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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估 (EIS) 101/环境影响评估中的影响和缓解措施 
 
环境影响评估程序一般性问题 
 

1. 需要在特定的截止日期前将环境影响评估草案提交给纽约市都市规划局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吗？ 

 

环境影响评估草案正在准备中。纽约市都市规划局没有要求在某个具体的截止日期

前呈交完整的环境影响评估草案。 

 
2. 在环境影响评估起草后再举办下次会议让民众参加的目的是什麽？有意义吗？ 

 

公众将有机会在都市规划委员会 (City Planning Commission) 举行的公开听证会上
发表评论环境影响评估草案。公众可以针对草案的分析内容，提议项目的潜在影响

以及缓解措施提出评论。终版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将包括对公众意见的回应，以及主

管机关 (纽约市都市规划局) 认定对环境影响评估草案必要的修改。 

 
3. 《限制性声明》(Restrictive Declaration) 和《社区福利协议》(Community 

Benefits Agreement) 有什麽不同？ 

 

《限制性声明》是对土地使用和开发施加限制的法律文书。都市规划委员会可以要

求开发商制定《限制性声明》来做为批准某开发项目申请的条件，以确保开发项目
根据批准后的建筑规划设计图和缓解措施来发展。它收录在纽约市的土地记录中，

因此对现在和未来的业主具有约束力。《社区福利协议》是开发商和社区组织之间

的私人协议，由开发商同意在开发此项目的过程中提供社区或这些组织某些利益或

设施。《社区福利协议》不在纽约市土地使用程序的规定中。 



 

 

 

 
4.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会有《社区福利协议》吗？ 

 

此项目将准备《限制性声明》，但《社区福利协议》不在纽约市土地使用程序的规

定。 

 
5. 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最后将被公开吗？ 

 

当纽约市都市规划局认定环境影响评估草案完成后，会在网站上发布。 

 
影响和缓解措施 
 

6. 什麽是缓解措施？ 

 

缓解措施是为了消除或减少重大环境影响而採取的必要措施。 

 
7. 有可能因为这些项目的影响过大以致开发商不愿意支付缓解措施的费用吗？那会发

生什麽？ 

 
实施什麽样的缓解措施是由主管机关 (纽约市都市规划局) 来决定，而不是项目申

请人。 

 
8. 谁来支付缓解措施？如果开发商不想付款呢？ 

 

为减少或消除项目带来的重大影响，开发商通常需要负责缓解措施的费用。缓解措

施通常必须在施工期间或在居民入住新大楼前实施。开发商无权选择主管机关决定

的可行和必须的缓解措施。 

 
 

 

 

 



 

 

 

9. 如果影响确定但纽约市没有钱或计划解决它们，将会发生什麽？ 

 

纽约市需要针对影响制定解决影响的计划，但是也有可能做出某些重大不利影响不

具可对应缓解措施的结论。开发商通常需要负责支付缓解措施的相关费用。请参阅
上述问题 7 和 8 的回应。 

 
10. 开发商可以决定要支付哪些缓解措施吗？ 

 

将由主管机关与专业机关协商后来决定需要採取哪些缓解措施。 

 
11. 将在何时实施缓解措施？ 

 

缓解措施一般在施工期间或在建筑物取得入住许可证前实施。 

 
12. 纽约市如何确保缓解措施落实实施？ 

 
使用《限制性声明》和其他法规管制 (例如将项目列为噪音，静音空气质量和危险

材料的 (E) 指定地) 可以确保缓解措施在如建筑物取得临时入住证前得到落实。 

 
13. 如果实施某项缓解措施如交通改善政策在未来无法应付更多的发展时，将会发生什

麽情况？ 

 

缓解措施是用来解决项目对周遭环境产生的重大不利影响。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考

量某项目是否可能产生影响时，会将项目在完工和启动后的周遭预期发展纳入考
量。然而，缓解措施旨意不在解决项目完工后未来可能的发展。 

 
14. 开发商是否会执行缓解措施的相关工作，或者只是付钱由代理机关负责处理？ 

 

根据影响的类型和所需的缓解措施，纽约市都市规划局将与相关机关协商后，决定

是要由开发商付款代理或直接建设。 

 
 



 

 

 

社会经济条件 
 

15. 将会有什麽样的混合用途商店？杂货店会被保留吗？ 

 

