住宅区。由于与运营和 HUD 协议相关的指

标对该倡议最为重要，因此大部分指标都与这方面有关。然而，与住宅区的日常管理以及

居民和员工生活质量有关的几个指标也包括在内。 

合规部随后使用此风险评估计划对得分较低的住宅区进行现场监控。 

现场监控： 

合规部和 EH&S 与质量保证部合作，根据风险评估的分析，每月对住宅区进行两次现场监

控。一周内，合规部、QA 和 EH&S 的员工（统称为“现场监控团队”）对一般物业管理和运

营区域进行调查，包括：供暖、电梯、害虫、日常检查和垃圾、年度认证、住户档案、租

金收取，一般维护和维修、回收和清洁、霉菌、铅、吸烟标牌和投诉、违规、犯罪、空置

率和采购。现场监控团队调查 HUD 协议所涵盖的主题和其他高风险领域。 

现场监控团队完成在住宅区的工作后，共同起草现场监控报告。在现场考察后的大约三十

（30）个自然日内，将分配高级运营人员和执行人员向住宅区颁布监控报告。住宅区工

作人员必须准备一份包含时间框架和交付期限的纠正行动计划，以解决监控过程中发现的

缺陷。然后，合规部直接与住宅区工作人员协作，通过一个在线跟踪程序跟踪、管理和消

除缺陷。住宅区工作人员必须每周进行更新，及时更新对已知缺陷的改正，保证报告的即

时性。当一个住宅区修缮了大部分已知缺陷时，会向住宅区工作人员和高级运营团队发放

一份结束备忘录。 

技术援助： 

当一个住宅区的报告中，有多个领域或一个领域的缺陷难以纠正时，合规部会派一个团队

返回现场提供技术援助。根据住宅区现场监控报告的调查结果，合规部将为员工创建技术

援助指南（Technical Assistance Guide, TAG），依据的是 NYCHA 标准程序和与缺陷领域有

关的任意适用法律或法规。合规部提供针对目标住宅区的现场监控报告中提到的每个缺陷

领域的纠正措施和指导方案。TAG 针对的是因缺陷和/或负责或确保遵守适用标准程序、

法律或法规的特定员工/职衔。 

合规团队安排一次对住宅区的访问，以审查 TAG。在访问之前，合规团队将 TAG 提交给区

域资产经理（Regional Asset Manager, RAM）、物业经理和物业维护主管以了解情况。在

访问当天，合规团队来到住宅区，与物业经理和物业维护主管（或其他对接人）和/或参

与初始现场监控（或在现场监控报告中指定）的员工一起审查 TAG。访问的具体目的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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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提供现场技术援助，回答工作人员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并安排更多的时间表和

日期，以纠正缺陷。在住宅区的初始现场监控报告发布的几个星期后进行访问。 

 战略 E.3：对建筑系统进行根本原因故障分析 

EH&S 的电梯监督团队对 30 天内反复出现故障的电梯进行“根本原因故障分析”。同样，

EH&S 的供暖监督团队对所有超过 12 小时才能解决的大修进行“根本原因故障分析”。这些

是针对系统或设备的分析，同时可以确定可能导致严重故障的部件、人员配置或其他因素。 

随后，EH&S 直接向电梯服务和维修部门或供暖管理服务部门提供建议。此后，EH&S 将跟

踪这些建筑系统的建议是否得到实施，并定期报告每个项目的实施情况。 

 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通过创新和技术开创新业务、提高运营能力，对于成功转变 NYCHA 的核心业务和服务、

丰富居民体验至关重要。由首席信息官（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CIO）领导的 NYCHA IT

部曾作为核心的业务支持职能部门向总经理汇报工作。但是，IT 部要想更主动、灵活、快

速应对 NYCHA 的飞速变化，就必须积极参与各种支持所有部门的关键决策。作为转型计

划的一部分，IT 部将调整为向首席行政官（Chief Administrative Officer, CAO）报告的核心

支持职能部门。 

2020 年 5 月，NYCHA 聘请了新的 CIO，以改进 IT 部提供服务的模式，提高其客户服务的

质量和效率及部门可靠程度，改善其与 NYCHA 其他部门和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此项

改进工作涵盖整个 IT 部，不仅需要改变技术路线图，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改变塑造整个

组织内部文化和 IT 价值的基本原则和嵌入式流程。 

 战略 F.1：确定 IT 部的整体战略方向。 

NYCHA IT 部将分三个步骤来确定战略方向：  

 步骤 1：评估当前 IT 部的成熟度和满意度  

NYCHA IT 将雇佣一家独立的 IT 咨询公司对部门进行成熟度评估，并对 IT 产品和服务当前

的客户满意度进行基准评估。评估结果将包括 NYCHA IT 部与同类 IT 组织的对比结果，以

及短期和长期的改进建议。 

 步骤 2：评估基础设施和应用架构的稳定程度  

IT 部聘请了独立的技术咨询公司 GCOM Software LLC 来完成初步的基础设施全面评估，并

为 IT 数据中心托管架构的稳定和现代化提供建议。在制定行动计划和技术投资推荐战略

前，IT 部将与其他部门包括人力资源、运营和基本建设项目司共同审查这些建议。同时，

为解决部门对遗留住房应用程序的依赖，NYCHA IT 部将选择第三方服务，以记录支持“公

共住房和租赁住房（Public Housing and Leased Housing）”的关键业务系统的核心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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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使这些用例与我们当前的定制应用程序保持一致，并与更新的、具有潜力的、性价

比更高的商用现成（commercial off-the-shelf, COTS）软件和服务对比来验证其价值。 

 步骤 3：发布 IT 战略和技术的现代化计划 

NYCHA IT 部将把评估结果与内部战略规划研讨会结果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报

告建议结合起来，以确定该部门的使命、指导原则和 IT 的未来目标。CIO 将提出一系列业

务导向的倡议，并确定可衡量的目标，旨在弥补评估中发现的差距，并为共同实现业务和

技术目标开辟一条康庄大道。 

 战略 F.2：缩小部门间和部门内在主要 IT 服务和业务方面的差距  

NYCHA IT 部致力于成为客户的密切合作伙伴，其目标与客户业务目标保持一致。但大多数

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目前都认为，IT 仅仅是提供和维持系统可用性的工具或手段。过

去两年中，IT 部面临了美国政府前所未有的飞速变化，其中大部分时候，IT 部处于被动且

要按需开展业务。由于不同的 IT 单位与业务部门的接触程度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便

出现了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此外，由于部门内部各流程独立，且在某些情况下多余，便

出现了客户体验失衡的情况。这种分散工作的方式使得 IT 需求难以预测和管理，并滋生

了孤岛式文化，不利于保证服务质量。 

我们将通过建立客户体验管理框架来加强 IT 部与 NYCHA 其他部门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其中，业务关系经理（business relationship managers, BRM）将致力于了解指定部门的业

务需求和期望，并在整个执行过程中引导其在 IT 方面的请求。NYCHA IT 部将采取新的 IT

需求获取 流程，该方法定义明确，专用于获取和管理所有客户需求，并将利益相关者的

期望与 IT 能力和战略优先级联系起来。此外，IT 部将重新调整其职能和服务，以消除冗

余，建立独立的产品交付制衡机制，并简化端到端客户体验。 

 战略 F.3：制定网络安全计划，改善测试职能  

作为全美最大的公共住房管理机构，NYCHA有责任保护大量私人和敏感信息的存储、交易

及各方面安全，而这些数据经手了多个应用程序、网络基础设施和工作人员。出现网络安

全威胁、内部系统故障或信息暴露的风险取决于我们的安保强度。NYCHA将首次设立首席

信息安全官（CISO），将 IT 部目前的安全审计职能扩展为全面的网络安全和《IT 风险管

理》计划。 

 战略 F.4：围绕 IT 服务管理（IT Service Management, ITSM）流程进行标

准化  

NYCHA IT 部将引进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库（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Library, ITIL）

最佳实践框架和一套相关工具和流程，以简化 IT 运营管理。2019 年 11 月，NYCHA 首次使

用了 ITSM 领先平台 ServiceNow 的模块，但由于流程缺陷、培训缺位、员工准备不足，产

品潜力尚未发挥到最大程度。NYCHA 将建立独立的 ITSM 职能部门，以管理 ITIL 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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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事件、问题、变更、管理、服务资产和配置的管理）的采用和整个部门的流程整合

