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 RAD/PACT?  
NYCHA 实话实说系列的一部分

该研讨会可以帮助您促进有关纽约市房屋局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NYCHA) 计划使用 RAD/PACT  
解决其建筑管理问题的对话。

一旦与您合作的小组了解了基础知识, 您就可以对NYCHA住户对
NYCHA最佳的问责制，和住户希望 NYCHA优先解决什么问题， 
展开更⼴泛的讨论。

在整个研讨会期间, 有一些环节可以向参与者提问。我们建议从一些
参与者那里得到回答。根据您的研讨会时间以及您希望它的互动程
度如何, 您可以让更多的参与者做出回应。

• 自我介绍和今天研讨会的目的。请大家做自我介绍, 有助于大家为后面的
研讨会热身!

• 确保每个人都有研讨会的分发资料。强调该分发资料总结了主要思想, 并
且还有可以提供帮助的人的联系信息。

• 如果研讨会是以虚拟方式进行的:

• 您可以提前将分发资料发送给参与者, 在聊天中分享或者告诉参与者
分发资料将在会后发送。

• 提醒参与者打开他们的相机, 让每个人都觉得他们同处一室!

• 我们今天将举办一个研讨会, 解释 NYCHA 是如何尝试解决他们的建筑维
护问题的。他们有一些不同的计划, 我们将讨论逐⼀讨论。我们还将讨论 
NYCHA 所说的优缺点, 以便我们决定是否支持这些计划。

[标题幻灯片: “NYCHA 建筑物需要维修”]

注意: 如果您同时做研讨会的 RAD/PACT 和“置入”部分, 接下来的两张幻灯
片您只需要进行一次。

• NYCHA 管理纽约市的公共住房建筑。大约有 40-60 万人居住在 NYCHA 
建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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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CHA 存在严重的资金问题。NYCHA 的部分资金来自市政府和州政府。 
但其中大部分来自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政府。

• 问题是, 几十年来, 联邦政府一直在稳定减少他们支付给 NYCHA 的资金。

• 由于缺乏资金, NYCHA 建筑物现在需要 400 亿美元的维修费用!

[幻灯片: “NYCHA 的计划是什么?]

• NYCHA 有两个筹集资金的想法。

• 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些想法并知道它们的名称是什么?

• 根据他们的回答, 说: 

• 这些想法被称为“NYCHA 2.0”和“变革蓝图” (A Blueprint for Change)。 
NYCHA 2.0 自 2018 年以来一直存在, 而变革蓝图则始于 2020 
年。NYCHA 希望利用这些计划来尝试让私人开发商和房东接管维护和修
理 NYCHA 建筑物的责任。 

• NYCHA 2.0 中有几个不同的计划, 旨在让私人房东和开发商参与其中:

• RAD/PACT,

• 置入 (Infill),

• 和开发权转让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TDR)。

• 他们都各有一些优点和一些缺点。

• 今天我们将介绍 RAD/PACT 计划的基础知识, 以便您可以决定是支持它还是反
对它。

• 如果您计划谈论除 RAD/PACT 之外的其他计划, 例如变革蓝图, 您可以在
这里介绍它们。

[幻灯片: “什么是 RAD/PACT?”]

• RAD/PACT 是 NYCHA 用来尝试解决其维修问题的计划之一。

• 如果您听说过这个计划, 请举手。

[幻灯片: “什么是 RAD/PACT?”]

• 有谁知道 RAD 代表什么吗？

• 根据他们的回答, 说:

• 它代表租金补助示范 (Rental Assistance Demonstration) 计划。

• RAD 就是联邦政府对其的称呼。纽约市决定将其称为 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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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知道 PACT 代表什么吗？

• 根据他们的回答, 说:

• 永久共同负担能力承诺 (Permanent Affordability Commitment 
Together)

• RAD 和 PACT 的运营原理相同。您可能会听到它被称为这两个名字中的
任何一个, 这取决于某人是从联邦政府还是纽约市的角度谈论它。您可能
还会听到它被称为“PACT 保护计划” (PACT To Preserve)。

• 有谁知道 RAD/PACT 背后的基本概念是什么?