三个开发项目皆包含零售空间，开发商也有兴趣找出符合社区需求的小型商家。 

L+M 地产开发公司和 CIM 开发集团将持续如同过去几年般与「Stop 1 Deli」杂货
店合作。一旦新的零售空间开始招租时，「Stop 1 Deli」将有机会留在大楼内。 

 
16. 现有居民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些项目？他们将因为这个社区会变得太贵而无法留在社

区。   

 

这些开发项目中将有 25％ 的单位为可负担单位。 

 
17. 为什麽高空使用权 (air right) 可以被移转？ 

 

纽约市土地分区法对一块「区划用地」(zoning lot) 内可开发的发展权总量有所限
制，同时允许将相邻的税务用地合併致同一块区划用地。一旦这些税务用地合併致

同一块区划用地，那麽就可以依法定权益将发展权移转到同一块区划用地上。 

 
18. 位在樱桃街的两个「混合用途」项目将变成什麽样？ 

 

三个开发项目皆包含住宅和零售用途，另外，南街 260 号项目将包含社区设施用

途。 

 
19. 我们还能让「Stop 1 Deli」这家社区负担得起的杂货店留在社区内吗？ 

 
请参阅上述问题 15 的回应。 

 
 
 
 
 



 

 

 

开放空间 
 

20. 我们如何确保公共空间受到尊重？ 

 

在环境影响评估时将研究项目对社区公共开放空间的潜在影响。 

 
21. 有可能需要设计更多的公共开放空间。这会发生吗？ 

 

将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时研究项目对公共开放空间造成的潜在影响。如果将对开放

空间造成重大影响，可以在缓解措施中要求开发商改进现有的开放空间使其更有

用，并且考虑建立新的开放空间的可行性。然而鑑于曼哈坦的发展密度，建立新的

开放空间通常是较不切实际的缓解措施。 

 
社区设施 
 

22. 你能提供一些针对学校的缓解措施吗？ 
 

减轻项目造成学校重大影响的缓解措施包括建立新学校或增加空间，以及提供资金

或在现有设施中创造新的席位。 

 
23. 学校、医院、社区中心和警察局是否能应付社区这麽多人？ 

 

如同在工作范畴草案所述，环境影响评估草案中将包含项目对社区设施造成的潜在

影响的研究。 

 
交通  
 

24. 有哪些实际例子是可以用来缓解地铁过度拥挤的情况？ 
 

地铁缓解措施往往涉及扩建楼梯。其他可能的缓解措施如将楼梯从人行道转移至建

筑物内部，并提供符合残障法案 (ADA) 标准的电梯。 

 



 

 

 

施工 
 

25. 哪些人将被招聘参与施工？ 

 

三个开发团队皆致力在施工期间为招聘当地居民做出最大努力。并且，将在更接近

施工日期时，展开社区外展计划。 
 

26. 有那些开发商？ 

 

如工作范畴草案所述，三名申请人为樱桃街业主有限公司 (Cherry Street 

Owner,LLC)，该公司为 JDS 地产开发集团 (JDS Development Group) 和两桥地

区老年公寓开发有限公司 (Two Bridges Senior Apartments LP) 的附属公司；两桥
发展协会 (Two Bridges Associates, LP)，该协会由 CIM 开发集团 (CIM Group) 和 

L+M 地产开发公司 (L+M Development Partners) 合资；以及 Starrett 地产开发集

团 (Starrett Development) 的子公司 LE1 Sub 有限公司 (LE1 Sub LLC)。 

 
27. 如果在施工过程中出现需要其他缓解措施的情况怎麽办？开发商能否提供「缓解中

的缓解措施」？ 

 

在环境影响评估时会审视潜在缓解措施是否会对另一个环境问题产生影响，例如在

人行道建楼梯连接至地铁站来做为交通缓解措施，是否会因此减少人行道宽度对行
人造成影响。一般来说，会在环境审查过程评估施工造成的潜在影响，但是评估有

害材料和考古研究则可能在施工之前或施工期间进行。 

 
28. 什麽情况会阻止项目往前进行？ 

 

如果项目没有取得都市规划委员会的批准，将无法核发建筑许可证。 

 
29. 我们该如何寻求缓解措施的资金？ 

 

一般来说，开发商将负责缓解措施的费用。然而，若缓解措施涉及纽约市相关机构
的例行活动，例如调整交通信号灯的时间，就不是这样的情况。 



 

 

 

 
30. 施工期间的工作职缺有多少是属于工会工作？ 

 

