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9 月 2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簽訂協議在  40 年內維持東哈萊姆區  (EAST HARLEM) 湖景公寓  

(LAKEVIEW APARTMENTS) 的優惠價格  

  

該計畫維持中產階級民眾對米切爾 -拉瑪計畫  (Mitchell-Lama) 涵蓋的這處有  446  

套公寓的住宅區的負擔能力   

  

為收入符合要求的租戶提供租金保護，打好基礎實施資產改良和維修   

  

此舉鞏固了本州空前未有的工作，用來增加住房供應量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HCR) 採取措施確保住戶在另外  40 年內負擔得起有  446 套公寓的湖景公

寓，這些公寓是米切爾-拉瑪計畫涵蓋的東哈萊姆區的住宅區。本州的房屋負擔

力、維護及資產改良計畫還包括為符合收入要求的租戶提供租金保護，並准許湖景

公寓的房主對建築物實施完善，包括給所有公寓安裝新廚房和升級浴室、升級的安

保系統和必要的修理。  

 

「該協議確保即使其周圍地區的房租繼續快速上漲，湖景公寓的住戶今後多年仍能

擁有安全舒適、價格低廉的住房，」州長葛謨表示。「我們延續米切爾-拉瑪計畫

確立的優惠價格，從而為紐約州曼哈頓區  (Manhattan) 辛勤工作的居民維繫住房並

提供住房保障。」   

  

「我們正在維護並增加經濟適用房，以確保紐約州全體民眾獲得優質穩定的住

所，」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該協議將為東哈萊姆區湖景公

寓  446 套住房提供租金保護，確保住戶在今後幾十年能夠以實惠的價格住在那

裡。」  

 

該建築已達到退出米切爾-拉瑪計畫所需滿足的條件，本州如不干預，該建築就會

退出該計畫且不提供任何租金保護，湖景公寓幾乎全體租戶因此可能面臨租金按市

場價格上漲的威脅，並因此搬離住所。這是湖景公寓面臨的尤為急迫的風險，該公



 

 

寓位於東哈萊姆區第  5 大道和第  106 街的交叉口，該區域的市場租金價格屬於本

州最高的。  

 

該計畫是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強有力的監管與領導力取得的成果，匯聚州、  

聯邦和城市資源維持米切爾-拉瑪計畫涵蓋的出租房的長期優惠價格：  

  

•  限定公寓只面向收入不超過地區中等收入  135% 的新租戶，這是房主

與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以及紐約市住房維護與建設局  

(Department of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簽訂的  40 年期

限的監管協議的內容。  

 

•  規定開展資產改良和修理，包括：  

 

o  新屋頂， 

o  為所有公寓配備新廚房和升級的浴室，  

o  升級的安保系統，  

o  升級的洗衣房，  

o  翻修大廳，  

o  改進能源，   

o  新電梯  

 

•  根據美國住房與城市開發部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 提供的租金援助示範計畫  (Rental Assistance 

Demonstration, RAD) 維持長期優惠價格，湖景公寓幾乎全體租戶因此

只需支付不超過收入  30% 的資金繳納房租。  根據租金援助示範計

畫，公寓利用長期合同保持優惠的價格，該合同給指定的公寓提供第  

8 條款  (Section 8) 項下的資金。針對湖景公寓的具體情況，參議員查

理斯·舒默 (Charles Schumer) 和眾議員阿德里亞諾·艾斯柏 (Adriano 

Espaillat) 在  2018 年聯邦預算案  (Federal Budget) 中爭取到更高金額的

第  8 條款資金，這對實現金融結構的靈活性至關重要。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廳長魯斯安妮 ·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我們很自豪與市和聯邦政府內的夥伴以及湖景公寓的房主合作，達成了

這份意義重大的協議，該協議將在今後  40 年確保紐約民眾負擔得起這  446 套公

寓。隨著東哈萊姆街區的房租持續上漲，我們必須為現有的住戶和後世民眾維持優

惠價格，這樣一來，伴隨經濟發展，紐約民眾將有機會繼續住在其安家的街區

內。」  

  

美國參議員查爾斯·舒默表示，「在房價激增的汪洋中，湖景公寓是一座寶貴的優

惠價格島嶼，太多工薪階層家庭和老年人因為激增的房價而搬離本市。維持優惠的



 

 

房租是當務之急，我很自豪我們批准了租金援助  (Rental Assistance) 法案，美國住

房與城市開發部和紐約州因此將能夠使用聯邦政府第  8 條款維持長期的優惠租

金。該協議很好地體現了聯邦、州和市領導人員為完成工作而開展良好合作並設立

共同目標，我感謝眾議員阿德里亞諾·艾斯柏、葛謨州長和市長德布拉斯奧  

(DeBlasio) 的領導能力和工作效率，投資對湖景公寓做必要的資產改良。」   

  

