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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纽约家园



该草案是什么？
纽约市通过“我们的纽约家园”(Where We Live NYC) 
制定了一项草案，目标是采取大胆的变革性行动来消除
获得住房机会的障碍，并打造更为完整、公平和包容的
社区。蓄意的政策和实践在全美国和我市导致了种族隔
离和不平等问题，各级政府需协同努力，与私营和非营
利部门的伙伴紧密合作，共同消除这一遗留问题。本执
行摘要概述了纽约市目前面临的公平住房挑战，以及纽
约市计划为应对这些挑战而制定的目标和采取的策略。
详细分析请参阅完整版草案。

本草案旨在：
利用扩展的资源和保护措施打击复杂的持续性歧视问题

促进纽约市和该地区的公平住房发展进程

维护保障性住房，避免常住居民流离失所

帮助更有效地利用租金援助福利，特别是在舒适富足的社区

为残障人士创造更多独立和综合性的居住选择

进行公平合理的的投资，以解决基于社区的歧视、种族隔离
和集中贫困等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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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冬天发布最终
方案前，我们需要获
取反馈，以确保草案
反映出正确的分析和

目标

nyc.gov/WhereWeLive

  NYCHousing



“我们的纽约家园”是什么？

什么是公平住房？

“我们的纽约家园”是纽约市全
面的公平住房计划进程。纽约市
正通过“我们的纽约家园”计划
与居民和社区领袖合作以：

在纽约市和全国范围内，争取公平住房的斗争由来已久。以下是您
需要了解的三点：

反对歧视 对抗种族隔离
采取行动以
为所有人提
供更多机会

《 年 公 平 住 房 法 案 》 ( F a i r 
Housing Act) (1968) 是民权
运动时代行动主义的产物，
旨在保护您在租房、购房或
住房融资时避免因以下因素
而遭到歧视：

• 种族
• 肤色
• 国籍
• 宗教
• 性别
• 残障
• 家庭状况

纽约市于 1951 年通过了全国第
一部反对住房歧视的地方法。
今天，《纽约州人权法》(NEW 
YORK STATE HUMAN RIGHTS  
LAW) 和《纽约市人权法》(NEW 
YORK CITY HUMAN RIGHTS 
LAW) 属于美国最强有力的法律
之列。它们增加了针对以下各方
面的保护：

• 年龄
• 公民身份
• 合法的工作或收入来源，包括

租金援助
• 性别、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
• 婚姻或伴侣关系状况
• 目前有子女或计划将来养育

子女
• 性取向
• 经历过家庭暴力、跟踪或性暴

力侵犯
• 兵役

《公平住房法案》还要求城市坚
定推动公平住房。这项要求启发
了“我们的纽约家园”计划。为
推进公平住房，纽约市制定了各
项政策并投入资源以：

• 让居民可自愿选择居住的社区，
也可选择留在当前社区（即便
当前社区发生变化）

• 确保所有社区都拥有所需的发
展资源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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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人住在哪里？
长期存在的住房歧视已影响您的社区和城市种族群体的居住
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讲，纽约市的社区正变得越来越多样
化，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社区能反映出纽约市完整的多样性。

我们按种族和民族居住的地方
这张地图显示，纽约市的部分地区在四个
主要种族和族裔群体方面存在显著的多样
性，而每个群体也在五个行政区的不同地区 
聚居。1  

每个点代表 100 名纽约人
  亚裔/太平洋岛民 (14%)
  黑人 (22%)
  西班牙裔 (29%)
  白人 (32%)
  非住宅区

来源：ACS 2012-2016，五年估算值，Table B0300 域级数据。
1纽约市人口的 32% 是白人，29% 是西班牙裔，22% 是黑人，14% 是亚裔/太平洋岛民。

地图上的边界内为纽约市的 59 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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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公平住房至关重要？
许多纽约人——特别是有色人种和残障人士居住社区——由
于过去和现在的不公正因素，无法平等地获得住房机会。

纽约市现如今面临的公平住房挑战
根植于美国历史上的奴隶制和种族
主义法律、政策和实践。吉姆·克
劳法 (Jim Crow laws) 不仅限于南
方。它们也存在于纽约市，限制着
居民居住、工作甚至是游泳的场
所。随着移民在五个行政区安家，
他们也遭受了歧视和种族隔离。有
色人种——特别是纽约黑人——作
为二等公民的待遇产生了实际且持
久的影响。