虽然某些行业的工作将属于工会工作，但目前还没有工会工作职缺的估计数值。 

 
31. 社区成员可以联繫谁来了解工会工作的召聘机会？ 

 
社区成员应联繫当地工会办公室来了解工会工作的讯息。 

 
32. 开发商和承包商将如何结合社区组织来聘请当地居民？ 

 

三个开发团队皆致力于在施工期间为招聘当地居民做出最大努力。并且将在更接近

施工日期时，展开社区外展计划。 

 
33. 混合用途的意义究竟是什麽？ 

 

混合用途一般指一个开发项目具有多种用途，例如一栋住宅建筑物底层为零售或社
区用途。 

 
34. 将盖在现有建筑物上的新建筑物会影响现有建筑物的结构和安全吗？ 

 

项目的具体设计，包括建筑和工程图纸必须由纽约市楼宇局 (Department of 

Buildings) 审查批准后才会核发建筑许可证。新建筑物不会影响现有建筑物的安全 

 
城市设计与视觉资源 
 

35. 在项目完工后，有那些工具能提供我们塑造和设计社区？ 

 

在项目完工后，当地的社区委员会和其他社区组织可能会提供相关工具来塑造社
区。 

 
 



 

 

 

自然资源 
 

36. 项目会引发更多淹水问题吗？ 

 

这三个项目皆包括韧性措施并会在环境影响评估草案中说明。做为此次环境影响评

估的一部分，将评估项目提出的韧性措施是否与「纽约市海滨振兴计划」(New 
York City Waterfront Revitalization Program) 一致。此外，这些项目位在「东海岸

韧性专案」(East Side Coastal Resiliency，ESCR) 和「下东城海岸韧性专案」

(Lower Manhattan Coastal Resiliency，LMCR) 的区域内。 

 
施工影响和缓解措施 
 

37. 交通和行人安全——如何防止工程卡车在路上非法转弯？在施工期间，每个项目位

址的承包商需依规定准备详细的工作区交通管制计划 (WZTCP)，由纽约市交通局

(DOT) 的工程缓解协调办公室 (OCMC) 进行审查和批准。 

 
在施工地点将安排指挥人员管理工程卡车出入。 

 
38. 防尘控制——开发团队如何保护邻居免受施工灰尘的影响？ (与会者认为在施工现

场「洒水」仍有 10％ 的粉尘会鬆动。)  

 

将採用最佳做法来确保施工灰尘的最小化。请参阅下面问题 39 的回覆。 

 
39. 防尘控制——是否有在讨论范围之外的缓解措施？ 

 

将在施工期间实施强力浇水计划以尽量减少灰尘。除了润湿材料，在施工过程中还
将实施其他防尘措施如安全地覆盖所有运送鬆散物料的卡车和车轮清洗站。将实施

所有符合纽约市环境保护局《建筑除尘规则》(Construction Dust Rules) (例如在

施工现场使用乾式扫街车，降低进出施工现场车辆的速度) 规定的措施。 

 
 
 



 

 

 

40. 空气质量与废气排放控制——由谁监测空气质量？由第三方公司还是政府？ 

 

减少建筑废气排放的措施将在环境影响评估过程中确认，而且批准这些项目的条件

是要实施这些措施。例如，开发商可能被要求使用低废气排放的建筑设备。在这种
情况下，项目的批准将取决于开发商的施工合约是否包含使用这些设备，而且开发

商须要在施工前向纽约市呈报。 

 
41. 空气质量与废气排放控制——社区成员如何协助监督？ 

 

将设立专门热线提供社区居民呈报施工期间可能出现的问题或担忧。此外，民众也

可以拨打纽约市的 24 小时电话热线 311 呈报。 

 
42. 减少噪音——施工工程噪音预计会影响生活品质，尤其会影响邻近长者和正在学习

阅读的学童。开发商是否可以在最低缓解措施要求以外再做些什麽？哪些会超出标
准流程？ 

 

在适当和可行的情况下，额外的减噪措施可能包括安装较高的隔音屏障来屏蔽噪

音，使用更安静的设备，以及使用屏蔽技术，如可移动的隔音屏障或在设备上安装

外壳。 

 
43. 减少噪音——如何测量噪音水平？由纽约市楼宇局负责监测吗？ 

 
纽约市环境保护局为负责执行噪音水平的机关。每个项目位址都需要制定一个施工

现场「减噪计划」(Noise Mitigation Plan)，并由纽约市环境保护局进行审核。纽

约市环境保护局将自行斟酌监测噪音水平是否符合《噪音规范》(Noise Code)。 

 
44. 减少噪音——社区成员如何协助监测噪音水平？ 

 

