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Y Rising 住房恢复方案 
常见问题 

 2014 年 4 月 10 日 修订  

方案概述 
NY Rising 住房恢复方案包括数个计划，旨在帮助受超级风暴桑迪、飓风艾琳或热带风暴李影响的

纽约人重建家园。该方案提供： 
• 受暴风破坏住房的维修和重建补助金。这笔补助金包括为使受损住房更具风暴抵御能力而

采取加高和减损措施所需的费用，以及消除如铅和石棉等环境威胁的减灾费。还包括对已

自费完成维修的业主的补偿金。 
• 为因风暴失去住房的业主提供临时抵押援助 (Interim Mortgage Assistance, IMA)， 对除抵押

贷款外的其他住房费用也予以补偿。此项援助仅适用于获得维修、重建或修复住房补助金

的纽约人。  
• 在指定收购区购买住房。 
• 为出租屋业主提供援助。 

 
谁有资格获得援助？ 
因超级风暴桑迪、飓风艾琳或热带风暴李造成损失的住宅物业业主有资格获得援助。申请者必须

在暴风发生时拥有该住房的所有权，而且该住房为业主在暴风发生时的主要住房。 
 
我该如何申请援助？ 
NY Rising 住房恢复方案由纽约州的州立家庭和社区重建住房机构管辖。 本方案的资金源于联邦社

区发展整笔拨款 - 灾后恢复计划 (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 - Disaster Recovery Program, 
CDBG-DR) 的资金，由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 提供。  
 
可访问 www.stormrecovery.ny.gov 获取在线申请表，截止日期为 2014 年 4 月 11 日。  

维修与重建 
该方案会支付哪些费用？ 
本方案旨在帮助业主维修或重建住房，使住房满足联邦、州及当地最低限度的基本标准。另外，

本方案将支付为加强房屋结构对风暴侵袭的复原能力进行改造所需的费用。 
 
该方案会将我的住房恢复到风暴前的状态吗？  
本方案仅为将受损房屋修缮至符合最低宜居住宅标准的状态提供资金。业主可选择超过此标准的

修缮，但需自行支付额外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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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估算我的住房的损失与维修费用？ 
您提交完整的申请表后，检查员将与您联系并预约见面时间。检查员将调查受损房屋，评估已完

成的维修，并将这些信息汇总至许可活动 (Allowable Activity, AA) 和预估维修费 (Estimated Cost of 
Repair, ECR) 估价中。许可活动反映已完成维修的价值。 预估维修费则是对仍需进行的维修的估

价。若房屋的部分已维修完毕，但施工完成仍需进行大量的修缮工作，则屋主将同时收到许可活

动和预估维修费。对于需要重建的住房，还将计算房屋重建以及处理特殊现场条件和房屋拆除的

补助金。 
 
该方案会为房屋加高支付费用吗？ 
本方案将为位于百年一遇洪涝区域内的住房支付加高费用。本方案针对必须加高的住房提高补助

总额的上限。住房位于百年一遇洪涝区域之外的屋主没有资格获得加高补助金。 

我的住房必须进行加高吗？ 
遭受了“实质性损坏”且位于百年一遇洪涝区域内的住房结构必须进行加高。 
 
实质性损坏由下列各项确定： 

1) 收到来自当地冲积平原管理员的“实质性损坏”通知函，或 

2) 包含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FEMA) 和/或市政当局表明房屋遭受实质性损坏的统计数

据中。 

即使是非必要住房加高，该方案也会为此支付费用吗？ 
会，本方案将为位于百年一遇洪涝区域内的住房支付加高费用。但是，住房加高补助总额增加上

限的情形仅限必须进行加高的住房 

加高 
若我收到了该方案的补助金，则我必须加高我的住房吗？ 
若您的住房位于百年一遇洪涝区域内，且拥有该住所市政当局寄发的实质性损坏通知函，则您必

须加高您的住房。 

若我的住房位于百年一遇洪涝区域内，但并未遭受实质性损坏，我能加高我的住房吗？ 
若您的住房位于百年一遇洪涝区域内，但并未遭受实质性损坏，您仍有资格获得加高补助金，但