• 根据参与者分享的内容, 补充:  一般来说，它允许 NYCHA 将其
建筑转让私人房东, 之后由后者而不是 NYCHA 来管理建筑。这是 
NYCHA 将建筑的责任转移给私人开发商和房东的一种方式, 这样它
就不必再维护它们。

[幻灯片: “RAD/PACT 是如何运作的?”]

• 传统做法是, 联邦政府向 NYCHA 提供资金, 而 NYCHA 使用这笔资金来
管理建筑物。 租户将多达30%的收⼊以房租形式支付给 NYCHA。

[幻灯片: “RAD/PACT 是如何运作的?”]

• 那么 RAD/PACT 是如何运作的呢？房东或管理公司租赁 NYCHA 的一栋
建筑物。然后该房东或管理公司负责管理建筑物、进行翻新和维修, 并收
取房租。

• 租户支付其收入的 30% 作为房租, 但他们支付的对象是私人房东而不是 
NYCHA。

• 该建筑从公共住房中移除, 并改为基于 Section 8 (第 8 节) 的项目建筑。
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运作的。

[幻灯片: “Section 8 建筑是什么?”]

• 虽然联邦政府不想直接资助公共住房, 但他们愿意用公共资金资助私人房
东。Section 8 即是执行此操作的项目。

• 如果您听说过 Section 8, 请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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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吗？

• 如果有人知道，请他们解释一下。如果没有, 说:

• 在基于 Section 8 的项目中, 租户住在由私人房东管理的建筑物中。这位
房东为每间公寓收取两笔款项——一笔来自租户, 支付其收入的 30%, 另
一笔来自联邦政府, 支付房租剩余金额。两笔付款的总和等于“公平市场
租金 (Fair Market Rent)”, 这只是一个花哨的说法, 说的是该区域的私人
房东可以对任何私人公寓收取的平均租金。

• 这可能会令人困惑, 所以在继续进行之前确保每个人都明白: 

• 所以让我们再慢慢回顾一遍。在任何基于 Section 8 的项目, 租户支付其
收入的 30%, 除此之外, 联邦政府支付更多的钱, 加起来就是公平市场租
金。这两笔款项都支付给私人房东。

• 有人可能会询问 Section 8 住房优惠券。如果他们这样问了, 您可以向他
们解释 Section 8 住房优惠券和 Section 8 建筑物之间的区别:

• Section 8 有两种方式。基于租户的 Section 8 住房优惠券计划和基于 楼
群的 Section 8 的项目。

• 在基于楼群的 Section 8 的项目中, 整个建筑都在 Section 8 计划中, 如果
居民离开, 他们将无法带走 Section 8 的福利。在 基于租户的优惠券计划
中, 租户可以去任何私人建筑, 尝试让房东接受他们的 Section 8 住房优
惠券并让他们租下房子。

• RAD/PACT 是基于楼群的 Section 8 的项目。它将公共住房建筑转换成
基于楼群的 Section 8 的项目建筑。

• 基本上, RAD/PACT 所做的一切都是将建筑从 Section 9 公共住房 (联邦
政府支付 NYCHA 来运营这些建筑) 转换为基于楼群 Section 8 的项目 
(联邦政府补贴私人房东来运营这些建筑)。

[幻灯片: “您的建筑被转换的可能性有多大?”]

• NYCHA 希望通过使用这些 RAD/PACT 转换方式来转移管理其建筑的责任。

• 私人房东的参与也意味着房东可以带来自己的资源来帮助维修和管理建 
筑物。

• 联邦政府已经制定了如何进行 RAD/PACT 的规则, NYCHA 已经使用 RAD/
PACT 改造了许多建筑, 并计划做更多。 

• 有谁知道他们已经转换了多少建筑？

• NYCHA 已经通过纽约市的 RAD/PACT 转换了数千套公寓, 还有⼏千套
公寓也正在转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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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处填写您参加本次研讨会的社区的当前 RAD/PACT 转换次数。
您可以在 NYCommons.org 上查找此信息。