纽约市是美国最多元化的城市。时
至今日，住在纽约市各社区的居民
在种族和经济方面均较过去更为多
元化。不过，住房歧视和种族隔离
的遗留问题仍旧存在。纽约市居民
在种族、居所和发展机会（包括优
质学校、可靠交通、健康环境、经
济收入）等方面，均有着明显且持
续的关联。残障人士也易遭遇不平
等的对待。

要创建人人平等的美好城市，我们
仍然任重道远。不过，在近几年
来，我们已取得一些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重要成就，包括： 

确保落实在国内最强的强制性包含
性分区制住房计划之一，故而在通
过分区变更措施修建住房时，会将
其中 20% 至 30% 的住房划定为永
久性平价住房

确保 2018-2019 学年普适学前班 
(Pre-K for All) 接收 70,000 名儿童
入学，缩小白种学生与黑种学生之
间以及白种学生与西班牙裔学生之
间的测试分数差距

在 400 多座公园打造适合残障居民
使用的无障碍设施

拨款超过 8 亿美元，在多所学校打
造适合残障学生使用的无障碍设施

建立社区健康档案，以确定并解决
由社区环境及其他社会性健康因素
所导致健康不平等问题的根源

如图所示，在城市贫困率较低的部
分地区，纽约白人是唯一人数超出
比例的群体。因此，纽约白人不成
比例地受益于更有可能提供更好的
服务、健康的环境、一流的学校和
犯罪率更低的社区。

13%

5%

14%
16%

30%

22%

14%

49%

55%

15%

32%
29%

  低贫困率人口普查区
  高贫困率人口普查区
  纽约市

种族、地区及贫困图表

过去 现在 未来

来源：ACS 2012-2016，五年预估值，种族/族裔数据 Table B03002 和贫困率区
级数据 Table B0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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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草案是如何制定的？
作为进程的一部分，纽约市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并邀请公众广泛参与，以更
好地了解公平住房的挑战（如种族隔离、歧视和缺乏进入繁荣发展社区的
途径）如何影响纽约人的生活，以及纽约市如何才能消除目前阻碍公平住
房的障碍。该项目包括几个关键部分：

社区对话

与社区组织
建立合作对话，鼓励

五个行政区的居民参与行动

2018 年夏季 - 秋季

2018 年春季 - 2019 年秋季

与政府合作伙伴协调，
确保政策解决方案全面、

可行且有效

政府
合作伙伴关系

2018 年春季 - 2019 年秋季

数据分析

运用大量数据分析
以深入解析
公平住房问题

“我们的纽约家园”
计划

草案：2020年1月

可供公众反馈

终稿：2020年3月

 

公平住房
利益相关者群体

议政员、研究人员、
服务提供者和
社区领导有机会

进言献策

2018 年春季 - 2019 年秋季
2019 年夏季 - 秋季

公共事件

居民可参与此类活动以了解此进程
最新状况和公平住房，并形成共同

愿景来为政策提供指导

行动
实施政策解决方案，打击歧视、打破获得机会的障碍，

并建立更加公正和包容的社区

关于团队
“我们的纽约家园”计划由房屋保
护和开发局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HPD) 带头，与
纽约市房屋管理局 (NYC Housing 
Authority, NYCHA) 合作，并与众
多其他政府合作伙伴密切协作。

纽约市已与 Hester Street 和社区组织
合作，带领五个行政区的所有居民一
起参与纽约市社区对话活动。合作伙
伴包括：

Ali Forney Center
Arab American Association NY
Asian Americans for Equity
Banana Kelly Community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Brooklyn Center for Independence of the Disabled
Center for Court Innovation 
Center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Disabled NY
Chhaya CDC
Fifth Avenue Committee
Make the Road New York
Neighbors Together
SAGE Advocacy & Services for LGBT Elders
Sapna N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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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

利用扩展的资源和保护措施
打击复杂的持续性歧视问题
针对纽约人租房、购房或获得房屋贷款的歧视仍然十分普遍，不公平地限
 制了许多人的住房和社区选择。

终结不同形式的歧视并非易事。这就是为什么纽约市正通过加强执法和保
护来采取多方面措施，以解决住房市场中仍然存在的复杂的持续性歧视 
问题。

 纽约市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成为全国第一个通过公平住房法的城市，但 60
年后的今天，歧视仍是一项重大挑战。