问题，并将三个独立的服务台整合完善为单个综合服务台和一级客户服务中心。这将成为

加强和提高 NYCHA IT 部向客户和利益相关者所提供的全套基础设施、应用程序、安全产

品和服务可靠性的基础。 

 社区参与和伙伴关系  

社区参与和伙伴关系部（Community Engagement & Partnerships, CEP）将 NYCHA 居民与关

键计划和服务相联系，并让居民参与到组织的关键优先事项中。CEP 为 NYCHA 居民协会

（Resident Associations, RA）的广泛网络体系提供支持，并管理经济机会、青年、老年人

和社会服务领域的伙伴关系、方案和倡议。CEP 通过六个部门与居民和合作伙伴合作： 

居民参与（Resident Engagement, RED）：让居民参与关键倡议，以帮助居民表达意见、提

高教育水平和培养意识。RED 支持NYCHA 的 RA 网络，包括监督居民协会选举、培训和“租

户参与（Tenant Participation）”基金管理。RED 还管理着一个青年委员会和“资深冠军

（Senior Champion）”（或资深志愿者）网络体系，支持其他由居民领导的团体，并监督

“居民领导学院（Resident Leadership Academy）”等主要项目。 

社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 CD）：实施有针对性的战略参与，以支持新房屋建设

和/或房屋修复和现代化项目。CD 协助召开公众会议和研讨会，并帮助公众进行个性化参

与，以征求意见，提高意识和理解程度，并帮助居民在房产开发和修复组合中转变角色。 

居民经济赋能和可持续发展（Resident Economic Empowerment & Sustainability, REES）：通

过以下四个关键领域的方案、政策和伙伴关系，使居民有能力增加收入和资产：就业与晋

升、业务发开、成人教育培训、金融知识和资产建设。REES 管理的主要项目包括 NYCHA

居民培训学院（Resident Training Academy）、家庭自给自足项目（Family Self-Sufficiency 

Program）和业务通道项目（Business Pathways Programs）。REES 还推荐居民应聘因美国

住房与城市发展部 1968 年颁布的法律第 3 节和其他 NYCHA 招聘要求而产生的工作岗位。 

家庭伙伴关系（Family Partnerships, FPD）：利用伙伴关系，将 NYCHA 居民与青年、老年

人和社会服务联系起来。为某些“高危”人群提供单独的社会服务评估和转介，以解决租房

问题并帮助其生活长期稳定。FPD 管理 NYCHA 与纽约市赞助建立的社区和老年中心的关

系，并监督家庭重返计划（Family Reentry Program）等重要计划。 

卫生倡议（Health Initiatives, HI）：管理伙伴关系和机构间合作，将居民与预防保健资源

相联系，营造更健康的室内环境，培养居民的卫生领导能力。HI 管理的主要项目包括

NYCHA 无烟社区和 NYCHA 农场。 

公私伙伴关系办公室（Office of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OPPP）：为 CEP 和其他竞争性机

构的赠款提供集中管理。OPPP 管理政府与私人资助机构的关系，并担任公共住房基金

（Fund for Public Housing）的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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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CEP 部门根据功能区的不同，采用"区"的服务模式或以行政区为基准的模式。在地

方一级，工作人员与居民领袖和主要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地方服务提供者和 NYCHA 地方

办事处合作，将 NYCHA 居民与高质量的服务联系起来，并使他们参与其中。 

 

 战略 G.1：与 CCOP 谈判一项新的 MOU，并根据 24 CFR §964 加强参与 

NYCHA 需要加强与居民领导层的伙伴关系。1 月，主席开始与全市主席理事会（Citywide 

Council of Presidents, CCOP）讨论新的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该备忘录将正式确定 NYCHA 和居民领导层如何根据 24 CFR §964 条款的规定进行合作，该

条款要求 NYCHA 将居民参与房屋局“总体任务和业务“的”所有方面”。该规则包括关于居民

协会、居民管理公司、居民培训和居民机会的指导方针。 

MOU 将涉及其中的许多准则，包括：居民协会选举和增加居民的参与；NYCHA 与居民领

导层之间从住宅区层面到 NYCHA 理事会之间的会议频率；居民对基本建设改进、基于物

业的预算和居民服务的投入，以及制定联合领导的居民满意度评估。RAs 并不是与住户的

唯一接触点——我们需要根据新阐述的使命，重新定义与每个住户的关系。作为我们

MOU 的一部分，并为支持我们共同决策，NYCHA 将让居民参与有关入住、一般管理、维

护、安全、居民培训和就业、社会服务、现代化优先事项以及其他计划实施的新倡议的工

作组。每位居民都应该知道并有机会对 NYCHA 的未来提出意见。NYCHA 将利用其沟通渠

道，确保居民在实施转型计划时了解最新情况。这包括与关键倡议和新工具（如住宅区的

智能屏幕）相关的信息宣传活动，以快速分享准确和及时的信息。我们必须承诺为他们提

供持续的住房保障和机会。 

 战略 G.2：加强与社区伙伴的合作 

社区组织也需要 与 NYCHA 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在参与中，我们听到，我们可能迟迟不承

诺实施有前景的项目，而且我们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可能会让合作伙伴感到无所适从。

NYCHA已经建立了成功以伙伴关系为基础的服务协调模式，以及一套专为公共住房居民提

供的计划和服务。然而，为了深化合作机会，为居民提供更多的专用资源，需要新的投资。 

CEP 管理着一个由 150 多个基于社区的合作伙伴组成的正式网络，这些合作伙伴与 NYCHA

合作，将居民与劳动力、老年人、青年和社会服务联系起来。为了加强这一网络，深化对

居民的支持，CEP 将通过公共住房基金，开展一项私人资助的工作，扩大 NYCHA 现有的方

案，增加工作人员，扩大基于关键伙伴关系的工作能力，并制定与 NYCHA 蓝图计划相一

致的新方案和伙伴关系。 

 战略 G.3：与居民合作，提高生活质量 

NYCHA的绝大多数居民都知道并遵守规则。不过，如果有一位居民没有妥善处理废物，或

者没有尊重邻居，就会对物业的每一位居民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质量产生一连串的影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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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况往往会升级到物业经理必须对住户提出正式投诉，租客被带去进行行政听证，或

在法院对住户提起诉讼。NYCHA需要实施一种高效和有效的方式，与其居民合作，解决生

活质量问题。居民协会作为居民的代言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重大决策上应该有一席之

地，但我们也必须努力赋予特定的居民群体权力，他们可以帮助与 NYCHA 的工作人员携

手合作，在问题出现之前和之后，让居民对改善生活质量提出意见，并支持教育和执法。 

NYCHA 可与绿色城市力量（Green City Force）等组织签订合同，在住宅区层面开展强有力

的教育、宣传和合规运动。通过这种模式，NYCHA将能够为居民提供津贴和体验式学习机

会，以支持他们的长期职业发展。对于需要全时投入的倡议，NYCHA将复制其新的无烟大

使（Smoke Free Ambassador）模式，该模式雇用居民教育同伴和其他参与方式，以积极主

动地解决这一领域潜在的租赁执行问题。其他住房管理部门则向每个物业的居民大使团队

支付津贴。在 NYCHA，利用这些平行模式是赋予居民权力和执行规则的有效方式。 

虽然社区层面的参与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出现具体居民的问题后，物业

管理也需要在租赁执行中进行个别干预。为了填补这一空白，NYCHA建议，在行政听证会

或终止租赁程序展开之前，授权住房助理学员（Housing Assistant Trainees）与物业管理部

门合作解决问题。住房助理学员可以帮助住户进行年度重新认证；在租房过程中为租户提

供入住服务；协助进行非正式会议；通知租户停电和紧急情况；以及租户搬迁。 

 [标注框]:多样性、包容性和公平性 

NYCHA 致力于创造多元化、包容性和促进公平的工作场所。为推进这些目标，NYCHA 将

采用市第 45 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45, EO45）的目标，即：代表纽约市对公平、包

容和机会的承诺。在市政府的支持下，NYCHA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工作，分析各种做法、政

策和组织文化是如何造成不平等的；根据最新的业绩衡量标准解决差距问题；并使我们新

的业务结构和业绩框架符合种族和社会平等原则，以实现和推进 EO45 的目标。NYCHA 还

将加入正在进行类似转型的其他城市机构的学习社区，以分享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 

 

[标注框]:公共住房基金 

公共住房基金创造和利用资源和关系，以提高纽约市房屋局居民的机会和生活质量，同时

提高公共住房对我们城市的重要性。作为非营利组织（501c3），公共住房基金扩大并支

持 NYCHA 的重要使命，即为纽约人提供可持续、包容和安全的优质住房，同时促进经济

流动的机会。 

  

2025 年愿景 

公共住房基金将投资于领导力培养、劳动力技能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重点关注 NYCHA 的

10 万名青年和年轻成年人（14-24 岁），作为我们为所有 NYCHA 居民创造经济机会和公平

的承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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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住房基金将为 NYCHA 的转型计划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提升 NYCHA 居民对纽约市经济

复苏和未来的多样性和公平性的影响。 

  

价值观/操作原则 

道德：我们通过诚实、透明和负责任来展示最高的道德标准。 

参与：我们让合作伙伴、公众和居民参与并激励他们接受并推动 NYCHA 的转型计划。 

平等：我们通过设计和实施各种项目，增强居民的能力，增加经济机会，从而促进居民

的公平。 

 

目标（12/20 之前的战略计划）  

• 高影响力计划（High Impact Programs） 

o 领导力培养青年委员会、居民领导力、居民参与/联系、家庭领导力/经济流

动性。 

o 劳动力技能/机会，NYCHA 事业，商业途径，NYCHA 创业，教育。 

 

• 健康社区健康大使，健康环境/健身，农业健康/食品，预防暴力。 

 

• 强大的 NYCHA 推广和宣传  

 

• 筹款成功 

  

• 良好的治理 

  

• 卓越管理     

 机会均等  

住房机会均等部（Department of Equal Opportunity, DEO）促进和监督住房机会的均等在就

业、公共住房和支付现行工资方面的合规性。NYCHA 承包商。住房机会均等办公室的任

务是促进整个机构的机会均等。包容性和非歧视原则，对生活或工作在  NYCHA，接受

NYCHA 的服务，或由 NYCHA 承包商支付的个人。DEO 对歧视行为进行调查，并提供机会

均等培训和；援助服务。我们重视包容性，提供机会均等的服务。不分种族、肤色、性别

/性（包括怀孕、性别认同）、宗教；民族血统、残疾、外籍人士和公民身份、年龄、婚

姻状况、家庭关系等。状况、军事状况、伙伴关系状况、诱发性遗传特征、性取向、以前

的逮捕或判刑记录、失业状况、以前的工资历史、消费者信用记录、照顾者身份或家庭受

害者身份。暴力、性犯罪、跟踪或约会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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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事务  

