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8 月 1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協議用來維持中產階級民眾對羅斯福島  (ROOSEVELT ISLAND)  

住宅開發區的負擔力   

 

根據州計畫，有  361 套住房的西部景觀公寓  (Westview) 額外  30 年仍將保持平價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協議用來在今後  30 年維持西部景觀公寓的平價性，

這個有 361 套平價住房的住宅區面向羅斯福島的中產階級居民。若非這份約定的

平價計畫，西部景觀公寓的所有者本將退出米契  - 瑪拉計畫 (Mitchell-Lama)，所有

公寓將變為市價，給租戶造成沉重打擊。相反，因為這份協議，西部景觀公寓雖退

出米契 - 瑪拉租賃計畫，但租戶將首次以極易負擔且低於市場的價格獲得住房所

有權機會，與此同時長期保護繼續在該住宅區租房的租戶的負擔力。  

 

「這份協議大力推進了我們的工作，旨在繼續為紐約州中產階級家庭提供優質的平

價住房，」州長葛謨表示。「我們投資於房屋修繕工作用來維持米契  - 瑪拉計

畫，因此能夠為紐約州辛勤工作的居民維護西部景觀等公寓，並保障社區今後獲得

更加美好光明的未來。」   

 

「西部景觀公寓的平價計畫將為羅斯福島的中低收入居民維持住房，」副州長凱

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份協議確保住戶負擔得起生活成本，並為他

們提供低於市場價格的房屋所有權機會。在紐約州，我們投資於全州各地的平價住

房，而這份計畫提供了又一項策略，用來保障並維護紐約州的優質平價住房選

擇。」  

 

西部景觀公寓於  1976 年竣工，是羅斯福島四個現代化住宅區之一。該住宅區有兩

棟高 19 層的互通建築。  

 

在州長領導下，與下列各方達成了平價計畫協議：北鎮三期住房有限公司  (North 

Town Phase III Houses, Inc.)；西部景觀住戶協會  (Westview tenants association)， 

該協會以西部景觀工作組有限公司  (Westview Task Force, Inc.) 的名義運營；包括

羅斯福島運營公司  (Roosevelt Island Operating Corporation, RIOC) 在內的多機構工



 

 

作組，該工作組管理羅斯福島上的業務；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HCR)，這個州住房機構負責管理米契  - 瑪拉計畫；帝國州發

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該公司在 1969 年以城市發展公司  

(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的名義運營，最初向紐約市  (City of New York)  

租用了西部景觀公寓的土地。平價計畫的效力將持續到  2048 年。  

  

根據這份協議，西部景觀公寓將退出米契  - 瑪拉計畫，符合條件的住戶將可以選

擇以市價大約  30% 的價格買下公寓（基於每平方英呎市價），並對轉賣設立限制

條件。對於繼續租賃住房的租戶，租金增幅將與收入捆綁，並採用租金指導委員會  

(Rent Guidelines Board) 批准的增幅，該委員會針對紐約市大都會區內的租金穩定

公寓設立了增幅限制。  

 

這份協議能夠達成，歸功於參與其中的全部三個州機構提供的支持：   

•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免除了西部景觀公寓最初由本州支持的部分

米契 - 瑪拉計畫房屋抵押貸款；   

•  羅斯福島運營公司同意對西部景觀公寓所屬的土地削減土地租金；   

•  帝國州發展公司為繼續按平價供應的西部景觀公寓削減賦稅等價款

項。  

 

根據這份協議，公寓所有者還須向建築物的資本儲備資金預付  600 萬美元款項，

並支付 360 萬美元定金至專項基金，用於補償租戶協會費用及其他建築物相關項

目。  

 

西部景觀公寓平價計畫  (Westview Affordability Plan) 仿效島嶼住房  (Island House) 

平價計畫，該姊妹房產於  2012 年率先成功地把米契  - 瑪拉計畫項下的租賃房轉換

成平價房屋所有權，以此作為解決方案用來避免建築物按市場價格退出米契  -  

瑪拉計畫。  

 