在“我们的纽约家园”进程中，众多纽约人都表示曾遭受房东、经纪人和
 其他房地产专业人士的歧视。

有些人受到了基于种族或残障的明显歧视，而另一些人则受到了间接或掩
盖形式的歧视，如不接电话、收到关于公寓可用性的错误或误导性信息，
或面临诸如费用不一致、信用检查或收入要求（可限制获取住房的机会）
等障碍。纽约市也收到过类似的投诉。

为什么这很重要？

“ 我去银行贷款，被拒绝
了。他们并没有说是因为
我是黑人。他们给了我
其他愚蠢的理由。后来
我听说了 125th Street 的 
Liberty Bank，该银行由 
黑人经营。我去了那里，
告诉他们我曾去过另外 
两家银行。我告诉他们， 
 ‘不要告诉我，因为我是
女人、我是单身、我是黑
人，就不能买房。我也是
一名退伍军人和护士。’
他们批准了我的贷款。我
虽然买到了房，但过程太
过艰难。”

 - SAGE ADVOCACY & SERVICES FOR 
LGBT ELDERS 参与者

2018 年，纽约市 
人权委员会  

(NYC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提交了 280 起投诉

指控住房歧视， 
并进行了 481 项检

测以寻找歧视行为的
施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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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草案
加强纽约市的住房公平执法 拓展纽约市的公平住房保护

• 促进积极主动的执法，防止歧
视的发生，确保房东、卖房
者、银行和经纪人遵守法律

• 增加解决公平住房投诉的资
源，重点支持残障人士和使用
租金援助的居民 

• 探索新的法规，通过合作协会
解决歧视问题

• 探讨如何防止针对曾牵涉刑事
司法制度的纽约人的不公平 
待遇

• 帮助执行纽约州通过的重要新
法律，进一步保护使用租金援
助的居民不受歧视

• 探索解决经济障碍的机会，这
些障碍可能会限制纽约人在住
房市场中的选择，或被当作歧
视的各种形式，如信用记录、
经纪费和保证金

这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增加房东、经纪人和贷款机构
的责任

有更多资源可用于解决您的公
平住房投诉

 更多地支持纽约残障人士和使
用租金援助（如住房券）的居民

 以多项保护措施确保可能曾牵
涉刑事司法制度的朋友、家人
和邻居在寻找住房时能享受公
平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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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买房。我丈夫同意了房主开
出的一切条件，但当房主看见我戴
着头巾，就取消了交易，不肯把房
子卖给我们。”

 - ARAB AMERICAN ASSOCIATION 社区对话	
参与者

“ 我想找个房产中介，但在我表示我有住
房券后，经纪人说她不会做我的生意。
她在这之前的态度都很好，但知道这件
事后直接气冲冲地走了。”

 - SECTION 8 HOUSING CHOICE VOUCHER 
PROGRAM 社区对话参与者



促进纽约市和该地区的公平住房
发展进程
纽约市面临着住房危机。人口不断增长，住房需求不断增加，但供应有
限。这使得低收入的纽约人尤其难以找到可负担的住房选择，其中有色人
种和残障人士所占的比例极高。

为坚定推进公平住房，纽约市必须确保居民有切实的选择可以居住在各个
繁荣发展的社区。这就需要扩大纽约市和该地区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选择。

在整个“我们的纽约家园”进程中，低收入的纽约人表示，高昂的住房成
本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住房和社区选择。

居民表示，由于支付能力有限，他们在恶劣的条件和过度拥挤的居住环境
上妥协，或将他们搜寻住房的区域限制在感觉不太安全或学校不尽人意的
社区。 

如果不大幅增加所有社区的住房选择，纽约市的住房危机只会恶化。但当
地反对住房开发的声音越来越大，这种反对有多种不同形式。 

在更为富裕和便利的地区，对新建住房——特别是保障性住房——的反对
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因为限制新建住房可能会限制低收入居民和有色人
种进入社区的渠道。这种反对也会造成敌意和排斥之感。当居住在白人占
多数的地区时，有些有色人种纽约人表示出对不适、歧视或不公对待的 
担忧。

