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发展整笔拨款
灾后恢复（以下简称 “CDBG-DR”）计划
重大修订编号11
HUD于2016 年 1 月 25 日批准
以下文件附件列表：8 号、9 号和 10 号行动计划修订
部分：拟定资金用途、NY Rising 住房恢复计划和资金分配表。
总结：
11 号行动计划修订将解决下列问题：
A. 市政支持计划：已明确涵盖帮助各市政当局偿付许可办公室用于 NY Rising 买断和
收购计划中的(1) 多户建筑和 (2) 住宅的风暴相关损坏以及NY Rising 业主恢复计划中
的受损住宅的费用的能力。
B. NY Rising 共管公寓和合作公寓计划：原为 NY Rising 业主恢复计划的一部分。本修订旨
在制定独立的 NY Rising 共管公寓和合作公寓计划，用于解决此类合法建筑物的特殊情况。

C. NY Rising 租赁建筑恢复计划。明确合格活动包括适用于所有 NY Rising 租赁建筑恢
复计划的减灾活动并将租赁房屋的基础限额上调至 300,000 美元。
D. NY Rising 买断和收购计划。申请人资格范围扩大，包括位于强化买断区域的后续业
主和银行。纽约州鼓励尽可能多的业主参与强化买断区域计划，以保护附近的社区免遭恶
劣天气影响。为避免这些高风险区域出现零星房屋未被收购的情况发生，纽约州拟修订行
动计划，让后续购买止赎房屋的业主（包括银行）都能够参与该计划。纽约州通过全员参
与强化买断区域计划，提高了更大规模社区的复原力，变地块为湿地、露天场所或雨水管
理系统，建立了自然海岸缓冲地带，抵抗未来风暴的肆虐。

E. NY Rising 基础设施计划。纽约州通过州长风暴恢复办公室加拨 2,750 万美元，配合协助
LIPA 解决未满足的恢复需求，用于协助应对遭受飓风“艾琳”、“桑迪”和暴风雪“尼莫”侵袭
的复苏行动的FEMA 公共援助费用。GOSR 行动计划中的拟定资金分配表的整体匹配分配
预算将降低，以提供特别分配给 LIPA 的额外资金。请参阅拟定资金分配表，了解更新后的
预算。

A. 市政支持计划

市政支持计划（APA8 的第50页）
合格活动：公共服务 105(a)(8)
国家目标：紧急需求

预算：6,000,000 美元（作为 NY Rising 住房恢复计划的一部分）
项目描述：大多数申请纽约州 Rising 住房恢复计划的申请人均集中在特定的几个县。纽约州认为
这些县的市政当局须承担与重建工作直接相关的费用。此外，为处理和审批更多检查及许可，地
方市政当局需要在许可办公室方面获得实质性援助。因此，纽约州已制定了市政支持计划作为
NY Rising 住房恢复计划的一部分，用于向受灾县的市政当局提供补助资金，帮助其偿付各项风
暴相关费用。偿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薪资、有关 GOSR 的 NY Rising 房屋恢复计划中的适用财
产，包括与遭受指定风暴破坏的住宅、多户建筑、收购和买断房屋有关的许可和检查费用。该笔
资金可帮助市政当局解决其在进行房产所有者和业主恢复计划所必要的受理许可和完成检查过程
中可能遇到的所有障碍。

B. NY Rising 共管公寓和合作公寓计划
NY Rising 共管公寓和合作公寓计划
共管公寓和合作公寓计划原为 NY Rising 业主恢复计划的一部分。本修订旨在制定独立的 NY
Rising 共管公寓和合作公寓计划，用于解决此类合法建筑物造成的特殊情况。通过 NY Rising 业主
恢复计划或 NY Rising 租赁建筑恢复计划无法获得帮助的共管公寓单元业主将通过本计划获得帮
助。
活动类型：共管公寓和合作公寓结构的维修、重建和减灾措施。
国家目标：中低收入或紧急需求
地理分布条件：纽约市以外的受灾县
合格活动：美国法典第 42 卷第 5305(a)(4) 节第 105 (a) (4) 条
合格申请人：该计划面向共管公寓或合作公寓位于纽约市以外且遭受飓风“艾琳”、热带风暴“里
伊”和/或超级风暴“桑迪”破坏的共管公寓协会、合作公寓管理委员会、共管公寓单元业主和合作
公寓股东。
计划描述：NY Rising 共管公寓和合作公寓计划包括以下合格资助活动：
•