眾議員阿德利阿諾·艾斯巴拉特  (Adriano Espaillat) 表示，「今年年初，參議員舒

默和我努力爭取聯邦政府予以立法支持，總目標是保護我選區內的  446 套湖景公

寓住房。協商多年後，我很高興看到我們的艱辛工作將為湖景公寓的租戶換來另外  

40 年的經濟適用房。確保所有種族和收入的民眾都能獲得經濟適用房，這對本國

的成功至關重要，且有助於我們的社區蓬勃發展。湖景公寓是東哈萊姆區僅存的參

與米切爾-拉瑪計畫的建築，該公寓對維護和保障本市該區域的經濟適用房至關重

要。經濟適用房對健康的社區、繁榮的城市以及我們的經濟至關重要，我發誓繼續

在國會內做工作爭取到充足的資金和聯邦資源，為當代民眾和後世民眾維護湖景公

寓這類公共住房。」   

  

參議員布萊恩  A. 本傑明  (Brian A. Benjamin) 表示，「我們社區內的住房危機導致

工薪階層家庭愈發難以找到和保住價格優惠的住房。我很高興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

建廳採取大力措施打擊這場危機，維護湖景公寓的優惠價格，並採取措施確保租戶

的住房得到完善和維護。我期待繼續與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湖景公寓租戶、

租戶協會會長喬安娜·勞森 (Joanna Lawson) 以及本地區的各個住宅區合作，保護

住房這種最寶貴的資源。」   

  

眾議員羅伯特·羅德里格斯  (Robert Rodriguez) 表示，「該協議是多個機構和各級

政府多年合作實現的。本市租金持續上漲，我們必須設法維持湖景公寓的優惠價

格。湖景公寓的住戶和後世民眾如今將獲得保障，繼續住在其住宅內並獲得亟需的

維修。」  

  

曼哈頓區  (Manhattan Borough) 區長蓋爾  A. 布魯爾  (Gale A. Brewer) 表示，  

「在努力穩定街區和整頓住房市場的過程中，長期的和永久的經濟適用房至關重

要。我們不能只是解決這場危機，長期維護經濟適用房必須是本市和本州的優先工

作。我感到高興的是，在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的協助下，湖景公寓將至少在另

外四十年內維持優惠價格，該住宅區的房主將為住戶提供必要的改進和維修。」   

  

紐約市議員比爾·珀金斯  (Bill Perkins) 表示，「在給當代及今後的湖景公寓住戶維

持優惠租金的過程中，我們正在阻止下層住宅高檔化產生的力量，確保紐約州中產

階級民眾繼續發揮作用，把紐約市網絡銜接起來。」   

  

湖景公寓租戶協會  (Lakeview Tenants Association) 會長喬·安·勞森  (Jo Ann 

Lawson) 表示，「我非常激動。這是紐約州重要的歷史時刻。我們使每個人都獲



 

 

得了勝利。該協議示範了人們合作能夠實現的成果。我們都可以為自己經歷的旅程

感到自豪。這是一次彼此尊重的合作。每個人都可以有所作為。」   

  

紐約市住房維護與建設局副發展局長莫利 ·帕克  (Molly Park) 表示，「保障本市住

房存量的長期優惠價格是市長制定的住房計畫的主要目標。因此，我們很自豪與湖

景公寓的房主、當地在任官員以及州政府的諸位同仁合作，為曼哈頓區哈萊姆區  

(Harlem) 的  440 多個低收入家庭延續優惠房租。我感謝並認同低收入住房返稅計

畫  (Low-Income Housing Credit Program, LIHC) 和全體夥伴承諾為當前住戶和後世

紐約民眾保護街區的優惠價格。」   

  

葛謨州長已經把維持中產階級民眾負擔得起米切爾 -拉瑪計畫涵蓋的住房並升級這

些住房確立為優先工作。紐約州在  2013 年公佈了斥資  10 億美元的紐約住房計畫  

(House NY initiative)，在  2018 年年底前把米切爾-拉瑪計畫涵蓋的由本州資助的  

8,600 套亟需修理升級的老化社區公寓改造成優質安全的經濟適用房。根據該計

畫，作為本州的住房機構，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目前為止已經出資維護了全州  

7,719 套參加米切爾-拉瑪計畫的公寓，使紐約州中等收入民眾在另外  40 年時間內

能夠負擔得起這個重要的住房存量。本州具有歷史意義的  200 億美元住房計畫還

包括撥款 7,500 萬美元給米切爾-拉瑪重建計畫  (Mitchell-Lama Rehabilitation 

Program)，該計畫給紐約州各地的米切爾-拉瑪計畫住房提供低息貸款。  

 

2011 年起，紐約州延續了米切爾-拉瑪計畫涵蓋的  15,643 套住房的優惠價格，  

使之繼續發揮重要作用，為中低收入紐約民眾提供安全體面的經濟適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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