米契 - 瑪拉住房計畫最初由紐約州參議員麥克尼爾 ·米切爾 (MacNeil Mitchell) 和眾

議員阿爾弗雷德·拉瑪  (Alfred Lama) 提議，並於 1955 年由威廉·阿弗雷爾·哈里曼 

(William Averell Harriman) 州長簽署成為法律。  該計畫囊括在本州《私人住房金融

法 (Private Housing Finance Law)》內，計劃用於開發建設平價住房，供中等收入住

戶租賃或獲得共同所有權。開發方只要繼續參與該計畫，就能獲得減稅，以及聯邦

政府、州政府或紐約市政府補貼的低息抵押貸款。根據該法規，住房所有者可以安

排建築物退出米契  - 瑪拉計畫，並提前支付貸款來把建築物變為私有化。大多數

情況下，該期限為項目建成後  20 年或 30 年。 269 個住宅區共有  105,000 套住

房，這些住房都是根據本州米契  - 瑪拉計畫建設的。  

 



 

 

米契 - 瑪拉計畫項下的住房仍是全州中低收入家庭的重要資源。葛謨州長於  2011 

年就任以來，紐約州全面設法把州政府支持的剩餘米契  - 瑪拉計畫項目作為經濟

適用房加以長期再融資、改造和維護。作為這項工作的內容，葛謨州長在  2013  

年公佈了斥資  10 億美元的紐約住房計畫  (House NY initiative)，截至  2018 年把米

契 - 瑪拉計畫項下由本州資助的  8,600 套亟需修理升級的老化公寓改造成優質的

安全住房。迄今為止，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在  29 個地點維護  7,177 套參加米

契 - 瑪拉計畫的公寓，從而為中低收入的紐約民眾把這個重要的住房儲備維持平

價達另外 40 年。  

 

最近，作為州長撥款  200 億美元實施的經濟適用房計畫的內容，紐約州撥發  7,500 

萬美元專款給米契  - 瑪拉住房改造計畫，該計畫提供低息貸款用來幫助維護紐約

州各地參加米契  - 瑪拉計畫的住宅區。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竭盡所能支持米

契 - 瑪拉計畫項目繼續參與該計畫，例如在西部景觀公寓無法繼續參與該計畫

時，該機構與住房公司及米契  - 瑪拉計畫項目想『退出』該計畫的房屋所有者合

作，幫助為退出該計畫時租用房屋的租戶維持負擔力。該機構利用多種機制達成這

一目標，包括利用其他住房計畫，例如  RAD 計畫、第  8 條計畫 (Section 8)、退稅

額計畫、租金維穩計畫、負擔力計畫、過渡至第  11 條計畫、地主援助計畫，這些

計畫限制租金上漲。近十年退出米契  - 瑪拉計畫的項目當中有多個項目以這種方

式維持運作。具體來說，2011 年以來，61 個參加米契  - 瑪拉計畫的項目當中有  

55 個退出該計畫後以這種方式維持運作。此外，2011 年參加該計畫的  210 個項目

當中，有 204 個（或  97%）項目繼續參加該計畫，或利用其中一種機制維持運

作，維持率遠遠超過本屆州政府之前各屆政府的維持率。  

 

羅斯福島運營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蘇珊 ·羅森塔爾  (Susan Rosenthal) 表示，

「我要感謝葛謨州長發揮領導力，感謝西部景觀公寓的業主和租戶給予耐心，並感

謝該島的在任官員，包括女眾議員卡羅琳 ·馬洛尼 (Carolyn Maloney)、紐約州參議

員何塞·塞拉諾 (Jose Serrano)、州眾議員麗貝卡·西賴特 (Rebecca Seawright)、  

紐約市議員本·卡洛斯  (Ben Kallos) 在協商期間提供支持。因為這份協議，羅斯福

島的數百個居民將獲得機會以合理的價格購買或繼續租賃住宅。」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署長兼羅斯福島運營公司董事會主席魯斯安妮 ·維斯納斯