补偿：该计划为共管公寓协会/合作公寓管理委员会和单元业主/利益相关者在共管公寓或
合作公寓之已完成结构维修或重建活动中所产生的合格费用提供相应补偿。

•

维修：在完成尚未完成的共管公寓或合作公寓维修期间所产生的合格费用，经批准后可通
过此计划给付。

•

修复措施：该计划支付位于百年一遇洪涝区域且受到明显损毁/改善的房产的强制加高、
隔板维修和其他风暴减灾措施等可行修复措施产生的费用，此类措施可以帮助将未来的洪
水灾害对遭到风暴破坏的房屋产生的影响减至最低。

最高拨款限额：在对受灾社区的需求和资金供应情况进行分析之后，此计划设定了以下限额及补
贴：

•

基础限额：共管公寓协会或合作公寓管理委员会总补助金的基础限额为 5,000,000 美元，
其中，独栋房屋限额为 300,000 美元。LMI 群体单元可将基础限额上调至 5,000,000 美元
以上。

•

中低收入津贴：被确认为中低收入群体的单元业主或股东（总家庭收入低于等于地区中等
收入的 80%）将被视为中低收入群体。每个 LMI 单元可另增加 50,000 美元的补助限额。

•

加高津贴：受损房屋位于百年一遇洪涝区域且受到明显损毁/改善的共管公寓协会或合作
公寓管理委员会被要求加高结构（如果加高可行），有资格在原有基础上获得 1,000,000
美元的额外基础限额。

此计划涵盖维修或更换受损不动产（包括防霉补救）所需的费用；更换受灾的非奢侈住宅电器所
需的费用；以及与维修受灾房屋相关的环境卫生减灾费用。

选择性减灾措施针对有资格参加 NY Rising 共管公寓和合作公寓计划的申请人，无论其是否
位于百年一遇洪泛区内。此类减灾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

电气系统和组件加高；

•

油罐防护；

•

在基础洪水水位下使用防洪建筑材料（翻修仅限于性价比高的项目）；

•

安装泄洪口；

•

安装回流阀；和

•

安装屋顶加固件。

资格标准：
•

申请人为 GOSR 资助区域的所有水灾保险和其他保险的主要收款人。申请人可以是共管公
寓协会、合作公寓管理委员会或单元业主/股东。

•

申请人须负责 NY Rising 资助区域的所有结构维修。

•

每位申请人须通过福利审核流程，以审核此前获得的救灾福利。在所有联邦、州、地方和
/或私人灾害援助来源列入预算后，认定需求缺口，包括但不限于业主和/或根据《斯塔夫
德法案》获得的水灾保险赔偿金。

计划变更与说明：
NY Rising 住房恢复计划旨在制定独立的计划，用于解决此类合法建筑物的特殊情况。

C. NY Rising 租赁建筑恢复计划
NY Rising 租赁建筑恢复计划（APA 8 的第 55 页）
NY Rising 租赁建筑恢复计划由纽约州的首个行动计划批准。APA 6 中作出计划变更。APA 8 合并
了所有先前的变更。本修订明确指出，减灾为本计划中的许可活动，并将基础限额上调至 300,000

美元。

活动类型：维修、重建和减灾，包括租赁房屋隔板

国家目标：中低收入、紧急需求或贫民窟和破败地区
地理分布条件：纽约市以外的受灾县
合格活动：美国法典第 42 卷第 5305(a)(4) 节第 105 (a)(1)(4) 条，新建筑：FR-5696-N01(VI)(B)(28)
计划描述：纽约州租赁建筑恢复计划分成两大计划：