对住房的反对也存在于历来资源就不足的社区，居民担心新住房的开发会
使租金降低或增加流离失所的风险。

为什么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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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这里是适合低收入
家庭居住的社区。过去
这里价格实惠，可供所
有人居住。但现在却越
来越贵了，因为他们正
试图迎合新来者。只开
发对新来者有吸引力的
产品。一切都在改变。
有些人负担得起，大多
数人却负担不起。”

 — NEIGHBORS TOGETHER 
社区对话参与者

目标 2



与其他高成本城市相比，当地这些不同类型的反对是纽约市在新
住房开发方面落后的原因之一。如图（右）所示，2018 年，西
雅图针对每 10,000 名居民批准的住房数是纽约的 3 倍。 

通过公平住房措施，纽约市可以利用独有的机会与社区合作，确
保新住房的开发能增加所有居民的选择并促进公平。

上方地图显示了 2010 年到 2018 年间新建住房的位置。虽然在
这段时间内，有超过 150,000 套新房竣工，但这张地图显示，
在过去 10 年里，该市许多地区几乎未出现增长，而有的地区则
容纳了数万名新居民。

2018 年新住房增长

纽约市 每 10,000 居民增加 
24.2 个住房单元

旧金山 每 10,000 居民增加 
58.6 个住房单元

西雅图 每 10,000 居民增加 
109.3 个住房单元

2010-2018 年新建住房

来源：纽约市规划局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住房数据库 19v1，2019 年 3 月。2010-2018 年纽约市 DOB 申请和居住证书数据汇编。
图中显示了 2010-2018 年新建楼宇中竣工的住房单元，数据由 NTA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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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草案
为促进公平住房增长引入
新机遇

向更多纽约人开放政府
住房计划

•  探索在目前保障性住房选择有限
的地区开发保障性住房的战略，
包括分区改革、修改州和地方法
规以及使用纽约市有限住房补贴
的新方法

•  与其他地方政府合作，制定地区
性住房议程 

•  探索收集和共享数据的机会，以
仔细评估整个城市的房屋生产、
人口统计和机会获取渠道之间的
关系，并利用此分析为纽约市的
决策和社区参与提供信息

•  与社区委员会合作，在其外展和
决策过程中促进包容性和无障碍
的实践

•  改善 Housing Connect（纽约市
保障性住房抽签系统），使申请
更加轻松 

•  扩展住房大使 (Housing 
Ambassadors) 计划，该计划对
社区组织进行培训，以支持寻找
和申请保障性住房的纽约人 

•  确保非公民和混合公民身份的家
庭拥有安全享受政府住房计划所
需的信息

•  通过改善培训和协议，确保 
LGBTQ 个人在使用政府计划时
感到安全，包括游民收容所和住
房计划 

•   支持 NYCHA，让曾牵涉刑事司
法制度的纽约人与在 NYCHA 的
家庭成员团聚 

这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纽约市提供更多保障性住
房，包括更多选择，让低收入
的纽约人能搬进目前对其来说
住房机会有限的社区

简化流程，提供更多支持，帮
助您申请保障性住房

为任何朋友、家人和邻居提供
更好的服务，帮助他们安全地
参加政府的住房计划，这些
人可能是非公民、身份标识 
为 LGBTQ 或曾牵涉刑事司法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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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前住在曼哈顿，但我爸
妈想要更为多样的环境。他们
想让我和我弟弟在一个不会被
区别对待的地方长大。所以我
才在牙买加生活。”

 -ASIAN AMERICANS FOR EQUITY 社区对话
参与者



目标 3

维护保障性住房，避免常住居民
流离失所
在一个高成本的城市推广公平住房也意味着支持即使情况变化也想留
 在当前的住房和社区的纽约人。

 这就是为什么维护现有的保障性住房至关重要，包括那些在 NYCHA
和居住在租金管制建筑的人，同时也需要支持保护租户和房主免受骚
 扰和不当对待的计划。

 现有保障性住房在为纽约人提供住房和社区选择方面至关重要。

为什么这很重要？
虽然公平住房往往侧重于开发新住房，但对维护工作进行投资也同等重要，这是公平住房战略的一部分，可确
保现有住房在未来对纽约人来说仍旧是安全、稳定和可负担的选择。