您的补助总额上限将不会增加。若您仅有部分土地位于百年一遇洪涝区域内，或您拥有来自联邦

紧急事务管理局的重复损失状态说明，您也可加高住房。  

若我的住房必须进行加高，但我并不想进行加高，我可以只完成住房的维修吗？ 
不可以，您必须遵照本方案的要求。如果您的住房位于百年一遇洪涝区域内，且拥有实质性损坏

通知函，则您必须加高住房以完成施工。  
 
支取由该方案发放的补偿金后，若我拒绝加高住房，则我必须退还补偿金吗？ 
只要您居住在百年一遇洪涝区域内且拥有实质性损坏通知函，您就必须加高住房。未能完成所有

必要工作，将受退还政策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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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住房加高期间内，该方案会支付存储费用吗？ 
不会，符合条件的费用不包括存储费。  

如果在住房加高期间内，我必须暂时搬家，该方案会为此支付费用吗？  
您可能有资格获得来自临时抵押援助方案的帮助。若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客户代表。 

该方案在什么情况下会提供可选加高补助金？ 
若您符合可选加高资格且想要为此获得补助金，您必须填写可选措施的选择加入表。该表可在线

填写或在纸上手动填写。关于此表的获取方式，请向您的客户代表咨询。 

承包商 
由谁对我的住房进行维修与重建？纽约州会向我提供承包商名单吗？ 
由屋主自行选择承包商。 
 
所有承包商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吗？  
承包商需要获得屋主社区的施工许可证，并且不在禁止名单之列，而且若合约金额超过 100,000 
美元，还必须满足保证金要求。纽约都市区外的一些社区不会向承包商发放许可证，因此许可证

要求不适用于这些社区。  
 
如果已有承包商在为我的住房施工，情况会怎样？ 
为获得该方案发放的补助金以支付承包商费用，屋主必须选择满足方案标准的承包商。 
 
该方案会将补助金支付给屋主还是承包商？  
若您已经完成部分或全部的住房修复工作，补偿金将直接支付给您本人。就未完成的维修工作，

本方案将视设计专业人员和/或承包商的选择以及补助金协议的执行，将补助金额的 50% 发放给

屋主，剩余 50% 将于施工完成后发放给屋主。支付补助金前，本方案将进行检查以验证完工，并

进行评估以确保所有文件已提交至本方案。如果您选择可选的减损、加高或堤岸维修，则适用额

外的支付补助。 

涵盖的具体项目 
该方案有哪些不包含的项目？ 
奢侈品不符合本方案规定的条件。可访问网站 www.stormrecovery.ny.gov， 查看方案不予补助的

奢侈品清单。 
 
包含家用电器吗？ 
方案补助金包含维持基本住宿所需的非奢侈家用电器。包括冰箱、炉灶/烤箱及其他类似家用电

器。本方案中不包含洗衣机与烘干机。  
 
包含类似坐便器和梳妆台之类的项目吗？  
包含。本方案包含永久固定于住房内的非奢侈项目。  
 
包含草坪吗？  
不包含。本方案不包含与环境美化相关的项目。仅包含与不动产维修或重建相关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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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地毯吗？  
包含。本方案包含永久固定于住房内的非奢侈项目。请访问网站查看奢侈项目清单。 
 