租赁房屋计划，前身为小型租赁房屋计划，旨在为受风暴影响的租赁房屋提供援助。为促
进有效管理，1-4 单元租赁房屋和 5-7 单元租赁房屋这两个独立的计划组成部分已合二为
一。租赁房屋还可为含 8 个及以上单元的受风暴影响的出租房屋提供援助。CDBG-DR 用
于含 8 个及以上单元的出租房屋的建设时，适用戴维斯-佩根法案及其他劳动标准规定。
合格申请人包括身为所有水灾保险和其他保险的主要收款人的共管公寓和合作公寓业主。

业主自住型两单元房屋（两单元分别用于业主自住及出租）将继续通过业主计划获得援助。
纽约州继续通过相同计划组成部分（而非通过最初划定的单独计划）以协调方式为维修/重建和减
灾工作提供援助。

租赁房屋计划
该计划旨在恢复位于纽约市以外且遭受飓风“艾琳”、热带风暴“里伊”和/或超级风暴“桑迪”破坏的
租赁房屋。该计划旨在为规模较小和较大的受灾租赁房屋提供援助。
该计划遵照以下方针实施：







此计划涵盖合格的维修或更换费用的补偿金；受损不动产的维修/更换；更换受灾的非奢
侈住宅电器所需的费用；以及与维修受灾房屋相关的环境卫生减灾费用。
该计划还涵盖百年一遇洪涝区域内房屋的未来减灾所需费用（包括加高费用），部分减灾
资金面向百年一遇洪涝区域外的房屋。
援助款项用来解决在将所有联邦、州、地方和/或私人救灾相关援助来源（包括但不限于
房产所有者和/或水灾保险赔偿金）列入预算之后的维修/重建和加高/减灾所需费用缺口。
维修和加高活动之资金援助款项的上限金额为有待纽约州决定的指定美元金额或维修、隔
板和加高实际所需费用二者中取较低者。为了确保向亟需帮助的人群提供足够水平的援
助，可对具有合理需求的中低收入家庭和/或中低收入承租人家庭的房产调高总体美元金
额上限。
所有廉租住宅的租户均须提供家庭收入状况核实文件以供上报。

最高拨款限额：在对受灾社区的需求和资金供应情况进行分析之后，此计划设定了以下限额及补
贴：



基础限额：针对租赁房屋维修和/重建保险的基础限额是 300,000 美元。对于每个额外单
元，业主有资格在原有基础上获得 50,000 美元的额外限额。
中低收入津贴：被确认为中低收入的租户（总家庭收入小于等于地区中等收入的 80%）有
资格以其住宅申请增加 50,000 美元的限额。（150,000 美元基础限额 + 50,000 美元 LMI =
200,000 美元基础限额）。





加高津贴：受损房屋位于百年一遇洪涝区域的租赁房屋所有者有资格以 1-2 单元房屋在原
有基础上获得 100,000 美元的额外基础限额。每个额外单元增加 25,000 美元的津贴。加高
津贴增加限额上限为 225,000 美元。
重建限额：需要重建的房产所有者有资格获得 300,000 的限额（根据 DOB 规定）。对于
每个额外单元，每单元增加 50,000 美元的补助限额。

单元数
1
2
3
4
100

租赁房屋计划基础限额 ($300,000)
LMI （基础限额 + 每个 LMI 单元$50K + 紧急需求（基础限额 +每超过1个单元的
每超过1个单元的附加单元$50K）*
附加单元$50K）
$350,000
$300,000
$450,000
$350,000
$550,000
$400,000
$650,000
$450,000
$10,250,000
$5,250,000

*本表假设在LMI栏为100% LMI，但LMI 取决于单元。不包括：只有一个 LMI 单元的2 单元房屋有资格
获得补助 $300K + $50K（单元 2）+ $50K（如果单元 2 为LMI） = $400K.