将设立专门热线来提供社区居民呈报施工期间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担忧。此外，民众

也可以拨打纽约市的 24 小时电话热线 311 呈报。 

 
 



 

 

 

45. 在环境影响评估的研究方法中的「振动半径」是多少？ 

 

纽约市楼宇局的《技术政策和程序通知＃10/88》(Technical Policy and Procedure 

Notice #10/88) 中叙述如何避免在历史资源 90 英呎横向距离内施工时造成历史建
筑物损坏的相关程序 (如振动监测)。 在环境影响评估中将根据在施工期间预期使

用的设备来评估工程在研究区域内、包括紧邻项目施工现场的建筑物和结构产生的

振动水平。 

 

46. 在环境影响评估中会评估施工对私人住宅或公共街道地基产生的影响吗？还是这是

纽约市楼宇局的问题？ 

 
在环境影响评估中可以研究工程振动对历史结构造成的潜在影响。具体的项目设

计，包括建筑和工程图纸则必须由纽约市楼宇局审查批准后才会核发建筑许可证。 

 
47. 这些项目的工程可以分别进行吗？是否有可能分期施工？ 

 

提议的项目将由三个不同的开发团队分别开发和施工，预计将在 2021 年完工和开

始占用。值得注意的是分期施工的总体时间较长。 

 
48. 谁来监测空气质量和灰尘？我们会在施工期间定期收到具诚信度的灰尘水平更新资

讯吗？ 
 

在环境影响评估中会确认减少施工废气排放和灰尘的措施。批准这些项目的条件是

实施这些措施并受强制执行规定的约束。 

 
49. 可否使用螺栓桩 (代替打桩式的闸板桩或使用其他方式)？即使这种方式可能会拖延

项目进度或是成本高昂，但是因为打桩是最糟的声音发射器。 

 

根据初步的施工规划，预计在项目位址使用的是鑽井式沉箱桩。 

 
 



 

 

 

50. 噪音如何监测，由谁？倘若在环境影响评估完成后达成缓解措施的协议，我们如何

要求施工团队负责？ 

 

在审查环境时将进行噪音分析且将预测施工产生的噪音水平。 在进行环境影响评
估时会确认降低施工噪音的措施。批准项目的条件是实施这些措施并受强制执行规

定的约束。由纽约市环境保护局负责规管施工现场的施工噪音。 

 
51. 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时会考虑附近洪水牆的建设，特别是涉及到交通和行人安全？  

 

在环境影响评估中将讨论预期的「东海岸韧性专案」和「下东城海岸韧性专案」项

目做为该地区潜在未来项目之一。 

 
52. 病害虫防治是否可以由开发团队和周边建筑物如纽约市房屋局 (NYCHA) 和大都会

运输署 (MTA) 所属的建筑物来「协调努力」进行？ 

 

开发团队将实施病害虫管理计划，以减少项目位址及周遭囓齿动物的存在。儘管纽

约市房屋局和大都会运输署有自己的病害虫管理计划，但团队愿意尽可能地与纽约

市房屋局和大都会运输署进行协调合作。 

 
53. 开发团队能否实施超越城市环境质量评估 (CEQR) 或其他纽约市机构订定的正常

或「标准」的缓解措施准则？特别是这个项目的规模，开发商似乎要做出「大于最
低」控制方法的承诺会比较谨慎。 

 

在适当和切实可行的情况下，会将考虑超出标准控制方法的缓解措施。例如在可行

的范围内，将在施工期间採用较新和较清洁的发动机以及最佳可用技术 (如柴油微

粒过滤器)， 让废气排放达到最小化。 

 
 

 

 

 



 

 

 

54. 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时是否会考虑施工过程中一些临时改变造成的影响，例如地铁 

L 线的关闭？地铁 L 线的关闭将造成地铁 F 线的交通堵塞状况更严重，这可能导

致更多人选择开车进而增加街道的堵塞。 

 
L 线的关闭是暂时的。 大都会运输署预计将与纽约市其他机关协调后制定策略，

尽量减少 L 线临时关闭的影响。 

 
55. 卡车可以在 C6-4 分区内隔夜停车，但是项目位址所在地属于住宅用途 (第二类用

途)，居民可以做些什麽来限制这个情况？ 

 