对外事务包括政府间关系办公室（Office of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和通信部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DOC）。政府间关系办公室负责担任 NYCHA 与州和市立

法机构以及各政府机构的联络人。它与州立法机构和市议会的成员就与房屋局业务有关的

监督问题、立法或拨款进行合作。该办公室还编制 NYCHA 的年度立法方案，并协助法律

部编写供州立法机关（State Legislature）审议的立法，以及对可能影响机构方案或职能的

其他立法提案提出意见。 

政府间关系办公室与DOC紧密合作。DOC通过众多的沟通渠道，向包括媒体、居民、雇员、

社区伙伴和公众在内的多个受众开发和传播NYCHA的信息。该部还充当了就时事热点和当

前问题向媒体进行询问和宣传的关键点。在与其他部门和外部伙伴的合作下，DOC确保

NYCHA得到准确和一致的代表。 

NYCHA的宣传工作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 媒体关系（Media Relations)，包括代表 NYCHA 与新闻媒体的所有联系。 

• 居民通讯（Resident Communications），包括 NYCHA 的语言服务部门（Language 

Services Unit）和居民出版物，如 NYCHA Journal.；  

• 数字通信（Digital Communications），包括 NYCHA 面向公众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如

NYCHA 的推特和脸书页面管理；  

• 数字和印刷品中的员工通讯（Employee Communications），包括在 NYCHA Connect

上的通讯。 

 战略与创新  

战略与创新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y & Innovation, OSI）成立于 2019 年，与 NYCHA 的各

个部门合作，在为居民提供服务的方式上做出积极的改变。联合战略规划和绩效管理

（Strategic Planning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团队，目标是确保我们使用服务设计

和数据驱动技术，以及引入创新工具来提高运营效率和居民的体验。 

 战略 J.1：建立数据治理  

当物业在获得、维护和利用数据时，其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资产，通过使用及时和可操作

的信息，改变像 NYCHA 这样大型复杂组织的运营质量。NYCHA 利用综合系统和各种系统

开展活动，如对公寓进行维修，完成居民的年度重新认证，采购材料和用品，对住宅区进

行资产改良，与第 8 节项目业主进行交易，以及处理对供应商的付款。在这些系统中，数

以百万计的具有各种属性的记录往往在没有明确和一致的规则的情况下被创建。数据治理

（Data Governance）是组织和实施有效使用数据的原则、政策、程序和标准的做法。它将

帮助 NYCHA 回答关于其大量数据的一些基本问题。是否需要高度的自信才能做出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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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我们是否实现了主要系统间数据的无缝共享？数据是否安全并受到保护？我们是否

有明确传达的共同理解和一致定义？ 

作为整个转型计划的一部分，IT 部的权力下放模式打算重新界定和加强与该机构四个核心

领域的关系，他们是各种系统的用户和所生产信息的消费者：运营部、资产与资本管理部、

监管与合规部、财务与行政部。IT 部门将与其他组织伙伴一起，在建立数据治理框架和流

程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以支持业务、战术和战略决策。 

企业数据治理和战略将帮助 NYCHA 实现以下效益： 

• 提高利用分析技术在整个机构（从住宅区到中央办公室部门）作出数据驱动决策的

能力。 

• 提高物业管理和一线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利用数据的能力。 

• 提高 NYCHA 资产（如锅炉、电梯、屋顶风扇等）的位置、状态和生命周期的能见

度，这将加强规划和预防性维护工作。 

• 通过创建企业范围的数据字典，提高跨多个系统（Maximo、Siebel、Oracle）采集

和报告数据的准确性。 

• 通过明确定义角色，如将数据管理员纳入业务单位，对 NYCHA 业务的所有方面的

数据管理和准确性实行问责。 

NYCHA 将数据治理视为本组织的长期目标，将包括以下阶段：  

1. 发出征求建议书（Request for Proposal, RFP），以制定 NYCHA 数据治理结构 

2. 建立 NYCHA 数据治理组织（Data Governance Organization） 

3. 为数据治理组织配备人员 

4. 制定数据治理流程框架和技术   

5. 运作数据治理组织 

 战略 J.2：投资新技术  

NYCHA 的员工每天都要依靠技术来完成他们的工作。他们在 Maximo 中处理工单，在

Oracle 中输入采购订单，在 Siebel 中记录居民投诉，并使用无数其他工具和系统。但是，

虽然这些技术对我们服务居民的能力至关重要，但它们也维护了现状，抑制了变革。 

为了改善对居民的服务，重塑 NYCHA 的形象，并成为物业管理的领导者，我们必须投资

于最先进的技术，以提供对建筑物和系统内部状况的可视性。例如，NYCHA已经开始安装

新的最先进的建筑管理系统（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 BMS），以提供物业的实时反

馈，如供暖设备故障、水电使用和室内温度传感器读数。 

除此和其他智能建筑技术外，NYCHA 还将投资建立企业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并将其整合到整个机构中。企业 GIS 将是一个统一的工具，各



2020 年 11 月 16 日——仅供讨论，不用于分发 

61 
 

部门的多个用户可以共享和分析空间数据。企业 GIS 背后的真正创新将是三维的、地理定

位的 NYCHA 物业“数字双胞胎”，资产管理工作人员可以将实时 Maximo 工单和其他建筑性

能和条件数据可视化。 

企业 GIS 将促进业务部门和基本建设部门之间的数字协作，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并通过

将关键数据汇总到单一地点，实现全面的资产规划：资产年限、使用寿命和保修；实物需

求评估（Physical Needs Assessment, PNA）的状况数据；以及楼宇管理系统的性能数据。

数据整合到位后，资产管理团队可以将工单等数据作为资产性能的代用，通过空间分析，

为资源分配、资金选择过程以及全方位的建设管理提供参考。 

此外，NYCHA 还在进行技术改造，采用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这是建筑、工程和施工（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AEC）专业人

员用来更有效地规划、设计和建造建筑物的过程。BIM 整合了资产的详细信息，并生成了

与 GIS 兼容的 3D 表现形式，使基本建设项目司的设计人员与运营维护人员的工作信息相

同。这种整合的结果是从规划到设计到施工再到维护的直线对传。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

在建筑生命周期的每一步都要进行数据化的决策。 

 战略 J.3：赋予 NYCHA-Stat 权力，要求作出业务决定 

“如果你不能衡量它，你就不能改进它”，这是管理思想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经

常说的一句话。为了实现本计划中提出的组织目标，NYCHA工作人员必须有明确界定的衡

量标准和系统的业绩审查程序。NYCHA 最初于 2001 年实施了房屋局生产力跟踪系统

（Authority Productivity Tracking System, APTS），作为对管理人员进行问责的工具，并为

NYCHA的行政人员提供分析数据和实现更有效和高效服务的能力。这个过程经历了各种反

复，最终形成了目前的 NYCHA 统计、趋势和跟踪（Statistics, Trends, and Tracking, STAT）

会议。过去几年来，这些会议一直在零星举行。作为转型计划的一部分，NYCHA打算优先

考虑在该局各级进行定期和一致的绩效管理。 

每月的 NYCHA STAT 会议将召集行政人员对 NYCHA 范围内、行政区、社区和住宅区层面的

业绩进行完全透明的审查。在这些会议上，物业管理团队的成员，从社区主管到物业维修

主管，都将解释关键绩效指标的趋势，如租金收取、租金拖欠、年度重新认证、维修和熟

练技工工单、供应商工单、公寓准备时间和重新入住的周转时间等。预算部、人力资源和

法律等支持部门的高级代表将出席会议，并可就具有挑战性或不确定的问题提出有益的见

解。这一过程强调问责制，但也突出了工作人员需要协助或更多培训的领域。对所有需要

采取后续行动或纠正行动的项目进行跟踪，必要时上报并及时处理。 

除了对物业管理部门的绩效审查外，NYCHA 的 STAT 程序还将包括对基本建设项目司和采

购等关键部门的审查。会议还将强调与 HUD 协议的支柱领域有关的指标（霉菌、害虫、

铅、电梯和暖气），以全面、综合地看待 NYCHA 的业绩。 

虽然 NYCHA STAT 的大型会议将每月举行一次，但其愿景是将 NYCHA STAT 的原则纳入该机

构的日常运作中。从物业经理每天检查住房助理的年度审查情况，到物业维修主管审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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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工作单，再到采购人员监控用品库存，所有部门领导每周至少要与员工审查一次他们