D. NY Rising 买断和收购计划
NY Rising 买断和收购计划（APA 8 （ APA 10 在 APA 11 公共评议中未获批
准）的第 52 页）
此计划在纽约州的初步行动计划中已获批准，现已生效。本修订案扩大了合格范围，包括后续的
房屋业主申请人以及位于强化买断区域的银行。
活动类型：单个单元或两个单元房屋的自愿买断或收购
国家目标：中低收入、贫民窟和破败地区或紧急需求
合格活动：美国法典第 42 卷第 5305(a) (1) (2) (4) (7) (11) (24) 节第 105 (a) (1) (2) (4) (7) (11) (24)
条：FR–5696–N–01 (VI) (B) (31)
合格申请人：买断部分的合格申请人为强化买断区域内单个单元或两个单元房屋的业主和/或空地
的所有者，这些业主或所有者在飓风“艾琳”、热带风暴“里伊”和/或超级风暴“桑迪”期间均拥有房
产。在飓风“艾琳”、热带风暴“里伊”和/或超级风暴“桑迪”侵袭后购买受灾房产的申请人有资格获
得买断补助（无其他鼓励金）或申请人购置房产的价格，以价低者为准。收购部分的合格申请人
为五百年一遇洪涝区域内受灾县中严重受损的单个单元或两个单元房屋的业主和/或空地的所有
者，这些房屋和空地结构连续具备资格以及该房屋在同一业主名下，这些业主或所有者在上述风
暴期间均拥有房产。
计划描述：NY Rising 买断和收购计划包括纽约州购买“强化买断区域”内的受损房产（以下简称
“买断部分”）以及收购位于五百年一遇洪涝区域内但位于“强化买断区域”外的严重受损房产（以
下简称“收购部分”）。

买断部分包括购买位于“强化买断区域”内的合格的受损房产。强化买断区域为洪泛区内被认定为
最容易遭受未来灾难袭击的特定高危区域。通过买断部分购买的房产永远只能用于露天场所、休
闲或湿地管理经营等相关用途。
收购部分包括从意向卖方处购买五百年一遇洪涝区域内的严重受损房屋。通过收购部分购买的房
产有资格在日后进行再开发，并能迅速恢复原状，以保护该房产未来的居住人。

买断部分
纽约州通过业主的自愿出售购买指定“强化买断区域”内的房产。买断部分同样包括买断目标区域
的空地或未开发土地，以限制和防止日后对这些房产进行开发。
在定义“强化买断区域”时，纽约州将考虑以下五个因素：


由于极端天气而引发洪水和/或损失的历史记录，包括飓风“艾琳”、热带风暴“里伊”和/或超
级风暴“桑迪”造成的损失；



由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 (FEMA) 和/或纽约州务院文件证明的位于“强化买断区域”内的所有房
产所遭受的损失；



由州务院根据海岸侵蚀和未来洪水风险趋势分析所作出的裁决，其中认定该区域位于极度危
险或高度危险的洪泛区内；



洪泛区内连续多个地块的业主集体申请主张搬迁权利；该权利必须获得纽约州认证的书面证
明，以便确定地块、地块编号和地点；及
纽约州和各级县市的官员（本地/县级）双方都将了解永久将居民/房屋从洪泛区内搬出所带



来的利益。
对于在声明的某个风暴来临时拥有房屋和或空地的申请者，纽约州执行买断收购，起始为房产遭
受风暴前公平市值（以下简称“FMV”）的 100%，加上浮动为 5%-15% 的鼓励金。纽约州使用
2013 年的联邦住宅管理局 (FHA) 贷款限额作为参与买断部分房产的购买价格限额，不包括鼓励
金。可用的鼓励金包括：