维护保障性住房也意味着保障租户的权利。纽约人明确表示，他们在与房东和房屋管理人员的互动中遭受过歧
视和不公平待遇。居民往往因为其身份而成为攻击目标，他们都有过住房条件差、缺乏维修以及遭到骚扰、人
身暴力和恐吓的经历。纽约市的房主也表示他们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遭遇银行的歧视，并因种族和年龄而成
为剥削性金融产品甚至欺诈的目标。

“ 我的房东告诉我，他收到一
封信，说 ICE（美国移民和
海关执法部门）要来检查所
有公寓。我让他给我看看那
封信，他拒绝了。我受到了
威胁，原因是我的房东想让
我搬离单元。”

 — MAKE THE ROAD 社区对话参与者

NYCHA 对纽约市的
公平住房至关重要

NYCHA 的大部分公寓 
都建于 50 多年前， 

在 1945 年到  
1970 年间建成

超过 90% 的 
NYCHA 居民是黑人

或西班牙裔， 
近 40%  的家庭以 

62 岁或以上的纽约
人为一家之主

NYCHA 有超过 
170,000 户房屋， 
占纽约市所有出租 

房屋的 8%

NYCHA 公寓的平均 
月租金是 $533

12



战略草案
为现有居民维护保障性住房
的质量

保护被骚扰和驱逐的租户 保护易受诈骗之害的房主

•  改善 NYCHA 超过 170,000 
套公寓的条件和运营，因为 
NYCHA 是纽约市最大的永久
性保障住房的来源

•  扩大对现有融资和援助计划的
支持，这些计划旨在帮助房主
和小房东将保障性住房保持在
健康宜居的状态

•  为存在高健康风险（如哮喘）
的社区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

•  探索更多机遇，以支持基
于任务的团体，如 Mutual 
Housing Associations 和 
Community Land Trusts

•  继续在全市范围内扩大免费
法律服务，为在房屋法庭 
(Housing Court) 和 NYCHA 
诉讼中面临驱逐风险的租户提
供法律服务，并推动积极宣传
服务

•  增加服务，以帮助租户了解和
找到房屋法庭

•  研究反骚扰措施，协助告知如
何最好地保护其他社区的租户 

• 实施新法规，以保护低收入房
主免受投机性投资者、激进的
房地产招揽和诈骗的侵害

这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资源，可用于保护租户免受驱逐
和骚扰 

改善的住房条件，针对在 NYCHA 
和其他保障性住房居住的朋友、
家人和邻居

加强对房主的保护，使其免受投
机、诈骗和教唆的侵害 

13



目标 4

帮助更有效地利用租金援助福利，
特别是在舒适富足的社区
许多纽约人使用租金援助和住房券来获取安全、稳定且可负担的住房。但是，在全国和当地，使用住房券的居民
 通常居住在贫困程度较高、学校不尽人意的社区。

促进公平住房的关键之一是确保使用租金援助的纽约人能够进入各种各样的社区。这就是为什么纽约市正试图向使
用租金援助的纽约人开放更多住房选择，并改进计划的设计，以便更好地为参与其中的居民和房东服务。

如今，纽约市有超过 150,000 的个人和家庭在使用租金援助。城市、州和联邦政府提供的租金援助计划旨在为
住房市场提供更多选择，但可能难以使用，特别是在住房更为昂贵的社区。 

为什么这很重要？

在“我们的纽约家园”进程中，一
些居民报告说，由于背负耻辱和歧
视、住房券支付限制、针对住房券
持有人的繁文缛节以及房东，他们
在某些地区感到“被隔离”。这张
地图显示了纽约市第  8 节住房选
择券 (Section 8 Housing Choice 
Vouchers) 的使用地点——许多社
区拥有很少或根本没有住房选择券
持有者。 

利益相关者和居民还报告说，各政
府机构的经纪人和工作人员对于
社区便利设施提供的建议有限或
根本没有，他们将许多租户引向那
些更易接受住房券的高贫困社区的 
房东。

 0 - 10
 11 - 100
 101 - 200
 201 - 500
 超过 500
 非住宅区

持住房券纽约人的住所

来源：HUD AFFH-T 数据 (AFFHT0004)，来自 HUD PIH 信息中心。 
地图显示了按人口普查区划分的有 HUD 住房券的家庭的集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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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草案
利用租金援助为纽约人提
供更多住房选择