[幻灯片 1: “NYCHA 表示居民将受益于…”]

• 我们想在此再次提及, 我们不一定支持该计划, 但以下是 NYCHA 所说的
这些计划将如何使居民受益。

• 当公共住房建筑通过 RAD/PACT 进行转换时, 新房东应该进行一系列翻
新和维修。

• 您的建筑需要什么样的维修？

• 从参与者那里得到回答。根据他们的说法, 补充:

• 屋顶更换、外观升级、新厨房和浴室、翻新公共空间、升级照明、
更好的安全性、改进户外区域。

• 这些都是 NYCHA 应该要求私人房东做的事情。NYCHA 应该考虑建筑物
的需求, 征求居民意见, 然后与房东分享所需的翻新和维修清单。

[幻灯片 2: “NYCHA 表示居民将受益于…”]

• 居民仍拥有与他们的建筑是公共住房时所拥有的大部分相同的权利。 

• 作为 NYCHA 居民, 您拥有哪些权利? 

• 从参与者那里得到一些回答。根据他们分享的内容, 补充:

• 居民有权将他们的公寓转让给亲人。

• 如果居民有不满, 他们有权进行听证。

• 居民有权通过居民协会组织起来。

[幻灯片: “NYCHA 居民会怎么吃亏?”]

• 我们谈到了 RAD/PACT 对居民的一些好处, 但我们可能要担心哪些事情?

• 从参与者那里得到一些回答。他们可能会提出您尚未意识到的问
题。

• 我们可能担心的一件大事是, 在基于楼群的 Section 8 的项目中, 无论如
何, 租户都要支付其收入的 30%。 居⺠最⾼⽀付其收⼊的30% 原本⽀付
低于其收⼊30%的住户，在这个规定下可能不得不⽀付其收⼊的30%，这
意味着他们最终将⽀付更多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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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能担心的另一件事是谁拿到了钱。在这个计划中, NYCHA 可能根
本无法得到很多钱。大部分资金直接从联邦政府转移到私人房东身上。
这意味着 RAD/PACT 计划不会像其他一些 NYCHA 2.0 计划那样为其
他 NYCHA 建筑赚取资⾦。它所做的是将维护 NYCHA 建筑物的责任从 
NYCHA 转移到私人房东。

• 我们也可能担心私人房东接管管理。

1.  他们不必像 NYCHA 那样进行维修和维护。根据法院命令, 
NYCHA必须听从监察员的判断对霉菌和漏⽔问题作出相关回
应。不幸的是, 私人房东也不对任何一方有解释义务。政府官员
也可能不像对NYCHA问责⼀样问责私⼈房东。

2.  私人房东也可以更快地起诉或威胁起诉晚交房租或其他资料 
的租户。

• 如果您以前听说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请举手。

• 纽约市将 RAD/PACT 称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因为有一个公共合
作伙伴——NYCHA 和一个私人合作伙伴——房东, 他们一起合作。

• 如果是“伙伴关系”, 哪个伙伴负责什么? 这就是它变得复杂的地方。
由于私人房东是从 NYCHA 租赁土地, 所以房东应该按照 NYCHA 
的要求去做。但目前尚不清楚 NYCHA 将如何监控房东以确保他们
维护好这栋建筑。也不清楚 NYCHA 解约⽆良房东会有多难。要找
出答案, 您应该与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的社区组织保持联系, 例如 
GOLES。

• 有些人担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公私伙伴合作关系将意味着政府机构
的工作会减少, 而且他们过去提供的服务只能从营利性私营公司那里
获得。如果这发生在 NYCHA, 从长远来看, “公共住房”可能会少很
多。

[幻灯片: “有多难实现?”]

• 如果 NYCHA 想要通过 RAD/PACT 转换建筑物, 则必须通过美国住房和
城市发展部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 的
批准程序。

•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向 HUD 展示：

1. 该计划符合当前居民的最佳利益。

2. 转换不会对住宅区功能造成任何困难或混乱。

3. NYCHA 在与居民讨论后制定了计划。

• 这意味着 NYCHA 必须听取居民的意见! 如果您不同意他们的计划, 请确
保您的发声被NYCHA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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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 “NYCHA 2.0 的计划之间有什么区别?”]