的指标，以确定需要注意的领域，以及早期干预可以大大改善结果。NYCHA STAT 将逐渐

灌输为居民提供一流服务所需的纪律和重点。 

 法律部（Law Department）  

负责法律事务的执行副主席和总法律顾问以及法律部的律师为 NYCHA 提供法律咨询和代

表。法律部分为以下业务组：战略举措和特殊政策；劳动关系和就业；公平住房和就业诉

讼；上诉；公司事务；房地产和经济发展；商业诉讼；一般诉讼；民事诉讼；员工纪律；

住房诉讼；以及侵权行为。 

作为转型计划的一部分，法律部正在与社区参与和伙伴关系、战略与创新以及管理服务部

合作，审查 NYCHA 如何改进居民租赁条款的执行情况，同时还与供应管理部合作制定新

的采购政策手册。 

在许多活动中，员工和居民提出了一致的主题——NYCHA 需要更好地执行其规则，以提高

我们物业服务范围内居民的生活质量。 

 战略 K.1：减轻物业一级工作人员过重的负担，在社区一级实施统一的

业务流程。 

目前，NYCHA要求住房助理和物业经理对不支付租金和其他违反租约的居民提起终止租赁

程序。NYCHA的法律部和公共住房租赁管理部对哪些案件被提起诉讼以及为何提起诉讼几

乎一无所知。此外，汇编文件和出庭，这两项工作都需要高度熟悉法律程序，这些责任往

往强加给住房助理和物业经理，他们不得不在专注于物业的其他任务或专注于执行租约之

间做出决定。 

法律部、公共住房租赁管理部及运营部将设计新的租赁执法行动业务流程。作为初始事项，

法律部将与新的“邻里模式”地理结构保持一致，并在这一进程开始时直接与物业管理部门

合作。律师将与物业管理公司合作，根据具体案件的事实和情况，决定是否应该继续进行

终止租赁行动。 

第二，NYCHA 将审查一个正在进行的试点项目——中央住房法院单位，并评估是否应将其

扩大到所有不付款案件的范围。扩大后的住房法院单位也将与邻里模式保持一致。助理经

理和住房法院单位工作人员将分配至每个行政区，但一些工作人员也将被单独分配到

Harlem 和 Red Hook，这两个区有单独的社区 

 

扩大后的住房法院单位将集中跟踪法院下令进行的维修，与居民见面，出庭，准备案件档

案，并在 Siebel 系统中创建服务请求。集中处理不缴费案件，将有助于确保驻物业的住房

助理和物业经理有更多时间专注于物业中的其他诉讼，包括其他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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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通过使法律部和住房法院单位与业务处的地理结构相一致，律师及其他精通法律程

序的工作人员便能够在每个案件进行时拥有联络点。建立明确的沟通渠道，将提供这一进

程的透明度，并使个人能够权衡案件应如何进入该进程的下一步。 

 战略 K.2：为每个案件设计前置干预措施 

NYCHA无法根据案件事实查看某户家庭的历史情况，以决定对租约的执行最为恰当的干预

措施。相反，各住宅区在执行规则的条款和程度上缺乏一致性。 

有了充足的数据，NYCHA就可以要求统一决策，同时确保我们在法庭上更好地把工作重点

放在涉及“不具有希望”和持续拖欠租金或延迟付款的案件上。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

其他干预措施（包括快速维修、HRA 补助、付款计划或社会服务）可能会成为更为恰当的

干预措施，以确保租赁规则得到执行。这些干预措施可以且应该在我们上法庭前进行。 

第6章. 住房组合规划 

NYCHA 的住房组合需要资金 400 亿美元，但目前无法筹集到这笔资金。虽然最初的公共住

房融资模式旨在实现自给自足，并有充足的租金收入进行定期大修，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资金补贴没有跟上需要，很多住宅区已经错过了两个甚至三个资本重组周期。这些资金缺

口对居民的生活质量有重大影响，并给维修人员造成恶性循环，即他们必须反复修复相同

问题，却明知没有进行真正需要的修复。此时便有机会对 NYCHA 整个住房组合进行资本

重组，并将其自身定位为纽约市稳定、可持续的资源，如自 1953 年以来做的那样。 

A. 基本建设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司（Capital Projects Division, CPD）负责规划和实施 NYCHA 开展的所有基本建

设工程，其中包括超级风暴桑迪复原和恢复计划。CPD 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战略分配，以确

保 NYCHA 的住房存量能留到下代居民。 

基本建设投资通常是长期项目，旨在改善或提高未来几代物业的运营状况。十年展望和五

年规划周期要求CPD必须展望未来，并利用数据、概念验证和专业知识推动决策，并利用

这些决策来领导本机构在能源和可持续性投资组合、气候适应、创新设计标准和建筑技术

等方面的发展。CPD 利用自身在规范一致性、设计、能源和建筑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协

调众多职能部门，以完成 NYCHA 的总体任务。此外，CPD 还调整了自身职能，以预测

NYCHA 基本建设项目不断变化的需求，打破了过去存在的各自为政的局面。 

工作类别现在大致分为四方面——(1)建筑围护工程，包括屋面、砌筑和窗户等外部工程；

(2)供暖、电梯、管道、燃气立管、地下蒸汽管和配水管道等建筑系统；(3)公寓和建筑内

部装修；(4)地面及其他外部场地安全和改进。CPD 还执行能源绩效合同。 

NYCHA 的 2020 年基本建设计划将使用约 71.14 亿美元，用于改善基础设施、重大现代化

建设、其他系统升级、修复、复原和加固受超级风暴桑迪破坏或影响的住宅区。该计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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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基础在于目前联邦资本融资预期、地方官员和纽约市的筹资情况以及超级风暴桑迪后

预期的灾后恢复情况。 

该计划包括 61 亿美元的纽约市基金和联邦基金，用于修复老化的供暖设备、电梯、外墙

和屋顶。城市计划包括 12 亿美元，用于解决铅、霉菌、供暖、电梯和害虫问题。联邦计

划包括 7.91 亿美元用于解决建筑物外部，包括砖瓦和屋顶项目，另有 1.14 亿美元用于更

换电梯。州计划包括 3.5 亿美元用于锅炉，1 亿美元用于更换电梯。总的来说，在本计划

所包含的 71.14 亿美元中，47%来自联邦年度资本拨款，38%来自纽约市，7%来自纽约州，

8%来自其他来源（社区发展专项拨款（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 CDBG）、灾

后恢复和其他）。39  

为完成这一重要的基本建设项目，CPD 正在采用以下一些战略。 

 

1. 战略 A.1：进行持续的内部重组和能力建设。 

近年来，CPD 整合了不可能再吸引资金资源的第三方大型独立项目管理公司，最大发挥其

在组织管理中的效能。CPD 还完成了战略性组织调整，以加强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问责

制，并与行业标准保持一致。正在进行的改进措施包括增加技术的提供和使用，使表格标

准化和简化内部程序，以及寻求不同的项目交付选择。基本建设项目这一核心贯穿于 CPD

各个部门，并通过集体努力最终得以完成。这些关键职能是：  

• 基本建设项目规划——利用数据驱动的决策，CPD 与 NYCHA 其他司和部门合作，制

定 NYCHA 的 5 年基本建设计划。该部门由四（4）个单位组成。财务规划，负责监

督 5 年基本建设计划的制定，并确保 NYCHA 及时承付资金；成本估算，负责对基

本建设项目从规划开始到结束进行估算；实物需求评估（Physical Needs Assessment. 

PNA）单位，负责管理 NYCHA 的综合物质需求评估程序；以及合同管理单位，负责

监督所有建筑/工程和施工管理合同和任务订单。 

• 设计——设计部通过顾问和内部专业人员，提供建筑和工程服务，以支持 CPD 和

NYCHA，平衡计划工作、紧急需求和紧急情况。本部门由三（3）个单位组成。建

筑、工程和规范/标准。备受赞誉的"互联社区（Connected Communities）"倡议由

设计部负责。 

•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该部门是NYCHA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管理者，负责规划和实施

能源和水效率改造，改善 NYCHA 的园区基本建设以提高长期的可持续性，实施试

点项目以测试新的技术和方法，并向 CPD 和 NYCHA 的其他部门提供技术援助。可

持续发展的建筑是健康的建筑，该部门将扩张以协助 NYCHA 进行基本建设、霉菌

和铅项目。该部门还负责管理 NYCHA 的能源绩效合同（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s, EPC）、新的建筑管理系统（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s, BMS）、综合

                                                      
39 根据《已通过的 2020 财政年度预算》和《2021-2024 财政年度四年财务计划》的基本建设计划信息。

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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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管理计划、在 NYCHA 的屋顶和停车场等地实行的社区共享太阳能计划

（Community Shared Solar）等。 

• 项目管理——三个项目管理团队和两名签约项目经理对基本建设项目从开始到结束

和试运行进行全面监督，确保项目安全、按时、在预算内交付，并符合合同文件规

定的质量。集中运营部门管理并指派人员进行施工检查，以支持项目管理人员。基

本建设项目的生命周期包括规划、设计、采购、施工和收尾阶段，由项目经理管理。 

• 恢复和复原——该部门负责监督约 32 亿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超级风暴桑迪的灾