改善居民和房东参与租金
援助计划的体验

•   扩大纽约市现有的举措，帮助
居民使用租金援助，搬到更多
设施良好的社区：新战略可能
包括更高额度的住房券支付、
对搬家费的报销，以及关于如
何选择合适社区的建议

•  帮助使用住房租金援助的纽约
人参与 Housing Connect（纽
约市的保障性住房抽签），确
保他们获得申请所需的信息和
支持 

•  扩展资源，打击基于收入来源
（包括住房券和其他形式的租
金援助）的住房歧视

•  改进租金援助计划的设计，使居
民和房东享受高效、及时和易于
使用的服务  

•  通过提升对纽约市工作人员和合
作伙伴进行创伤知情护理培训，
更好地为残障人士、家庭暴力幸
存者和 LGBTQ 个人提供服务

这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旨在为参与的居民和房东提供高
效、准时和易于使用的服务的 
计划

更多资源会帮助居民选择并搬入
满足其需求的社区，即使是在历
来难以使用租金援助的地区

“ 搬家太难了。接受第 8 节住房券的地方
不多。这些公寓往往位于距离远、条件
更糟糕的社区，这让我们离贫穷更近了
一步。”

 — MEKONG NYC 社区对话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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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5

为残障人士创造更多独立和
综合性的居住选择
在寻找可负担、安全和无障碍的住房方面，纽约残障人士面临着独特的
挑战。许多身患残疾的居民住在疗养院等机构中，没有独立生活和与无
残疾个人互动的有意义机会。 

促进公平住房的关键之一是确保纽约残障人士拥有住房选择，这些选择
能让他们通过协调支持和更多无障碍选择变得独立并融入社会。 

为什么这很重要？
纽约市约有 100 万人被认定为残疾人。

在整个“我们的纽约家园”进程中，许多残疾居民都把融入社会当作是
在一栋建筑内以及一个社区内发生的事情来讨论。大多数人更喜欢居住
在机构之外，因为他们想要的是能让他们变得独立并融入社区中的住
房。然而，那些试图摆脱机构的人却遭遇着与医疗福利、保险、就业相
 关的繁文缛节以及私人住房市场的可用性和歧视问题。

尽管法律有规定，纽约市大多数住宅都要求居民使用楼梯。在纽约市和
 全国范围内，每年因对残障人士的歧视而导致的住房投诉最多。

“如果要经历这样一个充满
官僚主义的过程，而需要帮
助的人还无法从中获益，那
么《公平住房法案》的目的
是什么？我住在公寓里，有
一次中风了。我无法行走。
保险公司为我提供了一个机
动轮椅，但我无法把它带进
公寓，因为公寓没有无障碍
设施。房东不肯设置坡道，
因为他说这会降低建筑物的
价值。他们不想为了一个人
的 方 便 而 毁 坏 这 座 建 筑 。
我指出这不是我自己能控制
的。我是在身体健康时搬进
来的，但也是在建筑里患上
残疾的。我经历了很多法庭
程序，也跟律师交谈过。最
后，结果还是得由房东自行
决定，因为如果他想出售这
幢楼，这可能会影响价格。
法院的程序来来回回，没完
没了。我受够了，所以放弃
了。似乎他们知道人们终究
会厌倦这样的争吵。”
 — NEIGHBORS TOGETHER 社区

对话参与者

16



战略草案

为从机构环境搬出的居民
提供协调支持

使残障人士更易找到可负
担的无障碍住房

•  汇集医疗保健提供者、医疗保
险公司、住房提供者、社区组
织 以 及 市 、 州 和 联 邦 政 府 代
表，就如何更好地帮助纽约残
障人士从机构环境过渡到传统
住房提出建议

•  更好地将残疾居民和服务提供
者与改进的在线资源和培训联
系起来

•  改善纽约市补助的保障性住房
服务，更好地满足残障人士的
需求

•  扩展让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在无障
碍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可以留在
当前住房的计划

•  改 进 对 建 筑 师 和 开 发 商 的 教
育，使他们充分履行其法律责
任，照顾残障人士的需求 

这些战略关注纽约残障人士所面临的具体的公平住房挑战。由于残障人士和其他纽约人一样，面临着许多
 相同的问题，因此“我们的纽约家园”计划的其他目标也旨在支持残障人士。