只有在项目位址 5 号的新开发项目含有地面停车场，其他的项目都只有附属停车

场，而且是让目前大楼现有住户沿用的停车场。 

 
阴影影响和缓解措施 
 
56. 我们也可以研究私人庭院吗？  

 

在《城市环境质量评估技术手册》(CEQR Technical Manual) 的指导原则中，私人

开放空间不包含在受阴影影响的资源中。 

 
57. 新建筑物到底将对社区造成甚麽影响？ 

 

新建筑物投射的阴影造成的影响将在环境影响评估草案中分析。 

 
58. 要求提供不同的图例说明。 

 
环境影响评估草案中将包含项目在一年内不同天 (3 月 21 日和 9 月 21 日，5月 6 

日和 8 月 6 日，6 月 21 日和 12 月 21 日) 中不同时间点投射在公共开放空间、对

阳光敏感的历史资源和自然景观的阴影图。 

 
 
 



 

 

 

59. 为什麽纽约市房屋局的综合政府楼不包含在对阳光敏感的资源中？ 

 

纽约市房屋局的综合政府楼内休憩用地属于私有空间，仅供该大楼居民使用，因此

不包括在分析中。 
 

60. 我们可以取得阴影在上午 8 点和 9 点的说明吗？ 

 

可以的，在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估的情况下，将说明项目在其他不同时间点投射在公

共开放空间、对阳光敏感的历史资源和自然景观的阴影。 

 
61. 12 月 21 日是最糟的情况吗？ 

 
阴影在 12 月 21 日最长，但通常不会被称为「最糟的情况」。虽然阴影在 12 月 

21 日最长，但是阴影在这一天移动的速度比其他季节更快。此日的阴影分析为代

表冬季月份的阴影，但该日不属于阴影生长的季节。 

 
62. 为什麽特别将材料专注在下午 1 时 30 分和 2 时 30 分？一天中其他的时间呢？ 

 

如上所述，环境影响评估草案将包括项目在一年内不同天中不同时间点投射在公众

开放空间、对阳光敏感的历史资源和自然景观上的阴影图。 

 
63. 图表上显示的红色区域真的是新的整体阴影吗？ 

 

红色区域显示项目将增加投射在公共开放空间、对阳光敏感的历史资源和自然景观

中的阴影。它们不代表项目在这些空间或景观上投射的阴影加上重叠在现有建筑物

投射的阴影总和。 

 

 

 
 

 



 

 

 

64. 是否可以将屋顶改建成具有设备的公共空间来当作缓解措施？如屋顶可以有击剑场

或操场。 

 

开放私人建筑物屋顶不能做为缓解措施，因为它们仍然属于公众无法进入的私人财
产。然而，能提供租户使用的建筑物屋顶如类似纽约市房屋局的开放空间，可以纳

入在开放空间资源充足性的质性讨论中。 

 
65. 阴影的缓解措施可以创造开放空间吗？ 

 

一般来说，针对阴影影响提出的缓解措施旨在使受影响的现有开放空间更有用或更

有吸引力。创造新的开放空间做为阴影影响的缓解措施在密集开发的地区 (如曼哈

坦) 是罕见的。不过，改善现存相邻开放空间，如在其他开放空间被阴影大量遮蔽
时仍阳光充足的开放空间，也被视为是一种缓解阴影的措施。该缓解方法 (例如增

加长凳或其他座位) 可以提高在阳光充足地区开放空间的使用度。 

 
66. 这些潜在的改变会向纽约市公园局提出吗？为什麽在环境影响评估中不考虑阳光的

健康益处，如维生素 D，消除抑鬱症，防止哮喘和上呼吸道感染？ 

 

纽约市公园局与纽约市都市规划局将共同考量影响和缓解措施。在考虑增量阴影带

来的健康影响时，需要考虑许多项目增量阴影以外的其他因素，例如一个人一天中

在阳光下的时间；邻近地区在特定时间点时的阳光量，这些超出了环境影响评估的
讨论范围。 

 
67. 在研究阴影时如何考虑人为因素？ 

 

在阴影的分析中将考量阴影对公共开放空间的影响，并考察开放空间在阴影增量后

人们继续使用的次数。 

 
 
 
 
 



 

 

 