后恢复和在受到风暴严重破坏的建筑物上安装复原措施。该计划涵盖了四个行政区

33个园区的220多栋建筑和相关系统。复原部门还负责监督几个试点项目和NYCHA

即将推出的气候适应计划（Climate Adaptation Plan），其重点是复原设计战略。 

• 支持服务部——支持服务部致力于建立一种“卓越服务”的文化，通过提供行政服务，

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后勤管理和处理承包商付款、分析和报告、施工安全和质量、

质量保证、内部合规和培训等，共同负责协助 CPD 工作人员完成任务。 

  战略 A.2：实施数据驱动和战略资本规划  

利用通过 PNA 程序获得的信息和运营数据，CPD 在规划工作时采用逻辑建筑顺序，以保护

和维持住宅区内的投资。这个顺序从密封建筑围护结构——屋顶和砖瓦工程开始，然后转

向建筑系统、内部装修和地面。 

根据这一方法，根据以下程序确定了近期计划更换电梯和供热设备的住宅区：  

• 根据剩余使用年限和 2017 年 PNA 检查中发现的缺陷进行 PNA 状况评级。 

• PNA 的评级是按从好到差的五分制来评定的。PNA 状况评级定义如下：  

1. 良好：该部件全新或几乎全新；能正常运作；无需修理，无缺陷。 

2. 在好和尚可之间：该部件正在正常运作；有一些使用和磨损的痕迹；可能需

要日常维护。 

3. 尚可：该部件处于其使用寿命的中间点；能正常运作；需要小修或维护才能

继续正常运作。 

4. 在尚可与不佳之间：该部件的使用寿命已过四分之三；在运作时出现一些故

障或效率低下；有可能在近期内发生故障，需要进行大修才能继续正常运作。 

5. 不佳：该部件已达到或接近使用寿命；无法运作或即将无法运作；有重大缺

陷，需要更换。 

• 根据使用表现（停电次数）、工单票据和零部件供应情况对运行状况进行评级——

这一信息由 NYCHA 运营部的供暖和电梯部门主任和/或副主任每年提供。每年第二

或第三季度，运行评分通过 Excel 工作表以电子方式提供给 CPD，为年度基本建设

规划分配过程提供信息。 

• 考虑规模经济，以实现投资最大化；此外，由于 NYCHA 的建筑通常是一个住宅区

的一部分，占据园区内的多栋建筑，该机构已确定，更换住宅区中所有建筑的整个

供暖设备系统和电梯系统，比单独更换锅炉或电梯更具成本效益。如果承包商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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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住宅区时对多个锅炉或电梯进行施工，在将资源部署到现场时，就会减少与承包

商调动有关的费用。 

基本建设项目的预计费用是根据以下数据来源确定的：PNA估计的更换成本、RS Means是

纽约市项目和 NYCHA 最近授予的类似项目建筑合同的成本计算数据。此外，NYCHA 还对

基本建设项目分配采用了升级系数。 

 战略 A.3：继续采用综合计划管理信息软件系统 

2019 年，CPD 采购了高透明度、基于云端的、自行管理的计划管理信息系统软件 e-Builder。

这款软件对用户友好，也可用于管理数据，工作人员可以使用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或智

能手机访问所有文件和项目的现场信息。采购 E-Builder是为了取代以前的项目管理软件，

因为内部或软件创建者将不再支持该软件。 

自 e-Builder 启动以来，CPD 概述了 NYCHA 基本建设过程中几乎每一步的工作流程，从项

目特许和启动到结束，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调试。目前，e-Builder 中有 700 多个活跃的项

目，从规划/项目章程到设计、采购、施工、收尾和调试。在 9 个月的时间里，项目从旧

系统中迁移出来，这需要与 CPD内部和以外的利益相关者密切协作。此外，为了准确地跟

踪项目并反映出对一个住宅区的适当供资，所有合同，包括需求合同或有许多任务订单

（多达数千份）的单项合同，都按任务订单分开，并作为有具体供资编号的单个项目分配。

这就需要创建数千个新的 Oracle 供资编号和数千个新的项目文件。因此，该系统的架构提

供了方向性和透明度；它还消除了 CPD 内部各部门之间曾经传递的数百张表格。 

事实证明，当 COVID-19 疫情来袭时，CPD 采用基于云的 e-Builder 是一个巨大的资产，因

为员工能够通过资金或符合 CDC指导原则来标记受影响的项目。重要的是，工作人员利用

这个基于云的软件立即转入远程工作环境，使他们能够不间断地继续工作。在纽约市疫情

最严重的时候，尽管业务方式发生了变化，但 CPD 的认证工资项目仍保持在疫情前的水

平，平均每月七千五百万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 e-Builder的无缝交易审批程序，

其中包括供应商提交的电子文件。重要的是，大多数基本建设项目在保持安全和保证质量

的情况下，仍然按期进行。 

CPD 还试行使用 e-Builder 对其纽约州政府资助的赠款支付协议（Grant Disbursement 

Agreement , GDA）项目进行更详细的资产管理跟踪，该项目拨款 4.5 亿美元，用于更换纽

约市三十五（35）个住宅区的供暖设备和电梯。GDA项目将作为单个资产进行跟踪。然而，

鉴于在 e-Builder 中完成这一级别的资产跟踪需要额外的资源，CPD 也在探索其他选择。 

 战略 A.4：向 HUD 申请公用事业减免，以获取节省的费用  

NYCHA 正在向 HUD 提出一项建议，要求进行一系列改革，以获取所有的水电费节余，无

论这些节余是如何实现的。NYCHA感谢HUD的同事们多年来在推进能源绩效合同（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s, EPC）方面给予我们的支持。截至目前，NYCHA 从 2013 年单一的、

自行开发 1800 万美元的 EPC 项目，到 2020 年融资 3.1 亿美元的项目，超过了我们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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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NYCHA的能源项目经过多年的发展，从简单的照明改造到利用

节省下来的资金赞助蒸汽设备、分离生活热水，并安装楼宇管理系统以监控水箱房的运行

状况和公寓的舒适度状况。随着 NYCHA 将广泛的混合资金来源聚集在一起，我们将需要

获得我们的保护性倡议的全部财政利益。既定的 EPC 和公用事业费率减免框架，限制并约

束了 NYCHA 可以累积的费用。 

NYCHA计划要求作出以下修改，并正在准备分析支持，以配合该要求，并进行最后提交。 

1. 接受所有公用事业公司的减免优惠。   

允许 NYCHA 保留我们与纽约电力局（New York Power Authority）、纽约市环境保护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和我们的天然气公用事业公司采取的降低

费率行动所带来的全部财政利益。 

2. 放弃三年水基线。 

允许 NYCHA 用不到 3 年的数据确定基线。NYCHA 将拥有 1-2 年的数量数据，在某些情况

下还有部分年份的数据，这些数据可用于确定资助改造的基线。水资助工程将与电、气措

施同时进行。 

3. 允许使用所有可用的资金来源，以产生公用事业储蓄，包括冻结基数。 

允许 NYCHA 利用所有可用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基本建设和运营资金，从更换的设备中保

留公用事业和减少废物项目的全部财政利益；允许 NYCHA 冻结其滚动的基本消费水平，

并对缺失、不完整或不正确的公用事业数据进行任何必要的调整；对预计的燃料变化，如

天然气转为电力或天然气转为购买的蒸汽进行等量消费调整；与天气有关的、占用或符合

《守则》的调整；以及类似的考虑因素。 

4. 取消对 EPC 奖励的限制。 

确保通过 HUD 公用事业奖励措施节省的所有资金均可用于项目工作，并由 NYCHA 接收。

从 HUD 的能源激励措施（如冻结基数、额外补贴）中为 HUD 提供的节余往往低于从节余

中获得的全部经济利益。由于激励措施的限制，节省的费用通常是预计节省费用的 10-

15%，可以为 110,000 个住宅单位的额外建筑系统改造提供超过 4500 万美元的资金。 

5. 允许结构性融资，为运维降低成本。 

先进技术带来的成本降低，可以减少运营和维护成本，但没有列入第三方合同或融资。例

如，NYCHA 提出的气动废物循环试点项目，预计将把家政人员从 20 多人减少到 2 人。

NYCHA 的外部照明项目通过安装 LED 灯技术来提高安全和安保，该技术使灯管寿命大大延

长，达到 7 万小时，而一般高压钠灯的寿命为 2.4 万小时，从而减少了对人力和设备的要

求。可以通过减少的运营和维护成本，为这些和其他有弹性和可持续技术的创新方法或公

私融资战略提供资金。NYCHA 的个人服务劳务预算每减少 1000 万美元，NYCHA 可以资助

1.2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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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 A.5：实施其他基本建设项目管理改进措施 

CPD 还在实施其他改革，为改进目前的做法和改善 CPD 向 NYCHA 居民提供的服务提供了

机会。 

以下是各项倡议的摘要，以及 CPD 执行各项倡议的进展情况。 

1. 编制最新的基本建设项目程序手册。 

目前正在更新基本建设项目程序手册，其中反映了所有进程中的利益相关者，预计将在

2021 年与培训方案一起发布。 

2. 与利益相关者一起制定项目战略文件。 

目前正在制定统一的项目战略文件。使用 e-Builder，所有新项目现在都会收到一份“项目

章程”，其中包含了项目启动的行业标准要素。工作人员关于《e-Builder 项目章程》（e-

Builder Project Charter）的培训已经完成。其他文件，如项目交付执行计划（Project 

Delivery Execution Plan），其中包括关于时间表、费用和组织结构的详细信息，已经为选

定的住房组合完成，CPD 正在分析将该文件推广到整个住房组合。 

3. 扩大关键业绩指标的使用范围。 

CPD 与业绩跟踪和分析部合作，确定并监控关键业绩指标，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是否按计划

和在预算范围内、安全事故发生率、项目时间表、承包商安全和质量业绩等。 

CPD 正在努力确保数据的质量和一致性以及更新的及时性，并评估组合和业务要求，以确

定更多的衡量标准。目前正在开发通过 e-Builder 中的报告和仪表盘进行可视化，以提供"

