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福利协议》问答 

2021 年 3 月 3 日 

 

首字母缩略词列表 

 
AMI：地区中位数收入 

BWI：布鲁克林劳动力创新组织 

CBA：《社区福利协议》  

CBO：社区组织 

CB：社区委员会  

FAC：第五大道委员会 

HPD：纽约市房屋保护和开发局  

MIH：强制包容性住房 

OBT：“美好明天的机遇”组织 

SBIDC：布鲁克林西南工业发展组织 

ULURP：统一土地使用审查程序  

 
住房与经济  

 
1) 问：预计该建筑什么时候完工？ 

 
答：如果该项目获得 ULURP 的批准，我们将进入 18-24 个月的设计阶段，然后进行大约 18-24 个

月的施工。我们预计总共需要 3-4 年的时间。 

 
2) 问：您能否澄清提案中经济适用度高的一居室、二居室和三居室住房的数量（不是百分比，而

是住房的原始数量）？ 

 
答：33 套经济适用房中，40％（即 12 到 13 套）将为 30％ 的 AMI 家庭（在高经济适用度范围内）

保留。 

 
3) 问：为行动不便的居民预留了多少套公寓？ 

 
答：整座楼房均是无障碍设计。具体来说，它将为行动不便者预留 5％ 的住房，为视力和听力受

损者预留 2％ 的住房。行动不便的居民将有坐轮椅出入的空间和其他方便设施，视障居民将有闪

光灯和盲文等设施。与市政府的监管协议将要求有残疾人无障碍设施。 

 

以下问题和以下幻灯片有关： 

 
4) 问：在包含市场租金百分比的幻灯片中，在右侧的红色标出矩形中，30％ 那一列和 60％ 那一

列的含义是什么？ 

 
5) 问：您能否再次解释 46％ 的 AMI 那张幻灯片？我不清楚您是指所有住房，还是仅指 MIH 住房。 



 
答：此幻灯片上的粉红色区域显示了该项目对经济性的承诺。该项目的价格比中间的方案 1 所显

示的强制包容性住房计划所需的价格低得多。据我们所知，这是开发商首次同意在没有公共补贴

的情况下将平均 AMI 降低到 AMI 的 46％。这意味着在这栋建筑中，收入为 AMI 30％ 的家庭每月

要为一室、二室和三居室公寓支付 500-700 美元，而收入为 AMI 60％ 的家庭每月要为一室、二室

和三居室公寓支付 1200-1700 美元。所有租金不超过家庭收入的 30％。 

 

6) 问：我们如何申请这些公寓？ 

 
答：抽签大约在楼房预计完工之前的 6 个月开始。第五大道委员会将以多种语言举办多次社区信

息发布会，作为推广工作的一部分，以确保当地居民了解抽签活动。 

 
7) 问：该项目的预期建设成本是多少？一旦完成，该项目的预期每月总运营成本是多少（包括所

有费用，例如抵押付款，运营费用和付息）？假设所有租赁空间均按预期价格产生租金，则该项

目预计将带来的总月租金是多少？Totem 需要多少额外的补贴才能使项目当前 MIH 水平扩展到项

目 50％ 的住房？ 
 
答：在 FAC 的合作下，项目团队与纽约市房屋保护和开发局取得联系，查看是否有可能提供额外

的负担能力，但他们没有资源这么做。不幸的是，HPD 当前没有项目来弥补 25％ 到 100％ 经济性

的之间的差距。为了支付施工成本，每增加一套住房大约要花费 50 万美元。为公寓提供 25％ 的

额外补贴将需要 1700-2000 万美元的额外市政补贴。在项目的此阶段，由于公寓尚未设计，因此

无法准确得出项目成本，并且在此阶段无法锁定施工、融资和其他成本的变量。尽管如此，下面

将进一步讨论指导预算预测的一些基本假设。 
 

8) 问：Totem 能否解释他们期望从该项目中获利多少？是否已向 CM 蒙查卡提供了详细的财务分

析？ 
 



答：公寓尚未完全设计好，这意味着我们没有施工图，并且在建造、人工、融资等方面的成本尚

不清楚，因此我们在 ULURP 上经历了复杂的过程，要求我们在建筑物全面设计好之前进行评估。

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系统。尽管如此，大概的全部开发成本约为 1 亿美元（建筑、土地使用费

等）。市政的典型开发项目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内估计可获得 7-9％ 的回报。在这里，由于我们

将 AMI 的水平降低到平均 AMI 的 46％，因此项目团队目前预测开发回报率为个位数，并且较低。

33 套经济适用房是永久经济适用房，无需纳税人的钱就可以预留这 33 套房。经济适用度影响回

报率。 

 
9) 问：图书馆现在要花 FAC 多少钱？看来 Totem 每年将赚 300 万美元，我知道图书馆的成本将接

近 1500 万美元，那么为什么第四大道 737 号的成本会高得多？ 

 
答：图书馆项目是 49 套房；第四大道 737 号的规模将接近图书馆项目的三倍。图书馆的住宅部分

和外部将耗资约 3,800 万美元，因此与开发团队所预计的一致。 

 