包含因风暴引发的存储费用吗？  
本方案不包含存储费用。  
 
包含汽车吗？  
不包含。本方案不负担与汽车相关的费用。  
 
若有残障儿童居住且需要特殊居住设施，该方案会包含此类设施吗？ 
会。如果住房之前拥有的辅助设施因飓风桑迪、艾琳及热带风暴李而受损或摧毁，且屋主对此类

设施仍有需求，纽约州将在方案补助金额最高上限范围内支付恢复辅助设施所需费用。若需要进

行房屋加高，新辅助设施的改进也包含在其中。 
 
包含阳台吗？ 
住房的修缮与减损必须满足最低建筑物标准及必要的联邦环境评估要求。检查员会确定是否需要

对阳台或门廊进行维修或更换以满足这些要求。 
 
该方案包含地下室吗？ 
将对住房连同附带的地下室一并维修，使其达到必要的安全与卫生标准。  
 
包含堤岸吗？ 
本方案负担的费用包含为保证住房结构完整性进行必要堤岸维修所需的费用。建筑师或工程师将

对堤岸进行检查并确定是否需要进行维修。  
 
包含海堤吗？ 
不，不包含海堤。 
 
风暴来临前我为住房建了一个附加建筑，还未完成就遭受了风暴的袭击。已完工的部分在风暴中

遭受了损坏，该方案会为完成此建筑支付费用吗？ 
本方案仅支付为满足最低建筑物标准而进行的必要维修所需的费用。检查员将评估此类建筑的需

求与用途，以最终确定其维修与重建是否包含于工作范围中。  
 
NY Rising 包含为三层楼以上的房屋安装消防洒水装置吗？ 
包含。安装消防洒水装置是建筑规范中规定的高层住房必须实施的操作，符合补助资格。已收到

补助金的屋主可申请补助后更改订单，以包含安装消防洒水系统所需的额外费用。  
 
该方案包含因地壳运动所致的损坏吗？ 
包含。本方案将根据现场评估，在补助金中包括修复因地壳运动所致损坏所需的费用。若您确信

您的房屋因地壳运动受到了损坏，但补助金中并未反映对此项维修的补助金额，请与您的客户代

表联系。 
 

5/1/2014 2:16 PM 
常见问题 

4 



 

受风暴损坏的住房拆除后更换为预制房屋。这项活动有资格获得补偿吗？该方案会支付此类房屋

的加高费用吗？ 
会。只要补偿与加高均符合要求，本方案可为您补偿部分费用。  
 
公共理算师或律师的费用会从我的补助金中扣除吗？ 
为获得与结构（而非建材）相关的保险结算而聘请的律师或公共理算师的费用可用于抵消双重福

利 (DOB)，但不得超过总结算金额的三分之一。霍夫斯特拉大学 Maurice A. Deane 法学院的灾后恢

复门诊 (Disaster Recovery Clinic) 和纽约法律援助 (New York Legal Aid) 协会，为长岛受超级风暴桑

迪 影 响 的 家 庭 和 小 型 企 业 提 供 免 费 的 法 律 服 务 。 如 需 更 多 信 息 ， 请 访 问 
http://stormrecovery.ny.gov/homeowner-resources-and-forms。 
 

支付 
我最近收到一张补偿金支票。这张支票的用途是什么？ 
NY Rising 近期对您的住房进行了损坏评估。 这张支票是对您进行风暴后住房恢复时所付合格费用

的补偿。 
 
这张支票未能准确地反映我所支出的费用。若我将此支票兑现，我还能获得进一步的援助吗？ 
能。若下列各项中有一项为真，您就有资格获得进一步的援助： 

• 您的收据表明完成在房屋检查时确定的工程的合格费用高于我们的预估费用。其中

可包含支付给建筑师和工程师等设计专业人员的费用。  
• 需要进行拆除如石棉或铅等有害材料的额外工作。  
• 您的住房因多种风暴（飓风桑迪、飓风艾琳或热带风暴李）遭到持续损坏。 

 
我无法访问网络，我该如何签署补助金协议？  
您可以签署书面文件并将其交予您的客户代表，在登记中心的一体机上以电子方式签署，或致电

您的客户代表取件。 
 
如果我不签署补助金协议，如何获得补助金？ 
您不签署补助金协议就无法获得补助金。纽约州需要存档适当的文件以符合州和联邦的相关规

定，您必须遵守方案的所有要求以符合获得未来援助的资格。您当然有权利要求我们解释您的补

助金额，也可就此补助金提出申诉。 
 
“双重福利”和“福利审核”是指什么？ 
根据联邦法律，该方案不得支付已由其他资助金支付的维修费用，此时的福利称为双重福利。福

利审核是用于验证就飓风桑迪、飓风艾琳和热带风暴李所提供援助的来源的流程。 
 
如果非盈利机构向我提供了援助，我的补助金额会受到影响吗？ 
从其他任何援助来源收到的有关房屋修缮的资金援助均视为双重福利。我们需要您向您的客户代

表提供指明援助用途及援助授予方的所有文件，以便我们确定它对您的补助金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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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了小企业管理局 (SBA) 贷款，但补助金中并未扣减该金额。我仍然可以存入我的支票吗？ 
就小企业管理局贷款而言，需视具体情况的评估决定您是否符合方案困难政策的豁免资格。  
如果您认为自己的补助金额可能会被扣减，可就以下方式二选一：  