一目了然"的故事板，以及深入分析的机制，以查看支持信息。随着新报告的推出，工作

人员将接受关于新报告的使用和定制的培训。 

4. 组成专门的调度团队。 

CPD 正在建设一支专门的调度队伍。确定了团队的角色和职责，并张贴了工作说明。聘用

工作已经开始，待调度员上岗后再进行培训。 

5. 加强对 CPD 的遵守和内部审计监督。 

在加强对CPD的遵守和内部审计监督方面，已经开始评估内部作用、责任和程序。正在对

该部进行结构调整，以避免与现有职能重叠，并正在最后确定额外的人员配置需求。 

6. 单独的质量和安全检查团队。 

CPD 已经完成了质量和安全检查团队的分离，确定了新的工作职责，雇用了工作人员，并

修改了现有的模板和政策以适应新的配置。培训正在持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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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制定设计团队计时。 

最后，由 IT部门牵头的计时倡议，最终将使整个NYCHA的多个部门受益，而不仅仅是CPD

设计部，这一行动预计将于 2021 年完成。 

B. 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部（Real Estat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REDD）负责组建、谈判和构建公私合

作关系，以便对房屋局的公寓进行资本重组和修复。REDD主要负责执行NYCHA 2.0计划，

这是一个负责处理价值 240 亿美元的重要基本项目维修的 10 年计划。作为其《永久合理

租金之共同承诺》（Permanent Affordability Commitment Together, PACT）倡议的一部分，

NYCHA 正在将 62,000 个单位转为基于第 8 节的项目计划，以提供更稳定的联邦补贴流，

并使 NYCHA 及其发展伙伴能够筹集资金，以解决超过三分之一的住房组合的全部资本需

求。“建设保护”（“Build to Preserve”, BTP）和“转让保护”（“Transfer to Preserve”，TTP）将

为另外 10,000-15,000 套公寓提供大修。到 2020 年底，NYCHA 将通过 PACT 改造超过 9,500

套公寓。这些建筑物已经或即将进行全面维修，投资超过 13 亿美元。另有 1.25 万套公寓

是 PACT 项目的一部分，正在进行居民参与或前期开发。 

总的来说，这些计划代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不仅可以解决 NYCHA 的建筑物和公寓

的物理需求，而且还可以投资于支持居民健康和繁荣的资源和便利设施，包括安全、可步

行的街道、公共空间、社区零售、交通和社会服务。 

为了执行 NYCHA 2.0 计划，并在执行《蓝图战略》（Blueprint Strategy）中发挥关键作用，

REDD 已经重组为以下业务部门，可以支持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同时在核心

价值上保持战略一致。新的结构将帮助该部门在流程的每一个阶段更有针对性，确保项目

管理的卓越性，并为我们的居民和整个 NYCHA 工作团队的其他同事提供高水平的客户服

务。 

住房组合规划 

住房组合规划团队负责开发和管理 REDD 项目管道，领导社区规划和参与倡议，并制定政

策和宣传战略，以支持这些措施的全面成功。在与 NYCHA 其他部门（包括社区发展部）

的合作下，住房组合规划团队领导了从项目开始到开发商选择的所有前期居民和利益相关

者的参与，此时，交易团队开始在引导项目到财务结算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住房组合规

划团队最近对 NYCHA 的住房组合进行了全面分析，以制定更明确的、以数据为导向的方

法来选择纳入 PACT、BTP 和 TTP 计划的房产。该团队还与全市居民领导层合作，实施新的

居民规划和参与策略，目标是为居民提供有意义的机会来参与塑造社区的未来。团队成员

结合了房地产金融、社区规划、城市设计、建筑、研究和住房政策等方面的技能。 

设计与施工 

设计和施工团队负责为所有 REDD 项目和倡议提供技术服务和专业知识。服务包括物业尽

职调查；环境规划；《纽约州环境质量审查法》（State Environmental Quality Review Act, 



2020 年 11 月 16 日——仅供讨论，不用于分发 

70 
 

“SEQRA”）和/或《国家环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NEPA”）所要求

的环境审查；根据 HUD 的要求为处置活动准备物理条件评估，如 RAD 基本建设需求评估

（“RAD CNAs”）和根据《美国 1937 年住房法》的第 18 节进行的折旧评估；分区和代码审

查；设计和规范审查；向建筑局和纽约市其他机构提交文件和许可证；施工监督；以及质

量控制。此外，设计和施工团队确保 PACT 维修范围满足 PACT 物业的物理需求，保持维修

质量标准，PACT 维修范围解决 NYCHA 优先考虑的铅、霉菌、石棉、供暖、电梯、废物管

理等问题，并普遍推进为 NYCHA 居民提供健康住宅的目标。 

交易 

交易团队负责执行房地产开发交易，从采购过程开始，到交易的施工结束，包括永久贷款

转换和/或再融资。交易团队与 REDD 住房组合规划合作，编制采购材料，如报价邀请函

（Request for Quotation, RFQ）、征求建议书（Request for Proposal, RFP）和/或征求意向书

（Request for Expression of Interest, RFEI），并评估提案，最终为公私伙伴关系指定一个发

展伙伴。然后，交易团队与选定的开发商合作伙伴、律师、顾问和其他 NYCHA 住宅区合

作，见证项目的财务结算，谈判和构建交易条款，以实现房屋局居民和房地产住房组合的

价值最大化。在交易的财务结算时，交易团队协调将住宅区开发项目移交给 REDD 的资产

管理团队。最后，交易团队介入管理住宅区开发项目向永久融资和/或任何其他再融资的

转换。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团队负责管理与我们的住宅区合作伙伴之间的持续关系，并监控住房组合中每个

项目的表现。该团队与 NYCHA 其他部门和 REDD 团队合作，以确保合规要求和住房组合分

析得到明确界定、跟踪、管理、报告和评级。合规要求包括监控 HUD 的监管要求，监控

劳工和承包商的要求，监控施工，监控驱逐和法律程序，以及监控项目的其他法律要求。

管理住房组合细节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项目的财务健康状况，监控和管理对 NYCHA 的付款，

批准运营预算，并在需要时对项目做出管理相关决定。资产管理团队也会在项目出现问题

时，与住宅区合作伙伴和物业经理一起解决。 

业务运营  

业务运营团队为整个 REDD 提供业务和行政支持，并侧重于内部流程和程序，以帮助团队

快速运行。它负责代表该部门管理采购流程，并管理与 REDD 的各种外部顾问的合同和业

务关系。业务运营团队还负责管理 REDD 的内部预算，并作为该部门与 NYCHA 内其他支持

性业务单位的联络人，如信息技术、人力资源、采购和财务规划与分析。 

C. 变革蓝图和公共住房保护信托基金 

为了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并使 NYCHA 的全部住房组合符合 HUD 协议和基本的住房质量

标准，NYCHA 估计需要大约 180 亿美元来稳定这些房产。变革蓝图稳定计划概述了 NYCHA

筹集资金和实施这些改进措施的计划。稳定计划解决了资金缺口和 11 万套公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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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寓目前还没有进入 NYCHA 2.0 项目的规划中，NYCHA 2.0 项目覆盖了 6.2 万套公寓。

这笔"稳定成本"将涉及 HUD 协议的所有关键领域。 

• 霉菌：全套厨房和浴室维修，通风系统，管道。 

• 铅：完全消减（不只是治理）。 

• 供暖：用绿色解决方案取代老旧、低效的系统。 

• 电梯：基本建设项目置换。 

• 害虫：新的垃圾场、室内压实机。 

• 杂项工作：安保、燃气立管。 

全面改造这些建筑物，除了稳定投资外，还意味着额外的工作，将耗费 70 亿美元，共计

250 亿美元。全面改造将包含社区中心和地面、新的外墙和其他改进。 

然而，如果将所有从联邦、州和城市合作伙伴那里获得的资本资金加起来，再加上预计的

NYCHA 长期储蓄，我们将面临超过 110 亿美元的稳定资金缺口和超过 180 亿美元的全面转

型资金缺口。 

《稳定计划》是 NYCHA 有史以来首个针对每栋楼的全面计划。为此，我们建议建立公共

住房信托基金，并利用新的资金来源，为居民提供安居房，确保我们不落下任何一间公寓。

一个公共信托机构将能够采购和加快大规模的、历史性的建设，并获得联邦租户保护凭证

（Tenant Protection Voucher, TPV）。 

TPVs 是 HUD 最有价值的凭证，价值几乎是其他联邦补贴的两倍。NYCHA 至少有 110,000

套公寓有资格获得 TPV，因为它们的状况很差，符合 HUD 的"折旧"标准。当住房"陈旧"时，

它们有资格获得 TPV。 

NYCHA 建议用这笔 TPV 补贴金作为抵押品来筹集资金。HUD 将需要批准将 TPV 集中起来

的计划，然后再将它们附在具体的公寓上，以便现在就可以用它们来筹集资金进行基本维

修。通过这样做，NYCHA 将能够筹集足够的前期资本资金来稳定所有 11 万套公寓，进一

步利用联邦资金——每 1 美元的联邦 TPV 补贴，NYCHA 可以完成超过 6 美元的资本维修。

为稳定战略提供全部资金还需要国会追加拨款。 

有了公共住房保护信托基金，NYCHA 将保证一个完全公开的过程，并有端到端的公共控

制。这两个公共实体之间的关系如下：  

• NYCHA 与公共住房保护信托基金签订长期地面租赁合同。 

• 公共住房保护信托基金监督建设管理合同；和  

• 公共住房保护信托基金合同回到NYCHA  物业管理和维护服务（因此保留

工会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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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房屋租赁 