5% 搬迁鼓励金：纽约州向参与强化买断区域内房产买断的居民提供搬迁鼓励金，前提是
其必须永久搬迁并且提供证据表明其已经在与受损房产相同的县城内购买了一套新的主要
住宅。纽约市的居民有资格获取鼓励金，前提是其必须永久搬迁并且在纽约市五个区中的
任意一个区内购买一套新的主要住宅。设立鼓励金的动机是为了保护和保存社区同时推动
高危地区的土地开垦，保护自然环境以防患日后受灾。
纽约州认为，居民不愿意返回之前的受灾县市也是情有可原的。如果业主收到 CDBR-DR
的买断资金并且搬迁到受损房产所在县以外的住宅内，但是仍然位于纽约州内，则该业主
可以提出困难申请，并获得 5% 的搬迁鼓励金。业主必须提交一份声明，概述在原居住县

内搬迁的困难。业主还必须签署一份困难声明表，以证明其提交了困难声明。所有困难声
明表由该计划的工作人员逐个审批。
空地或未开发土地的所有人没有资格获得 5% 的搬迁鼓励金。


10% 强化买断鼓励金：纽约州鼓励尽可能多的业主搬离高风险的强化买断区域，以保护尽
可能多的家庭免遭未来灾害的肆虐。纽约州向个人业主提供 10% 的强化买断鼓励金，如此
一来，这些区域内的大量房产和尽可能多的土地能够归还给大自然。



10% 集体买断鼓励金：纽约州认为，在个别情况下，集体购买房产是让一个区域改头换面
的最有效方式，因此关键在于提供分级的鼓励金。因此，纽约州可能向房产位于洪泛区内
但是不位于已确定的强化买断区域内的少数业主群体（即 2-10 栋连续的房产）提供 10%
的集体买断鼓励金。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通过鼓励金的方式帮助回收集中的高风险房产区
域，并防止整片房产中唯独一两栋房屋未被收购的情况出现。

所有买断鼓励金援助的认定都取决于获得所有联邦、州、本地和/或私人灾害援助（包括但不限于
业主和/或水灾保险收益）之后所购买的房产。

在飓风“艾琳”、热带风暴“里伊”和/或超级风暴“桑迪”侵袭后购买受灾房产的申请人有资格获得买
断补助（无其他鼓励金）或申请人购置房产的价格。

A. NY Rising 基础设施计划
APA6中以前批准的受保项目（APA8 的第71 页）
APA6批准于2014年5月，包括三个受保项目的详细信息：为 Bay Park 废水处理设施提供PA配套与
备用发电能力、旨在满足修复之需并且使相关社区跨越纽约州的桥梁更具防御性的纽约州的
HMGP 桥梁冲刷项目、LIPA能源系统的修理与恢复的PA配套项目。这些项目在APA 6 提交时均被视
为受保项目，这是因为通过FEMA提供的用来修复设施的联邦资金量以及非联邦份额部分超过1000
万美元CDBG-DR和5000万美元以上或更高的受保项目的总项目门槛。尽管所有三个项目都不再满
足受保项目的定义，但所有三个项目仍然有效并是社区恢复的关键环节。
Bay Park 废水处理设施：纽约州将继续致力于解决位于纳苏郡 Bay Park 废水处理设施的风暴相关
的恢复活动。项目将用于保护位于工厂附近的社区，以及尽量减少对海湾和自然资源区域的排
放。