退还该补偿金支票，申请评估，领取金额调整后的新支票，  
或  

接受该支票，在未来支付中申请扣减补助金额。注意：如果补助金额扣减大于应付额，则

您可能需要通过个人资金支付超出的金额。  

若您还未这样做，请与您的客户代表一起填写小企业管理局困难表。  

 
如果我的洪水保险补助金未从我的补助金中扣除，我还能存入这张支票吗？ 
您可就以下方式二选一：  

退还该补偿金支票，领取金额调整后的新支票，  
或  

接受该支票，在未来支付中申请扣减补助金额。注意：如果补助金额扣减大于应付额，则

您可能需要通过个人资金支付超出的金额。  

 
要是我收到了足够的钱，或我想要拒绝部分或全部资金，我该怎么做？  
若您出于任何原因选择放弃此笔资金，请联系您的客户代表以填写资金退还表。您必须将原始支

票及此表一同交给您的客户代表。即使您只想放弃部分资金，您也需要执行这一流程。 
 

我必须为收到的援助金支付税款吗？  
因为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税务问题也不尽相同，您应就您的具体情况向专业的税务人员征求 
建议。  
 
补偿金的使用有任何限制吗？ 
补偿金旨在弥补您已经产生的维修费用。 
 
我可以接受补偿金，但不完成预估维修费的剩余工作吗？ 
不可以，您必须完成预估维修费的所有工作。为遵守联邦要求，您必须同时向您的客户代表提交

铅和石棉清除测试证明和/或无需此类测试的证明，或者您也可要求该方案派遣检查员对您的住房

进行检查，以通过这些检查。 
 
如果我的住房位于百年一遇洪涝区域内，则方案要求必须获得洪水保险吗？ 
是的。如果您的受损住房位于百年一遇洪涝区域内，则您必须提供洪水保险证明。  
 
我该如何告知未来买家关于洪水保险的要求？  
请咨询法律专业人士。 

 
仍然有三年居住时限的要求吗？  
没有。对于暴风过后的房屋拥有时限没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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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支票兑现后，我还可以提出申诉吗？ 
关于解释和申诉流程的信息，请联系您的客户代表。 
 
将支票兑现后，我还能继续我的临时抵押援助申请吗？  
可以。有关临时抵押援助计划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客户代表。 
 
房产证上的每个人都必须签署补助金协议吗？ 
是的，房产证上所列的每个人都必须签署补助金协议。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tormrecovery.ny.gov/homeowner-resources-and-forms。 

时间表 
完成整个流程需要多长时间？  
纽约州在发放补助金之前必须完成若干评估步骤。这些步骤包括：确立申请者资格，预估维修与

重建费用，以及审核从其他联邦机构、保险公司及个人慈善机构获得的福利。 
 
一旦完成申请，处理时间将视获得及审核来自第三方（如保险公司、联邦机构和美国住房和城市

发展部的环评批准文档）的信息所花时间而定。处理流程中每步所花费的时间将视每个屋主的具

体情况而各不相同，没有为此设定时限。客户代表可协助屋主加速处理流程，随时为屋主提供最

新进展并回答屋主提出的任何疑问。  

资格 
我住在纽约市。我符合资格吗？ 
纽约市的资金来源于联邦政府，用于资助受风暴影响的纽约市民。若您居住在布鲁克林、布朗克

斯、曼哈顿、皇后区或斯塔顿岛，您应该直接联系市政官员寻求协助。  
 
我如何确定自己是居住在百年一遇还是五百年一遇的洪涝区域内？ 
您可访问 www.floodsmart.gov 查看洪水冲积平原地图。您的客户代表将与您一起确认此信息。  
 
第二套房或度假屋有资格获得补助吗？ 
没有。根据联邦法律的相关条款，第二套房（根据 IRS 出版物 936（抵押贷款利息扣除）的定义） 
不符合获得方案修缮援助、住宅补贴或收购的资格。 
 
我的住房是分户式产权公寓，有资格获得补助吗？ 
有。分户式产权公寓和合作公寓均有资格获得援助，且此类物业的个人单位业主以及团体或拥有

共同所有权的实体均符合资格。  
 
我继承了我母亲的房产，母亲生前已申请该方案。过世前，她正在办理房产过户。我符合此方案

的资格吗？ 
符合。只要您愿意遵守方案要求，您就符合此方案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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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宽限会导致申请者丧失获得援助的资格吗？ 
抵押宽限是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一项特殊协议，旨在延期或减少抵押贷款。抵押宽限不会导致

申请者丧失获得援助的资格。  

为屋主提供贷款的银行取消财产抵押品赎回权，屋主仍然符合该方案的资格吗？ 
可以。屋主仍然拥有住房，且补助金必须用来维修住房。 

两处住房属于同一拥有共同所有权的房产。这两处住房有资格获得补助吗？ 
该方案将对房产证进行审核以作出判断。一般而言，该方案的援助通常仅限主要住房。  

 