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從羅斯福島和經濟適用房事業的立場來說，

今天的公告是一次巨大的勝利。在州長帶領下，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將繼續抗

爭，為其他面臨米契  - 瑪拉計畫建築物老化問題的社區維持負擔力。」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由於葛謨州長，這項創新計畫將幫助確保米契  - 瑪拉計畫涵蓋的住戶繼

續保有經濟適用房，並提供指導供今後為其他社區保有住房。」   

 



 

 

國會女議員卡洛琳  B. 瑪隆尼  (Carolyn B. Maloney) 表示，「羅斯福島的家庭如今

將獲得機會，繼續在熱愛的社區內生活。在州長領導下，西部景觀公寓辛勤工作的

男女將保有住宅達額外  30 年。感謝州機構和地方機構共同解決這個重要問題，  

確保下一代紐約民眾保有完好的經濟適用房機會。」   

 

參議員何塞·瑟拉諾  (José Serrano) 表示，「西部景觀公寓平價協議對羅斯福島的

中低收入居民而言是個積極的成果，其中很多人已在這個社區內有著深厚的根基。

這是一項長期工作，由西部景觀公寓的租戶、在任官員及其他利益相關方共同完

成，我很高興我們達成了富於成效的解決方案。感謝葛謨州長帶頭解決這個問題，

並承諾維持全州各地的經濟適用房。」  

 

眾議員麗貝卡·西賴特  (Rebecca Seawright)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州機構官員

和西部景觀公寓的熱忱住戶努力達成這份公正合理的協議。平價計畫全面提供住宅

所有權和租金保護。羅斯福島的公民理應繼續獲得經濟適用房。該計畫成功地提供

了選擇和負擔力。」  

 

紐約市議員本·卡洛斯  (Ben Kallos) 表示，「保護西部景觀公寓  361 套公寓的長期

負擔力並實現住房所有權，這對羅斯福島的居民、紐約州全體民眾以及紐約市所有

因房價上漲而苦苦掙扎的民眾而言是一次重要的勝利。羅斯福島的家庭和個人現在

可以對今後  30 年的住房情況放心了。感謝葛謨州長在這個問題上發揮重要領導

力，並提出解決方案用來造福於各方，包括將繼續租房的人和購房的人。還要感謝

西部景觀公寓工作組  (Westview Taskforce) 的成員、羅斯福島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蘇

珊 G. 羅森塔爾 (Susan G. Rosenthal)、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署長魯斯安妮 ·維

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以及大衛·赫希霍恩 (David Hirschhorn) 合作達成

這個協議。」   

 

西部景觀公寓工作組有限公司  (Westview Task Force, Inc.) 副主席奧弗·派爾  

(Opher Pail) 表示，「這份協議對羅斯福島而言是個好消息，對西部景觀公寓的租

戶是一次雙贏，這些租戶將能夠以低廉的價格繼續舒適地居住在其住房內。如果沒

有這份協議，租戶將面臨災難性的租金上漲。感謝葛謨州長發揮領導力，感謝州官

員和地方官員，尤其是眾議員麗貝卡 ·西賴特 (Rebecca Seawright)，她代表西部景

觀公寓的租戶支持長期平價計畫，該計畫將在今後多年為羅斯福島的家庭提供安全

保障。」  

 

羅斯福島運營公司由紐約州在  1984 年作為公共福利公司設立，使命是規劃、  

設計、建設、運營、維護羅斯福島。  羅斯福島運營公司關注創新環保的解決方

案，致力於提供服務用來完善該島約有  1.3 萬個住戶的多用途住宅區。  羅斯福島

運營公司管理該島的道路、公園和開放空間，以及體育設施、場地和公共交通運

輸，包括標誌性的架空車道。  此外，羅斯福島運營公司運營公共安全部門  (Public 



 

 

Safety Department)，該部門幫助為居民、員工、企業主和遊客維持安全可靠的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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