10) 问：我们能否了解合同中为何要求新公寓没有无家可归者庇护所？ 

 
答：这是社区委员会的要求。该社区在该地区已将数家酒店改建为避难所，而 CB 担心那里避难所

的数量。但是，重要的是要在此处做出区分，因为要求是在此处建造永久性经济适用房，这与在

避难所中找到的临时性住房不同。所签署的信是针对成为无家可归者的住所的房产，而不是为以

前无家可归者建造的经济适用房。 

 
11) 问：当市政府不出面提供补贴时，我们如何获得更多这样的项目？ 

 
答：关键是社区委员会更清楚社区希望项目能提供什么。在这个项目中，更高的经济适用度和住

房显然是我们听到的优先事项，而 CB 决定与开发商合作以寻求解决方案，这一点很重要。日落公

园也对该项目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开发项目投入了大量精力。要复制此模式，社区应继续协调和支

持社区的需求和需要。为了使私人资助的项目能够满足额外的公共利益，市政府必须跳出固有思

维模式，对于社区团体来说，让市政府知道他们需要和需求很重要。 

 
12) 问：Totem 是否解决了社区对下层住宅高档化的担忧？Totem 如何对导致成千上万的家庭搬迁

负责？ 

 
答：没有人直接因这个项目而搬迁。该社区的二次搬迁是该地区缺乏足够的经济适用房的结果，

FAC 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地区的住房出现净损失，而人口在增长。需要建造住房和永久性经

济适用房。该项目将使用 FAC 最新住房报告中提到的三种选择之一，建造经济适用房来增加住房

数量（可点击此处查看报告；可点击此处观看全市专家讨论建议的小组讨论） 。除了 FAC 正在建

设的两个项目之外，这确实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在该地区增加新的经济适用房的唯一形式。 

 
就业与小企业 

 
13) 问：这些职位是否会提供培训以及职业发展和成长的机会？众所周知，这些项目中有许多雇

用入门级职位，但是是否可以保证他们将获得成长和发展机会？ 

 

答：关于建筑工作，虽然不能保证一个工地的工人能继续从事以后的工作，但劳动力组织将努力

寻找适合所有工作机会的合适人选，并确保他们在此项目中接受的培训帮助他们在市内未来的工

http://www.fifthave.org/index.cfm?fuseaction=document.viewDocument&documentid=218&documentFormatId=224&vDocLinkOrigin=1&CFID=1877454&CFTOKEN=34edd0c32cb2e052-E89B73DB-1C23-C8EB-8066793AE35E814A
http://www.fifthave.org/index.cfm?fuseaction=document.viewDocument&documentid=218&documentFormatId=224&vDocLinkOrigin=1&CFID=1877454&CFTOKEN=34edd0c32cb2e052-E89B73DB-1C23-C8EB-8066793AE35E814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4xQuJiaiy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4xQuJiaiyI


作中变得更具竞争力。OBT、SBIDC、FAC 和 BWI 的资源仍留给已安排就业的应聘者。关于永久性

工作，32BJ 公会的制度为未来和更多永久性工作提供了内部渠道。此外，该项目还致力于为商业

区寻找小型本地企业，而劳动力团队则有望找到在这些公司长期就业的良好人选。 

 
14) 问：这些工作是否会提供给非英语为主人群，例如我们的第一代拉美移民成员和我们的大部

分华人成员？ 

 
答：会的。OBT 和 FAC 都有适合其他语言人士的项目。FAC 专门有一个过渡项目，FAC 与语言能力

有限的纽约人一起为他们找到工作，教他们英语并为这些工作机会提供培训。为了提供职业培训

机会，BWI 和 OBT 服务并招聘了很大一部分的非母语人士。 

 
15) 问：他们是如何达到 35％ 的本地招聘基准点的？协议中是否包含企业负担得起的商业租金？ 

 
答：35％ 是全市经济适用房项目的标准目标。50％ 或 60％ 的要求可能会妨碍承包商，并阻止他

们按时交付工作。这是其他 CBA 所采用的规范，也是经济适用房基础设施的规范。 

 
16) 问：作为一个小企业主，我们如何申请拿下这个开发项目中的一块商业用地？ 

 
答：我们还有几年时间，但是我们很乐意在社区中寻找小型企业来扩展这些机会。我们还将依靠 

CBO 网络来选择该地区的小型企业和组织。该项目获批并继续进行开发后，如果您想就租赁机会

与我们保持联系，请随时联系。 
 
17) 问：我们希望保留 Dunkin' Donuts，因为它提供了工作和机会。我们可以将 Dunkin' Donuts 保

留在这吗？ 

 
答：在施工过程中，他们将需要搬迁，一旦开发完成，我们更愿愿以小型企业为目标，而不是全

国性连锁企业。但是，如果 Dunkin' Donuts 想作为永久建筑的租户返回，我们可以进行讨论。 

 
18) 问：社区可否通过任何方式了解建筑业，以查看有哪些职位以及我们如何申请？ 

 
答：Crescent 将在项目团队中负责这方面。SBIDC 和 BWI 希望与选中加入团队的任何人一起工作，

并且还将在该机会之前六个月发布工作机会。 

 
19) 问：与本地企业而不是大型连锁店合作时，是否可以保证不增加租赁费用？ 

 
答：该项目将设计较小的零售面积，以便为当地商店和零售店提供价格合理的空间。在零售租赁

中，将为零售商提供在当地雇用的指导，项目团队将与当地的 CBO 紧密合作，帮助寻找这些零售

区域的潜在租户和雇员。 

 
运输和基础设施 

 
20) 问：地下停车场价格昂贵，公寓中的每个人都会拥有一辆汽车。拆除停车场并建造更多经济

适用房是否可行？您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公众在施工过程中穿行于该地区？ 

 