房屋租赁部（Leased Housing Department, LHD）管理 NYCHA 的“住房补贴凭证项目”（第 8

节）。这个项目由联邦政府资助，如果租用符合房屋质量标准（Housing Quality Standards, 

HQS）的公共和私人公寓，则 NYCHA 会对符合条件的家庭支付租金补贴。第 8 节项目提供

租金补贴，由政府提供补助，家庭只需支付剩余部分；补贴的上限金额称为支付标准。提

供给房东的补贴（或住房补助金）通常是家庭调整总收入的 30%与 NYCHA 批准的公寓合

同租金之间的差额。 

共有 24,954 名房东参加了租赁住房计划，共租赁了 83,225 套第 8 节项目公寓，可容纳

185,127 名授权入住的居民。公寓平均租金为每月 1,403 美元，居民平均每月支付 360 美

元，NYCHA 平均每月支付 1,053 美元补贴。第 8 节项目住房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为 17,150 美

元。公共住房计划和第 8 节项目的住房共占纽约市住房总数的 7%，居民占纽约市人口的

7%。40  

PACT/RAD 和“公共住房保护信托基金”计划规划了从第 9 节到第 8 节补贴平台的全面住房

组合改建。如果成功改建，将意味着需要负责管理近 170,000 张凭证。 

为准备进行此平台转换，LHD 已开始对其运营和政策进行审查。本次审查的目的是确保

                                                      
40 凭证相关信息参考自 2020 财年通过的预算和 2021 到 2024 财年四年财务计划。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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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D 确定其未来资源需求，以适应该项目的增长。在这一多方面的审查中，LHD 将涵盖诸

如工作量分析、办公室容量、软件评估之类的运营组成部分，以及旨在减少居民流离失所

现象的政策。 

  

 战略 D.1：实施 PACT 授权途径试点 

PACT 试点计划——授权途径是 LHD 正在进行试点的政策组成部分，其目标是减少改建过

程中居住者的流离失所。未经授权的住户在未转入第 8 节住房计划时，如需接受第 8 节住

房援助，将需要签署租约，否则他们的机会和权益将会受限。 

 

 战略 D.2：准备增加凭证和工作量 

在 HCV 计划下，将开展定期活动，例如每年或每两年进行一次年度重新认证，续租/合同

租金增长以及房屋质量标准（housing quality standards, HQS）检查。还有一些频率更低的

活动，例如转让请求、临时重新认证和出庭。在确定合适的人员配备水平时，LHD 的当前

状态工作量分析会考虑每种活动的类型和频率。考虑到上述图表中标出的预期增长“预计

HCV 项目年度总计”，LHD 更新了其工作量分析，以确保数据的实时性。目前，正在审查

办公空间、信息技术和第三方援助对所需工作人员人数的影响及其结果。 

第7章. 就业与复苏战略  

经 1992 年《住房和社区发展法》（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ct）修订的 1968

年《住房法》（Housing Act）第 3 节，是为了确保 HUD 某些财政援助所产生的就业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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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机会在最大程度上可行，并符合现行的联邦、州和地方法律法规，旨在针对低收入和

非常低收入群体，特别是接收政府援助住房和企业经济援助的低收入群体。 

《美国联邦法规》第 24 章第 135 段（24 CFR Part 135）第 3 节条例规定了三个大类中的活

动和要求：签订合同和雇佣目标、使用第 3 节企业以及提供其他经济机会。这些规则包括

有关采购、雇用、经济机会和组建合格企业实体的具体指示。 

对于 NYCHA，所有 HUD 提供的资金，包括公共住房运营基金、资本基金和 HAP 基金、以

及纽约市提供的 CDBG 资金均需遵守该规则。需要开展招募和其他方法来推进遵守 HCV 计

划中的第 3 节条例，以协助公共住房计划的工作。HCV 是年度预算的重要部分，主要是通

过向房东支付住房补助金来实现的；但是，下一步的改革措施一定包含对 HCV 和第 3 节条

例之间 联系的评估。此外，公共住房没有承包门槛。该规则同时适用于承包商和分包商，

并且无论第 3 节的活动是由第 3 节全部或部分资助的，整个项目或活动都算包含在该条例

范围内。实际上，NYCHA 已经将第 3 节条例的要求应用于非联邦资助的工作。 

第 3 节条例适用于房屋的所有建造、重建、改建或修复（包括减少和消除含铅油漆的危

害），及其他公共建筑的建造或改建（不论所有权）。但是，除包安装的材料的合同外，

第 3 节条例涵盖的合同不包括购买物资和材料的合同。 

NYCHA 正在起草一份单独的政策文件，其中包含一整套 NYCHA 第 3 节政策和做法的修改

建议，大致分为四个领域： 

第 1——第 3 节居民/劳工的雇用 

第 2——业务发开和与第 3 节企业签订合同 

第 3——有助于雇佣第 3 节居民或使用第 3 节企业的采购做法 

第 4——基于上述合规努力，为第 3 节住户创造其他经济机会 

保持各个方面的联动、一致必须是第 3 节所有政策的核心。第 3 节会影响到 NYCHA 的每

个部门，需要各个部门都负起责任。NYCHA 在采购、居民经济赋能和可持续发展办公室

（Resident Economic Empowerment & Sustainability, REES）旗下的供应商诚信和多元化部

（Vendor Integrity & Supplier Diversity unit）负责该计划，确保第 3 节的居民和企业能够获

得房屋局提供的机会。最近，两个部门都为所有机构人员引入了新的临时标准程序和培训，

以保障合规性。NYCHA 计划发布更新的指南，包括扩大第 3 节企业签约机会的新措施和其

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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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变革管理计划  

虽然 NYCHA 的转型计划将为我们的居民、物业和员工提供实质性的改善和提升，但我们

需要调整和改变我们的运营和互动方式，以实现转型计划中讨论的许多变化。即使有了良

好的变革管理方式，变革也是困难的，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过渡期，而且在变革过程中，

生产力一般会出现短期下降。 

组织变革管理对转型计划的成功至关重要。研究表明，70%的变革以失败告终：有些是无

法带来收益，有些是直接叫停41。变革管理是提高成功几率的关键所在。有效的变革管理

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培训、沟通、领导才能、变革的愿景和变革大使。通过软（定性）

和硬（定量）因素的组合，变革才能成功。成功变革最重要的方面包括领导支持、共同愿

景、沟通和中高层管理层的变革权。考虑到所需的变革范围，组织变革管理必须与转型计

划的创建和实施同时进行。 

一刀切的组织变革管理方法、战略和框架，无法有效地实现可持续变革，尤其是在整个组

织范围内的转型中。NYCHA 需要制定一个战略，旨在优化来自不同部门的 11,000 名员工

敬业度和接受度，这些员工位于不同的地点、具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任期和经验，以及

作为住户身份的员工；这一战略对于他们每个人具有不同的意义。变革管理计划为NYCHA

的转型计划奠定了重要基础。它确立了变革愿景和总体方法，并绘制了在过渡期间实现具

体目标和结果的路径。 

NYCHA 的变革管理方法包括四个阶段，包括： 

• 了解变革准备和当前状态——培养参与度，加深对 NYCHA 的了解，了解 NYCHA 的

发展方向、现状和发展方向。 

• 根据未来状态调整——定义NYCHA未来的理想状态，并设计变革管理策略和计划。 

• 执行变革——根据反馈和经验教训，执行变革管理活动并根据需要更新策略。 

• 强化变革——通过监控 KPI、评估变革管理方法和学习经验教训，维护和加强整个

NYCHA 的变革和预期行为。 

 了解变革准备和当前状态 

为使 NYCHA 准备启动转型计划，已经开始通过以下概述的近期和计划开展的活动来了解

当前状态： 
 

• 利益相关者访谈——NYCHA 战略与创新办公室的变革管理团队直接与组织内的利

益相关者接触，以了解他们的背景，观点，优先事项，变革经验以及对转型计划

的了解。研究团队对纽约市各部门的领导进行了 27 次采访。 

                                                      
41《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N. Anand 和 Jean-Louis Barsoux 关于变革管理的错误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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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比对——团队编制了一份交叉文件，比较过去的计划，并确定 NYCHA 战略是

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的。本文档旨在了解 NYCHA 路线图42与不断发展的转

型计划之间的联系和差距，以支持内部沟通、变革管理以及向 NYCHA 监督员，

HUD 和 SDNY 的外部报告。交叉比对确定了转型计划中可能缺失或需要进一步细化

的主题，例如劳动力规划、招聘和招募、常驻人员培训和客户数据管理。 

• 转型计划午餐研讨会和调查——发起了一系列虚拟午餐研讨会，以共享转型计划

更新，回答问题并收集员工反馈。会后调查向与会者发布。这些反馈对于收集会

议反馈，评估当前对转型计划的知识和看法以及收集有关该战略的意见、建议和

问题非常有价值。这些信息有助于指导我们的沟通策略。以下是一些关键要点： 
 

 
 

• 变革准备程度调查 43——在整个转型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将定期向 NYCHA 全体员