桥梁冲刷项目：纽约州的 HMGP 桥梁冲刷项目正在进行中；然而，由于联邦政府批准的由纽约州
发起的用于HNGP计划的融资方式，纽约州的 HMGP 桥梁冲刷这次可能不需要CDBG-DR资金。
LIPA：LIPA 受保项目也是 FEMA PA 项目。人们发现该项目不符合受保项目定义，因为资金仅需
要补偿有关恢复电气系统电力的配套费用。资金没有用于建筑。纽约州联合 LIPA一起继续解决电
网的长期恢复和复苏需求。正如本附录的简述，纽约州已经识别额外的与恢复有关的未满足的恢
复费用，这些费用将需要进行补偿以免这些费用被分摊给消费者。LIPA正在进行的这些工作不仅
将LIPA的资产恢复到风暴前的状态，还使得它们更加能够应对未来的事件以及让长岛社区更有复
苏活力。
纽约州还继续与长岛电力管理局合作，以解决其持续复苏的需求，因为该局是长岛的主要公共能
源供应商，为95%的长岛居民提供服务。GOSR一直致力于通过协助配套款项来协助LIPA解决一部
分风暴相关的恢复需求。对于飓风“艾琳”、超级风暴“桑迪”和冬季暴风雪“尼莫”，LIPA的FEMA PA
总配套款项超过2亿美元，其中超级风暴“桑迪”对能源系统造成的损失超过14亿美元（配套费用
1.4亿美元）。本修正案提供额外的2750万美元协助LIPA以扶助配套义务。LIPA是GOSR的非联邦
份额配套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分配到LIPA的资金已经在行动计划中予以确定。LIPA 的额外2750
万美元尚未从其它GOSR计划中重新分配，目前正在从非联邦份额配套计划预算中增加LIPA的分
配份额。
能源系统（APA8的第37页）
超级风暴“桑迪”对公共管理的公用系统造成大面积损坏，同时暴露出电网的安全隐患。电力是社
区恢复的必须和关键部分，因此纽约州决定帮助符合条件的公用设施，着手进行修复、恢复 和复
原项目，使遭受风暴影响和有资格接收 FEMA资金的区域恢复电力，这包括长岛电力管理局
（LIPA）向位于长岛的至少800,000 多户家庭提供电力。长岛电力局为纳苏和苏福克郡及皇后区洛
克威半岛的110万户家庭提供电力服务。超级风暴“桑迪”导致数以万计的家庭断电数周，接踵而
至的飓风“艾琳”造成类似的电力中断。“桑迪”过后，长岛南岸的所有12个LIPA变电站都遭受一
定程度的洪水损害。
在该场超级风暴“桑迪”之后，公用设施管理局LIPA 域FEMA协作进行了大量的重建和复原工作
（例如风暴硬化措施，包括防洪屏障的安置加高和调整切换系统等），这些是恢复电网的必需工
作，并使得电力系统不易受到未来事件的破坏。纽约州通过 GOSR 将提供 80,000,000美元配套给
FEMA 的14亿美元资金，以协助 LIPA 解决恢复相关费用的配套需求。这些将同时申请飓风“艾
琳”、超级风暴“桑迪”的14亿美元公共补助资金。提供的配套资金还将用于风暴过后的恢复行动，
以修复变电站和配电系统。
纽约州当前并未发现超出预算的任何额外能源系统需求需求缺口，但是 APA 8 中的8000万美元的
GOSR分配资金没有涵盖包括 FEMA PA用于超级风暴“桑迪”的配套额度在内的全部需求。分配增加
的2750万美元没有满足全部的FEMA PA配套义务，但是那些费用没有分摊到消费者。

拟定资金分配表
2014 年 5 月批
准的首批和第
二批分配

计划

首批和第二批
分配变更

首批和第二批分配
修订

第三批分配

605,922,000
美元

合计

3,810,960,000
美元

3,810,960,000 美
元

住房

1,959,019,206
美元

1,959,019,206 美
元

1,056,311,524
美元

1,056,311,524 美
元

NY Rising 住房计划

APA11 中的变更

分配款额总计

4,416,882,000 美元

1,959,019,206 美元
($3,000,000)

NY Rising 共管公寓和合作公寓
计划

$6,000,000

1,053,311,524美元
6,000,000美元

临时抵押和住房援助计划

49,000,000 美
元

49,000,000 美元

($1,000,000)

48,000,000美元

NY Rising 买断计划

621,207,682 美
元

621,207,682 美元

($1,000,000)

620,207,682美元

NY Rising 租赁建筑恢复计划

225,000,000 美
元

225,000,000 美元

($1,000,000)