这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协调规划如何最好地改善从机
构环境向独立生活的过渡

为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提供更多
机会，以寻找便利、可负担的
住房或使他们的现有住房变得
更为便利 

为建筑师和开发商提供更好的
教育，让其了解如何让住宅实
现真正的便利 

“我曾两次向房屋管理处提供 
DRIE [Disability Rent Increase  
Exemption，残疾人租金上涨豁
免计划，提供给在租金管制和其
他符合条件的公寓居住的残疾人] 
证明，但他们却试图恐吓我。
我收到通知说我欠他们 2000 美
元。我所有的文件和收据都表明
我付了房租。我知道我并未受到
公平对待。”
 — BROOKLYN CENTER FOR 

INDEPENDENCE OF  
THE DISABLED 社区对话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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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 
人口动态统计局 (Bureau of Vital Statistics)，2006-2015 年。

目标 6

进行公平合理的投资，以解决基于社
区的歧视、种族隔离和集中贫困等遗
留问题
纽约市——和美国所有城市一样——长期以来受到歧视、种族隔离和集中
贫困的困扰。这段历史尤其影响了有色人种居住的社区。

坚定推进公平住房意味着解决这些社区及其居民所经历的结构性不足，
使任何人都不会因为其种族、族裔、残障、宗教或其他受保护的特征而
被剥夺高质量的资源和服务，并让所有社区的居民都拥有他们赖以生存
的资源。

从工作和交通，到文化机构和大学，纽约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城市。 

但获得这些资源的机会并不均等，而且往往与纽约人居住的地方有
关。纽约市正与社区合作解决结构性不足，但持续存在的不平等现
象表明，要解决歧视、种族隔离和集中贫困等遗留问题，仍然任重
而道远。

为什么这很重要？

“ 我们服务的许多东南亚人对
于把钱存入银行并不放心。
他们把积蓄放在壁橱里或床
下。他们不以传统的美国方
式存钱。这就是银行不愿承
担风险的原因。如果向有色
人种提供贷款，由于信用不
良或个人历史原因，[违约]
风险会更高。”

 —MEKONG NYC 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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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涉及到经济机会时，存在不平等
现象，包括不平等的银行渠道、安
全的贷款选择、高质量的工作和房
屋所有权。这些差异在该国的财富
分配上显而易见：在全国范围内，
白人家庭的平均财富是黑人和西班
牙裔家庭的 10 倍。类似的差异也
存在于残障人士身上。

在进入安全和健康社区的途径方面
存在不平等现象。城市不同区域的
预期寿命、哮喘发病率以及获得优
质食品和医疗保健的机会都存在着
明显的差距。在安全方面，不同的
社区暴力犯罪率不同，而且由于刑
事司法制度中的歧视历史，暴力的
后果也有所不同。

衡量经济机会差距的一种方法是看信用评
分，右图显示了信用评分差或无信用评分
的纽约人在不同邮政编码区的百分比。在
布朗克斯区、布鲁克林中心区和皇后区东
南部的一些社区，超过 50% 的人口没有
信用评分。也有居住着大量有色人种的 
地区。

这张地图显示了不同社区的纽约人在平均
预期寿命上的差异。例如：东哈莱姆区主
要为西班牙裔，预期寿命为 77.5 岁，而
上东区附近富裕的白人社区的预期寿命则
为 86.1 岁。种族和族裔群体之间无遗传差
异。这些差距来源于数百年来影响社会健
康决定因素（即人们出生、成长、生活、
工作和变老的环境）的政策和实践。

信用评级差或无信用评级 
的纽约人

 11% - 20%
 21% - 30%
 31% - 40%
 41% - 58%
 非住宅区

预期寿命（出生时）

75.1 - 79.6
79.7 - 81.4
81.5 - 83.8
83.9 - 85.9
 非住宅区

来源：纽约市审计长（2017 年 10 月）。注意：征信机构使用各种评分模型来创建信用评分。此处提供的数据来自“VantageScore®” 
模型”，三家信用报告机构使用该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尤其是地图上所示的“VantageScore 3.0”中，信用评分在 300 到 850 间不等；