工发送在线变革准备程度调查，以收集意见并了解变革准备情况。调查的目的是： 

o 评估员工对实施转型计划倡议的进展的看法 

o 了解员工对转型计划带来的变化的看法和感受 

o 确定变革管理策略和沟通计划的哪些方面运行良好，哪些方面可以改进 
 

计划从 2020 年 11 月至 12 月开始，以 4-6 个月为基础，向所有 NYCHA 员工分发调

查，第一次调查提供了衡量未来进展的基准。从调查中收集到的数据将用于为客户

量身定制的活动、沟通和培训提供信息，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提升准备状态。 

• 变革影响评估——变革影响评估将用于确定受转型计划影响的利益相关者以及他们

受到影响的方式和时间，并了解他们是否支持变革。变革影响评估将确定、分类和

分析整个 NYCHA 发生的影响，并按利益相关群体查看当前状态、目标状态以及对

人员、角色、过程和技术的影响。我们希望确保多个新倡议的时间安排不会使各部

                                                      
42 毕马威制定了 NYCHA 路线图，以提供成熟度评估中确定的改进机会。 
43 毕马威于 2019 年 9 月进行了一次变革准备程度调查。调查从主席办公室发给了 600 多位领导，包括从

EVPs 到物业经理。该调查主要关注对于 HUD 协议管理层和新主席的看法。转型计划变革准备程度调查将以

毕马威调查的结果为基础，并跟踪 NYCHA 在解决毕马威变革准备情况报告中概述的风险方面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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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或个别工作人员感到不知所措。通过了解时间和影响，可以对变革进行整体管理

并有效地进行沟通，并在需要时进行调整。 

 根据未来状态调整 

为了继续通过利益相关者参与活动来提高对计划变革的认识和理解，我们正在开发一个变

革网络，让领导参与进来，并专注于赋予员工权力。 

• 员工敬业度委员会（Employee Engagement Committees, EEC）：如上文在人力资源

部的讨论中所述，NYCHA 于 2017 年创建了 EEC，以通过合伙人模式吸引和授权员

工。要成为 EEC 的一员，雇员必须提出申请并接受面试。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组

25-35 人的队伍，第三组也将很快开始。变革管理团队一直在与 EEC 合作，制定切

实可行的计划，将转型计划的两个核心价值观“服务文化”和“赋予员工权力”融入到

NYCHA 的文化中。EEC 已开始向利益相关者介绍他们的想法，包括 NYCHA 高级领

导和理事会成员，HUD，SDNY 和监督员。 

• 变革网络：创建一个变革网络是在转型计划内

和转型计划以外成功进行变革的关键。在 EEC

工作的基础上，我们正在建立一个由 200-300 名

来自 NYCHA 的员工组成的变革网络，包括代表

每个部门和住宅区的至少一名变革大使。变革

网络是一个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的跨职能小组，

旨在协助实施变革倡议，目前正在与员工敬业

度团队和其他部门合作建立。变革网络将负责

以下事项： 

o 促进房屋局的透明度和沟通 

o 发现痛点、担忧和以及与转型相关

的问题 

o 确定可在整个组织中普及的领先的

做法 

o 创建一个可以用于未来倡议的持久结构 

o 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实践，提供共同创造未来的机会 

o 用行动和投入促进变革，提高意识和意愿 

此外，正在创建一个变革网络工具包，以支持变革大使。该工具包将概述角色、责任和计

划的活动，并包括变革大使可以用来促进与受影响员工沟通的工具和模板。员工可以自愿

申请成为变革大使或由 EVP 提名。这个小组的会议频率为每月一次。变革大使将收到有关

变革的新信息，向领导层提供反馈，并提出问题，以确保双向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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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计划：变革管理的一个主要组成

部分是管理与员工的沟通，主动记录

和回应反馈。通过访谈、焦点小组和

调查，员工将了解转型计划，但他们

需要弄清楚变革的原因和方式。我们

计划制定并执行一项沟通计划，其中

包括利用多种渠道的信息传递策略，

这些渠道与员工接收信息和喜欢用来

接收信息的方式相一致。 

• 领导一致性：管理层的支持对于

NYCHA 变革管理倡议和整体转型计划

的成功至关重要。与来自 NYCHA 所有

部门的 40 多名领导人和 EVP 举行了变革管理会议，以争取高管们的支持，展示对

转型计划的承诺，了解变革管理的重要性，并讨论建立变革网络。作为部门的负责

人，他们将配备与员工交流有关转型的工具，并将分配员工参与到变革网络中。在

接下来的几个月和几年里，我们将继续与领导层接触，为他们提供与团队沟通转型

所需的信息和工具以及反馈渠道。 

• 培训：我们正在努力评估和理解转型计划中的培训需求，并帮助员工学习成功所需

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将根据需要纳入到每个倡议中，并将适合于整体、全面的机构

培训计划。 

 

 执行变革 

在理解变革的影响并继续与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互动之后，将执行计划中的变革。从前

一阶段开始的活动将通过不断改进和收集反馈，并在整个转型计划的实施过程中继续进行，

并制作开发企业级变革管理框架。 

• 持续提升：通过每 4-6 个月进行一次变革准备程度调查，收集变革网络的反馈，定

期与 EVPs 会面并与员工接触，我们将

更新培训和沟通材料，并继续改进

NYCHA 的变革管理计划。我们还将查看

实施状态，以了解失败/成功案例，并

使用这些信息改进我们的变革管理方

法。 

• 企业级框架：基于上述关键活动的信

息，我们将为持续的变革管理开发一个

书面的企业级框架。该框架将根据

NYCHA 的反馈和通过实施变革管理服务

吸取的经验教训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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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变革 

许多变革倡议在短期内都取得了成功，但最终由于组织缺乏持续的承诺而失败。若要在整

个组织中维持和加强变革效果和预期行为，需要密切跟踪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

并不断改进和更新变革信息和技术，以保持员工的参与度。我们计划跟踪各利益相关方群

体对新流程的合规性，并根据需要调整变革管理计划。为了实现持续的可持续变革，实现

转型计划的全部预期效果，我们将回顾、重复并不断改进我们的企业级框架，方法是纳入

利益相关者的反馈和经验教训。 

第9章. 实施计划 

NYCHA复杂的、整个机构范围内的转型需要采用迭代实施方式，因为该计划中所述的策略

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依赖，并且与协议合规性和行动计划重叠。为确保员工和利益相关者继

续有意义地参与 NYCHA 转型的计划和推广，已为每个倡议制定了实施计划。在整个实施

过程中，NYCHA 将监控关键绩效指标（KPI），以了解每个转型战略的进展，以及可能需

要进行哪些调整以实现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成功。 

A. 方法 

 

与 NYCHA 转型的所有方面一样，实施计划需要大量的跨部门协作。为了制定每个项目计

划，NYCHA通过一系列的计划会议邀请那些最接近具体战略的员工参与进来。这些人（通

俗地称为“业主”）与战略与创新团队密切合作，为 NYCHA 的转型制定了一个审慎的分阶

段方法。随后的项目计划由以下要素组成：  

 

• 实施步骤——项目完成所必需的一项或多项具体任务； 

• 项目负责人——负责每个项目或实施步骤的个人； 

• 特定于项目的依赖关系——在所有情况下，一个项目的实施都直接依赖于另一

个项目； 

• 其他依赖项——对战略实施有直接影响的任何具体行动、项目、障碍或后勤； 

• 开始/结束日期和持续时间——在计划会议期间，每个实施小组负责为每个项目

制定一个合理的时间表； 

• 资源/成本——已知或估计的全职人力（Full Time Equivalents, FTE）、个人服务

（Personal Services, PS）或除个人服务外（Other Than Personal Services, OTPS），

以完成任何项目或任务的实施；以及 

• 风险——类似于依赖关系，与计划或实施任何项目或任务相关的风险。 

总之，这些项目计划为 NYCHA 提供了制定整个机构范围的实施计划所必需的依赖关系，

时间表和资源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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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路线图 

最终，这些项目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全面的、全机构范围内的实施路线图，其中包含了

NYCHA 转型的规模、广度、期限和顺序。此交付成果将指导 NYCHA 整个流程，无论是作

为规划工具还是作为视觉工具，以传达转型计划的长期目标。 

作为此做法的结果，NYCHA能够识别依赖关系并为该计划中描述的转型策略建立清晰的项

目顺序。一些示例包括但不限于： 

• 行政区管理团队——作为第 1 阶段的一部分，从将采购、IT、HR和财务中心办公室

的人员重新部署到行政区办公室开始，按顺序部署行政区管理团队； 

• 社区模式——在开发特定的社区住房组合之前，先将 NGO1 和 Mixed Finance 住房

组合融入社区； 

• 基于物业的预算——分阶段实施基于物业的预算，以确保物业管理人员接受 HUD

资产管理要求方面的培训，并具备在未来数年的年度预算规划期间履行主要职能

的能力；以及 

• 一致的业务流程和最重要的案例干预措施——建立不付款和长期租金拖欠案例的

临时优先级排序框架，考虑到 COVID-19 对 NYCHA 居民的影响，同时实施改进的、

数据驱动的租赁执行流程。 

NYCHA对持续改进的关注体现在本计划中描述的众多业务流程和组织变革中。上面的例子

是每个项目计划中包含的部门间改进、改革和重组的一小部分。为了实施这些战略重点，

NYCHA将密切跟踪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以确保员工和利益相关者继续参与并致

力于转型。下面的路线图说明了 NYCHA 多年转型的复杂性和广度。更详细的实施计划见

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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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NYCHA 组织结构图 

附录 B——详细的顾问建议 

附录 C——NYCHA 人口信息  

附录 D——详细实施图 

附录 E——毕马威建议交叉比对 

附录 F——住户调查结果 

附录 G——社区住房组合  

附录 H——全市主席理事会信函 

附录 I——拟议理事会委员会章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