加入会议 
我的家人或律师可以陪我去参加加入会议吗？ 
可以。如果您觉得可以与他人分享您的个人信息，您可以让任何人陪您一起参加此会议。然而，

除非您书面授权并指定沟通人员，否则您本人必须出席所有会议，而且您不能委托您的家人或律

师代您出席会议。 
 
为何我必须提供我的税务信息？  
本方案提供的援助资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帮助。我们会收集收入信息，以便

能够向 HUD 汇报我们为此类人群提供的援助资金总额。  
 
“代位求偿协议”是指什么？  
签署“代位求偿协议”即表示屋主授予该方案相较于其他所有福利在补偿金额范围内的优先求偿

权，其他福利即飓风桑迪、艾琳和热带风暴李的灾后恢复援助，这些将被视为双重福利。屋主必

须告知该方案所获得的任何福利。  
 
根据“代位求偿协议”，为何我必须在房屋维修完成后报告所获得的任何其他救灾资金？ 
本方案为最后的救助金来源，因此，如果您未来收到任何救灾补助金，您必须偿还该方案已为此

支付的费用。  
 
签署表格前我能将表格带回家征求如配偶、律师等人的意见吗？ 
可以。尽管在加入会议期间，您的客户代表将尽力回答您提出的任何与所签署表格相关的疑问，

您仍拥有足够多的时间来完成签署这些表格。但请注意，只有您提交签署您姓名的表格后，申请

流程才会继续进行，因此，花费过多时间签署表格可能会造成处理延迟。表格签署完毕后，您可

以将其放于您客户代表的办公室内，您的客户代表将更新您的文件以继续处理流程。  
 
我能将表格带回家与联合申请人一同签署吗？  
可以，但随后我们可能需要与您的联合申请人见面。  
 
我可以通过邮寄、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返回表格吗？  
您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返回表格，但不能使用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返回，因为我们需要表格原

件进行存档。我们首选的方式是由您亲自递交表格。所有加入表格都需要使用蓝色钢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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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联合申请人在家中签署文件，我们需要请他们到场并出示身份证吗？ 
需要。屋主需要到达办公室并提供其身份证的复印件。另外，向福利审核小组提交文件前，屋主

必须签署方案要求的全部文件。 
 
如果房产证上仅列出了丈夫的姓名，还需要妻子签署表格吗？ 
不需要。如果妻子并未列于房产证上，则她并不需要成为联合申请人或签署表格。  
 
如果妻子与丈夫正在办理离婚，且双方姓名均列于房产证上，该如何继续加入会议？ 
所有文件上必须有双方的签名，且此房屋必须至少为其中一方的主要住房。  
 
房屋的共有业主必须签署申请表吗？ 
不需要。只需要申请人签署申请表即可。其他所有文件上必须有房屋所有共有业主的签名。 
 
我没有签署 2012 年联邦税费表 
如果您的税费以电子格式提交，则我们可能有权索要电子签名并将其作为向 IRS 缴纳税费的记

录。我们可能还将通过完成 4506-T EZ 表格向 IRS 索要一个副本。  
 
如果屋主已过世，我们需要什么证明文件？ 
我们需要能够证明申请方案的屋主为此物业的完全业主的文件。需要已故业主身前或已故业主不

动产的所有权转让文件。仅凭一张死亡证明无法证明所有权的转让。 

检查 
为何我需要接受检查？ 
本检查的目的是确定您的住房是否有必要进行维修，以及生成预估维修费 (ECR) 和许可活动 (AA)
（住房完成维修的情况下）。此 ECR 和 AA 将用于确定本方案中适用于您的援助。  
 
来自 FEMA 和房屋屋主保险公司的检查员已经进行了检查，我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吗？ 
需要。为保证获取最准确及最新信息，我们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我的住房需要接受几次检查？ 
视房屋修缮工作已完成和还需完成的程度以及环境检查的需求，大约需要进行三到五次检查不

等。典型的检查包括初始检查、一次或多次环境检查（石棉测试、铅涂料测试、清理测试及后续

的跟进）和一次最终检查。 
 
我必须为此方案所要求的检查以及对检查结果的任何补救支付费用吗？ 
不需要。您无需支付进行必要检查的费用，任何就检查结果进行的补救均包含于方案的合格费用

中。屋主仅需支付超出方案福利上限的费用。仅就补偿而言，您可以选择资金补救并得到补偿。 

如果我仅要求补偿，还需要对我的房屋进行检查吗？ 
需要。本方案将验证之前完成的修缮工作是否通过所有方案检查和环境清理要求。 
 

5/1/2014 2:16 PM 
常见问题 

9 



 