分数低于 600 为次级；分数在 601 到 660 为“非次级”；分数高于 660 为优秀。

来源：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 
人口动态统计局 (Bureau of Vital Statistics)，2006-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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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读优质学校的途径方面也存在
不平等现象。虽然纽约人所居住的
社区及其子女的上学机会之间关
系复杂，但研究表明，学生的表
现——按考试成绩、出勤率和毕业
 率衡量——因社区而异。

在获取可靠和无障碍的交通工具的
途径方面存在不平等现象。纽约市
的公共交通系统是全美国最大的公
共交通系统，这保障了纽约人获得
可靠和无障碍交通的可能性。但交
通系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特别是
在为纽约残障人士服务方面。此
外，并非所有社区都有同样的通勤
方式：与普通纽约白人相比，普通
西班牙裔和亚裔纽约人需要在上班
路上多花 5 分钟，普通黑人纽约人
需要在上班路上多花 10 分钟。

这张地图显示按学生居住地而非就学地区
分的毕业率。毕业率最高的是西村 (West 
Village) 和上东区，最低的为哈莱姆区、因
伍德、科尼岛以及布朗克斯南部和中部的
许多地区。这些差异也与种族有关：81% 
的白人学生和  85% 的亚裔学生准时毕
业，而只有 66% 的黑人学生和 65% 的西
班牙裔学生准时毕业。这些数据与中小学
考试成绩差距中呈现的趋势类似。

地铁可达性

•   存在障碍的地铁站

•   完全无障碍的地铁站

•   部分无障碍的地铁站
- 地铁线路

来源： 大都会交通管理局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2018 年 7 月）。

来源：教育部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7-2018 学年的自定义表格。包括地区和特许学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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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草案
将公平的视角纳入政府 
决策

通过恢复性方法减少社区 
暴力 

帮助纽约人建立财富和金
融安全，特别是在集中贫
困地区•  在全市范围内推出旨在减少种

族差距和其他社会指标差距的
目标和指标

•  确保纽约市各机构的工作人员
拥有所需的资源和培训，以便
在工作中采取以种族和公平为
中心的方法

•  通过包容性的社区规划，确保
政府决策从不同的地方视角获
取信息

•  确保重罪犯罪最集中的社区有支
持性服务和恢复性实践

•  在暴力犯罪率高的社区，使未充
分利用的公共空间更安全，更能
吸引社区使用

•  改善帮助低收入纽约人（包括 
NYCHA 居民和残障人士）获
得带薪工作的培训和计划

•  通 过 扩 展 金 融 咨 询 服 务 和 其
他工具，帮助居民建立信贷和 
储蓄 

•  与当选官员合作，在 NYCHA 
住房中重新实行劳动所得
非抵销 (Earned Income 
Disallowance) 政策，使有额
外收入的居民不必立即面对房
租上涨

•  研究、扩展和改进以房屋所有
权、财富创造和社区投资为重
点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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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建立更多样化、综合
性更强的学校 

•  在更多学区制定强有力的、以
社区为中心的多元化计划

•  鼓 励 在 确 定 重 新 划 定 学 区 的
方式和事件时注重多元化和一 
体化

•  将学校领导、房地产行业和分
享学校质量信息的出版方聚集
起来，制定可抵制偏见并促进
对学校表现进行更准确评估的
策略

•  确 保 参 与 政 府 住 房 计 划 的 家
庭了解搬到新社区后可选择的 
学校

使公共交通更加公平和便利
•  与 MTA 合作，增加残障人士可

进入的地铁站的数量

•  支持 MTA 工作，为有听力或视
觉残障的纽约人提升获取纽约市
车站、火车、公共汽车公告和信
息的便利程度

•  制定一项计划，确保出租车辆的 
E-hail 对残障人士来说能长期以
经济可持续的方式保持优惠

•  继续寻找机会，让公共交通对低
收入家庭来说更实惠

•  通过在全市范围内扩大公交优先
的 实 践 并 通 过 执 法 确 保 其 有 效
性，发展更快速、更可靠的公交
服务

这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一个提供更好的工具、资源和措
施的纽约市政府，采取以种族和
公平为中心的方法

获得更多资源，针对需求最迫切
的社区提供公共空间、预防暴力
和增强社区经济能力

有助于鼓励更为多元化和综合性
更强的学校以及更方便实惠的公
共交通的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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