答：我们并不认为每个人都有车，但根据法律，该项目要求提供市场价住房数量 40％的停车位，

相当于约 45 至 50 个停车位。该项目将鼓励尽可能少的车辆通行，为人们提供自行车停放处和便



捷的地铁通道。项目团队将与当地合作伙伴和施工经理合作，特别注意行人的状况，尤其是考虑

到它靠近火车站。 

21) 问：您与 Oonee 以及自行车停放处的伙伴关系如何与公寓配合使用？ 

 
答：在接下来的两年建设中，Oonee 将与 Totem 合作，以确保正确实施和维护面向公众的自行车

停车设施。该停车位将免费向公众开放，并优先考虑直接社区成员，包括考虑在附近生活和工作

的基层工人和服务人员的数量。 

 
22) 问：是否有进一步的基础设施计划，或者非社区成员将从中受益的计划？ 

 
答：该项目将建立绿色基础设施，包括生态草沟和雨水集水区。该地区有大量雨水蓄积，公寓的

基础设施将有助于减少这种积水。其他改进包括多式联运自行车停车处和面向社区的零售。 

 
 

CBA 的创建和责任  

 
23) 问：您如何定义社区，因为这与参与和责任机制相关？ 

 
7 号社区委员会批准了该项目，并提出了具体建议。CBA 中的大部分内容直接来自这些建议。该

文档的主要重点是 7 号社区委员会，尤其是日落公园，它将真正受益于经济适用房和其他改进措

施。相同的偏好将应用于抽签。FAC 围绕经济适用房抽签开展的许多服务和推广活动都将集中在

日落公园。 

 
24) 问：我了解 CBA 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您能解释一下这是如何实施的，以及由谁实施的

吗？ 

 

答：可以通过多种机制来执行《社区福利协议》。CBA 是具有约束力的合同。尽管始终存在无法

执行 CBA 的担忧，但这是不同的。由于此 CBA 上有四个已建立的社区的组织，因此每个组织都可

以要求开发人员单独或集体负责。CBA 中可引用的关键章节是第 8b 条。此外，此 CBA 将是项目批

准中的记录文件。CBA 承诺将是公寓的约束性要求，而不仅仅是开发商。每个组织都有独立的权

力去起诉并强制执行。但是，理事会成员和 HPD 以及其他市级机构可以帮助强制执行此文件。 

 
25) 问：报告要求的频率是多久？需要明确的是，唯一的执行机制是这些小型本地非营利组织中

的一个或多个主动提起诉讼并向法院提起诉讼吗？ 

 
答：CBA 要求至少每 6 个月向社区进行一次正式报告。对于经济适用房，HPD 将监管所有作出的

经济适用房承诺是否得到遵守，而 FAC 将针对经济适用房数量做出年度行政报告。我们还将依靠

四个在社区中建立深厚联系和良好声誉的社区组织来实施 CBA。除了 HPD，市级机构也可以请愿

参与。 

 
26) 问：您能否解释一下 CBA 背后的流程以及进行了多长时间？ 

答：在与当地社区委员会进行了将近两年的沟通之后，他们以 9 个条件投票批准了项目，供开发

团队在 2020 年秋季考虑。此后，布鲁克林区主席还对项目表示了赞同，并提出了一些附加条件。

这些意见可以在此处找到，分别在第 17 页和第 22 页。为了展示对这些社区优先事项的响应能力，

我们起草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CBA，以确保在此项目中兑现这些承诺。我们求助了四个社区非营

https://www1.nyc.gov/assets/planning/download/pdf/about/cpc/200029.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planning/download/pdf/about/cpc/200029.pdf


利组织，他们在 CBA 条款方面拥有专业知识，从经济适用房到工作到社区基础设施到签署该文档，

并使开发团队负责实施。连同市政府和 MTA 提出的一些其他要求，该文件将 CB 和社区成员在 

ULURP 流程中提出的优先事项直接转换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 

 
其他 

 
27) 问：帮助中美洲一个小社区与该项目有什么区别？ 

 
答：与我们在萨尔瓦多的项目不同的是，那里是国有土地，而 Totem 是市长和市政府的顾问，以

重新考虑使用国有土地。日落公园的这片土地是私人拥有的。 

 
物流 

 
28) 问：将记录此信息会议并与社区成员共享吗？ 

 

答：正在记录中，并将由理事会成员蒙查卡的办公室在以下链接中共享：

https://council.nyc.gov/carlos-menchaca/737-4th-avenue-rezo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