关于房屋检查的相关信息，我可以联系谁？  
您可致电 NY Rising 建造管理团队热线 (516) 830-3560，了解任何与建造相关的问题。该热线工作

时间为：周一至周六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另外，您还可随时直接联系您的客户代表寻求帮助。 
 
建造管理团队的成员是谁？ 
建造管理团队由纽约州住宅局协调组建，由多家公司组成，其中包括已受方案委托执行现场损坏

检查的 The LiRo Group、URS Corporation 和 McKissack。 
 
一般在什么时间预约见面？ 
预约将安排在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之间。 
 
检查将持续多长时间？ 
预约检查将持续约 2-3 小时。 
 
我需要在场吗？ 
检查期间，需要至少有一位申请人在场。 
 
我如何确定检查员的身份？ 
检查团队将携带 NY Rising 身份证明。 
 
要是我的住房还未供电该怎么办？ 
如果您的住房还未供电，则评估必须在白天进行。 
 
“进入权许可与免除”协议是指什么？ 
这是一个能表明您允许检查员进入您的住房的协议。没有此表格，检查员无法进行适当的检查。 
  

关于房产证上的已故个人 
从支票上移除我已故兄弟的名字需要什么文件？ 
视房产证本身体现的所有权类型而定。如果您和您的兄弟为联权共有人(生者对死者名下财产享有

所有权)，您只需出示一张您兄弟的死亡证明即可。我们可以向您发送一张新支票，若您能提供一

张 ACH 转账表，我们也可以直接将钱存入您的账户。如果您和您的兄弟是该物业的共有人，则您

必须咨询律师，律师将确定如何将您兄弟的权益根据法律转给他的继承人或其遗嘱中指定的个

人。在确定所需的程序后，可能需要一张新的房产证，而且还将视您的兄弟生前是否订立遗嘱而

涉及遗嘱认证或行政诉讼。 
 
我已故的配偶仍列于房产证上。我需要退还支票以获取新支票吗？ 
这将视房产证上的所有权类型而定。如果您和您的配偶为物业的联权共有人，或由“他的妻子”、
“她的丈夫”、“丈夫与妻子”或其他相同表意的词语定义的“完全共有人”，您只要出示死亡证明，我

们就会为您发送支票或安排 ACH 转账。若您仅为物业的共同共有人，则您必须咨询律师以确定是

否需要遗嘱认证或行政诉讼，可能还需要换领新的房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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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故双亲均列于房产证上，我需要退还支票以获取新支票吗？ 
您必须退还支票并咨询律师。您父母拥有该物业并不表示您也拥有。将视是否存在遗嘱而确定是

否需要在遗嘱检验法院进行遗嘱认证或行政诉讼。如果没有遗嘱，则根据法律裁定不动产的转

让，且物业转予继任业主的过程需要指定法定代理人。  
 
已收到遗嘱认证通知单，但风暴发生时我正居住于该房屋内。如果根据遗嘱我的名字也将列于房

产证上，我能兑现此支票吗？ 
视所有权类型而定。如果您与您的父母为物业的联权共有人，则您仅需出示支票和死亡证明，我

们即会为您支付支票或安排电子转账。如果您并非联权共有人，我们将根据遗嘱认证程序，向您

和房产遗嘱执行人或遗产承办人重新发送支票。如果遗嘱认证通知单表明您是房产的完全所有

人，则负责该房产的律师将根据通知单向您发送新的房产证，随后我们将安排转账和支付支票。 

双家庭住房  
统一收购和搬迁法案 (URA) 是什么？ 
URA 是一项联邦法律，要求如 NY Rising 之类的方案采取措施尽可能降低因方案所致的住宅或商业