224,000,000美元

公共住房援助救济计划

7,500,000 美元

7,500,000 美元

216,500,000 美
元

216,500,000 美元

216,500,000 美元

经济开发
小企业拨款和贷款

158,500,000 美
元

25,000,000 美
元

183,500,000 美元

183,500,000 美元

季节性旅游业

15,000,000 美
元

（15,000,000
美元）

0 美元

0 美元

海岸捕鱼业

10,000,000 美
元

（10,000,000
美元）

0 美元

0 美元

企业指导计划

3,000,000 美元

3,000,000 美元

3,000,000 美元

旅游业和营销

30,000,000 美
元

30,000,000 美元

社区重建计划
NY Rising 社区重建
基础设施和配套
当地政府和重要基础设施

664,510,794 美
元

非联邦份额配套计划

664,510,794 美元

728,432,794 美元

664,510,794 美
元

664,510,794 美元

63,922,000
美元

728,432,794 美元

780,120,000 美
元

780,120,000 美元

357,000,000
美元

254,600,000 美
元

（109,600,000
美元）

357,000,000 美元

522,820,000 美
元

（134,400,000
美元）
101,000,000
美元
80,000,000 美
元

长岛电力局
2,700,000 美元

451,420,000 美元

57,000,000
美元

（27,500,000 美
元）

80,000,000 美元

27,500,000 美元

2,700,000 美元

纳苏郡和谐海湾 (Living with the
Bay)
里士满县（史泰登岛）生活防波
堤项目

107,500,000 美元
2,700,000 美元

60,000,000
美元
190,810,000 美元

480,920,000 美元
101,000,000 美元

185,000,000
美元
125,000,000
美元

190,810,000 美
元

300,000,000 美元

101,000,000 美元

按设计重建

1,137,120,000 美元
145,000,000 美元

145,000,000 美元
300,000,000
美元

帕克湾废水处理

恢复能力研究所

30,000,000 美元
63,922,000
美元

萨福克县海岸恢复和水质提升计
划

管理和规划

7,500,000 美元

185,000,000 美元

185,000,000 美元

125,000,000 美元

125,000,000 美元

60,000,000 美元

60,000,000 美元
190,810,000 美元

公众意见
州长灾后恢复办公室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针对灾后重建社区发展整体补助金 (CDBG-DR) 资金的
使用，公布了 11 号行动规划（APA 11）修正案，以征求公众意见。从那时起，开始通过邮件或在
网站 www.stormrecovery.ny.gov 接受公众意见。此外，将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举行三场公众听证
会。这些听证会和公众意见征询期的法律声明将在纽约州范围内的期刊及三大非英语报纸（El
Diario（西班牙语）、Russian Bazaar（俄语）以及 Epoch Times（中文））上广为宣传，同时还会
刊登在AM New York、(长岛) Newsday、(Lower Hudson) Journal News、Oneida Daily

Dispatch、(Oswego) Palladium Times、(Plattsburgh) Press Republican、Staten Island Advance,
(Albany, Capital District) Times Union、(Fulton County) Leader Herald 以及 Long Island Herald
Papers 上，包括East Rockaway Herald、Oceanside Herald 和 Rockville Centre Herald。同时，
GOSR 还联系了《纽约州国家保障性住房法》 (NAHA) 团队领导、与州住房管理局密切合作的社区
组织以及当选的地方官员和图书馆，以通知他们有关行动规划修正案意见征询期和听证会的内
容。意见征询期的官方结束时间为 2015 11 月 21 日。
残障人士也可通过拨打电话或填写书面请求获得此修正案，电话和地址如下。基于针对所有英语
能力有限且成员年龄为 5 岁或以上的家庭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将 APA 11 译为中文、俄语和西班
牙语（纽约州最常用的三种语言）版本。
在公众意见征询期，GOSR 共收到了 6条意见。其中有两条意见是对我们申请计划的支持。其中一
条意见是以为房屋业主要求考虑 NY Rising 买断和收购计划。GOSR 告知该选民，此计划已经关闭
并且他们不是符合资格的申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