注意: 如果您同时进行研讨会的 RAD/PACT 和“置入”部分, 则在完成这两个
部分后，接下来的三张幻灯片您只需要进行一次。

• 如果您还记得一开始, 我们谈到了 NYCHA 2.0 的三个主要计划。他们是: 
RAD/PACT、置入和开发权转让。

• 这张幻灯片显示了三者之间的基本区别, 假设⼀旦您想提倡一种而不是另
一种。

引导人们了解每个计划的亮点。

• RAD/PACT:

• 您将住在由私人房东而非 NYCHA 管理的建筑物中。

• 建筑物从公共住房 (Section 9) 转换为私人管理的 Section 8 住房。

• 政府和租户的持续付款将支付给私人房东而不是 NYCHA。

• 置入也称为“建设保护”: 

• 如果您的住宅区获得新的“置入”建筑, NYCHA 仍将管理您的物业。 

• 一栋新建筑取代了您 NYCHA 园区内现在可能是游乐场、停车场或
草坪的土地。

• NYCHA 表示筹集的资金将用于维修您的 NYCHA 大楼, 但目前没有
筹集资金。

• 开发权转让也称为“转让保护”:

• NYCHA 仍然管理您的建筑物，并且 NYCHA 财产上没有建造新建
筑物。

• NYCHA 通过将未使用的开发权出售给私人开发商以在 NYCHA 财
产附近建造新建筑来赚钱。

• 开发商的一次性付款用于维修您的 NYCHA 建筑。

[幻灯片: 您的住宅区发生了什么情况?”]

• 这些计划将在纽约市和美国其他地区实施。

• 例如, RAD 已在芝加哥、费城和旧金山等城市进行。 

• 您可以在 NYCHA 年度计划和 NYCommons.org 找到更多关于您住宅区
的计划。

在此处填写任何参与者的住宅区发生了什么情况。 

• 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如果有, 您愿意分享更多详细信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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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 “您能做些什么来参与?”]

• 以下是 NYCHA 居民可以参与组织 RAD/PACT 和其他 NYCHA 2.0 计划
的几种方式:

• 加入您的 NYCHA 居民协会。这是了解纽约市或 NYCHA 是否计划
将这些计划中的任何一项纳入您的住宅区的好方法。

• 与您的邻居交谈

• 如果 NYCHA 在您的 NYCHA 住宅区中就这些计划举行公开会议, 请
出席并发表您的意见!

• 联系围绕这些 NYCHA 策略组织而成的当地社区组织。

• 联系您的市议会成员, 让他们知道您是否认为 NYCHA 要进行的 
RAD/PACT、置入或 TDR 是一件好事。

在此处填写可以提供帮助的当地市议会成员或当地社区组织的名称。

[幻灯片: “问题/讨论”]

注意: 如果您同时进行研讨会的 RAD/PACT 和“置入”部分, 则在完成这两个
部分后, 此部分您只需要进行一次。

• 让人们知道您的组织正在做什么关于 RAD/PACT 的行动。您支持
吗？让参与者知道原因。您反对吗？帮助参与者了解缺点。 

• 询问参与者是否还有其他问题并回答。

• 向参与者提供信息, 以便他们可以跟进您的组织, 或参与您计划的任
何组织工作。

根据您有多少时间参加研讨会, 让参与者分成小组讨论以下一些问题可能会
有所帮助。之后, 小组可以将其谈论的内容分享给更大的小组: 

NYCHA 是否已经为您的建筑或园区提出了其中一项计划？哪一项? 您认为
这是个好主意吗? 

• 如果您必须为您的园区选择 NYCHA 2.0 计划之一, 您会选择哪一项, 
为什么?

• 您认为以下哪些计划对 NYCHA 总体而言是好的? 哪些值得在创造
足够的资金与 NYCHA 放弃这些资源之间进行权衡?

• 您更希望 NYCHA 不采取任何一项计划吗? NYCHA 可以通过哪些其
他方式找到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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