租户的迁移率。更重要的是，它还为因联邦资助的修缮工作而面临暂时或永久迁居的合格出租物

业租户提供特定权利和福利。  
 
统一搬迁法案 (URA) 对我有何影响？ 
自愿接受修缮/重建资助的屋主，如因住房施工而需暂时搬迁，则该屋主不具备获得 URA 搬迁补

助的资格。  

然而，如果在您申请 NY Rising 方案时，您的出租单元中有租户，或自那时起您出租了您的出租单

元，则您的租户可能有资格获得联邦 URA 保护和搬迁福利。这样您就无需立即采取措施转移该租

户。然而，这并不表示您不能推进施工。如果施工要求租户暂时搬迁，则该方案将与您一起确保

该租户迁至适宜的住所。更为重要的是，纽约州将支付此租户的搬迁费用。 

  
我的租户有资格获得哪些保护/福利？ 
第一，不论您认为他们是否必须迁居，您的租户都应该收到告知他们所享有权利的书面通知。第

二，确定租户需要进行迁居时，租户将收到另一个书面通知。第三，他们有权获得纽约州对其往

返于临时住所的搬迁费用（包含存储费用）的补偿金。第四，他们有资格获得用于支付临时住所

租金超出付给您的租金的部分（如适用）的租金补助。  
  
租户以何种方式获取福利？ 
来自我们方案的迁居专员将与您和租户一起努力，确保租户能收到适当的通知并获得他们有权享

有的租金补助。  
  
帮助我的租户迁居的费用会从我的维修补助金中扣除吗？  
不会。此项援助的受益人是您的租户，而不是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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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知道我的租户是否有资格获得 URA 保护/福利？  
这只能由我们的迁居专员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是仍有一些通用的判断规则。如果您的租户在您申

请前已自愿搬迁，则他们不具备获得援助的资格。如果在您申请 DR 援助时， 您的租户没有租赁

您出租单元的合法权利，例如他们被法院发现非法租住您的单元，他们将不具备获得 URA 援助的

资格。  

 

其他 
如果我不满意方案对我的资格的审核决议或补助金的金额，我该怎么办？ 
首先，您需要向您的客户代表询问原因，但若您觉得决议有误，您可以直接申请解释以促进审

核。您可向您的客户代表索取解释表。解释完成后，您将收到解释决定，之后您还可以提出申

诉。申诉表也可向您的客户代表索取。 
 
申请申诉的期限为多久？  
在您收到补助金通知或资格鉴定决议后，可以在 60 天内提出申诉。申诉前必须完成解释流程， 
一旦解释流程开始，60 天的申诉期限将自动暂停计算。收到解释决定后，60 天的期限继续计算， 
但您可通过填写申诉延期表，将申诉期限自动延期 60 天。还可申请额外延期， 但此类延期不会

自动授权。  
 
适用于受损住房和土地重建与修缮的环境标准是什么？ 
根据联邦法律的要求，需要对由 CDBG-DR 拨款计划支付的所有活动（包括维修、修缮和重建） 进
行环境审批。环境审查将由纽约州和/或当地授权的管理员执行，不会向屋主收取任何费用。补助

金申请人在对住房进行施工前，必须先咨询客户代表，因为在环境审查完成前对房屋进行施工，

可能会导致您丧失获得 CDBG-DR 资助的资格。 
 
百年或五百年一遇洪涝区域的定义是什么？ 
百年一遇洪涝区域是指每年发生洪涝灾害的概率为 1% 的区域。换言之，该区域每 100 年可能至

少会发生一次洪涝灾害。五百年一遇洪涝区域是指每年发生洪涝灾害的概率为 0.2% 的区域。即该

区域每 500 年可能至少会发生一次洪涝灾害。  
 
如果我的房产位于洪涝区域之外，我还需要继续缴纳洪水保险吗？ 
不需要。如果您的房产位于百年一遇洪涝区域之外，则您无需继续缴纳洪水保险。 
 
我需要为我的房产缴纳多长时间的洪水保险？ 
如果您的房产位于百年一遇洪涝区域内，且将从 NY Rising 住房恢复方案获得资助， 则您必须为房

产终生投保洪水保险。屋主在出售房产或变更房屋所有权时，有责任以书面形式将此投保要求告

知继任屋主。如果您未能告知未来购买者联邦政府关于为房产投保终生洪水保险的要求，且房产

的洪水保险未能一直持续缴纳，您可能会承担本应由洪水保险承担的房屋损坏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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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 
我如何能够确认您不会泄露我的个人信息？ 
“同意与免除”表格允许该方案向方案所涉及的第三方披露和索取您非公开的个人信息。另外，该

方案不会向非合作机构或实体泄露您的个人信息。根据书面政策，我们将保证申请人提供的所有

信息的安全并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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