開放空間的影響和緩解措施 
 

68. 在已有 23,000 人的社区多增加 6,000 人后会变成什麽样？ 

 

如在工作范畴草案所述，在环境影响评估草案中将审视项目对公共开放空间的潜在

影响。 

 
69. 如果将建立新的空间，是否可以考虑到气候的 (如防止风在海滨地带增加垃圾) 因

素？ 

 

气候将纳入在相关技术领域如空气质量的考量范围，且将研究风对行人环境的影

响。虽然气候不包含在开放空间分析的范围，但它将在造景过程被纳入考量。 

 
70. 我们是否可以造景而且盖一个绿带，因为很难在该区域活动而且很难找到一块绿色

空间而不是开放空间？ 

 
如果项目对周遭开放空间会产生任何重大不利影响，将提出缓解措施。纽约市经济

发展局 (New York C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和纽约市公园局正在

考虑连接东河公园和东河河滨地带，然而在项目位址周边地区建绿带超出私人提议

开发项目的范围。 

 
71. 社区居民在施工、打桩架、储存设备这些临时施工期间内能够坐在哪裡？ 

 

不会使用任何公共开放空间来做施工用途。东河公园，东河河滨地带，小花园游乐
场 (Little Flower Playground) 和柯莱斯胡克公园 (Corlears Hook Park) 等这附近的

公共开放空间，没有一个将用于这次两桥三个开发项目的建设。 

 

 

 

 

 
 



 

 

 

可負擔住房 

 
72. 这些大楼中将提供空间给社区居民负担得起的零售店吗？ 

 

三个开发团队皆致力于提供空间给以社区为主的零售商，并与可以提供社区所需服

务的本地企业合作。预期的租金水平将与该地区其他商业空间相同。 

 
73. 有任何社区特惠的单位吗？开发商愿意提供更多可负担单位特惠社区吗 (超过纽约

市房屋保护和开发局规定的 50％ 个单位)？ 

 

新的「纽约市 421a 可负担房屋建筑减免税计划」(Affordable New York/421-a 

program) 并没有规定在可负担单位抽选机制中包合社区特惠单位，且纽约市房屋

保护和开发局尚未表明是否会继续在抽选机制中包含社区特惠单位。社区特惠政策

的可用性和条件是由政府政策和法规管理，而不是开发团队。 

 
74. 最后将由谁负责决定选用哪个「纽约市 421a 可负担房屋建筑减免税计划」的选

项？ 

 

「纽约市 421a 可负担房屋建筑减免税计划」提供几个可负担单位数量和可负担能

力水平的选项组合给开发商。开发团队将与纽约市房屋保护和开发局与纽约市都市

规划局协商，选出合适的 421-a 选项。 

 
75. 开发商会直接向社区谘询委员会或其他社区组织谈话吗？ 

 
开发团队举办了四次社区参与公众会议。此外，团队已经且将继续与社区租客团体

定期举行会议，并愿意与其他感兴趣的社区团体举行会议。 

 

76. 单位的永久可负担性是否取决于「纽约市 421a 可负担房屋建筑减免税计划」项目

的批准？ 

 

三个开发团队皆致力提供项目的一部分做为永久可负担单位。他们计划使用「纽约
市 421a 可负担房屋建筑减免税计划」来协助实现这一项承诺。  



 

 

 

 
77. 单位的永久可负担性是否取决于「纽约市 421a 可负担房屋建筑减免税计划」项目

的继续存在？ 

 

可负担单位的条件将被纳入管理协议，永久适用，不会有到期日，也不需有赖「纽

约市 421a 可负担房屋建筑减免税计划」项目的继续存在。如上所述，开发团队计
划使用「纽约市 421a 可负担房屋建筑减免税计划」项目来实现单位的永久可负担

性。 

 
78. 老年住房单位将在哪？会分布在所有的大楼中吗？ 

 

南街 260 号和克林顿街 259 号的开发商正在为提拨部分可负担单位做为老年住房

单位与市府机关进行对话，并将继续进行这些讨论。此外，樱桃街 247 号的项目

包括将从罗格斯坡 80 号搬迁至新大楼的 10 个老年住房单位，且将对罗格斯坡 80 
号的现有老年住房单位进行大规模的改建。 

 
79. 开发商有可能以较少的单位来扩大可负担性吗？ 

 

目前项目有两个选项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将提供 30％ 的可负担单位，另外一个将

提供 25％的可负担单位。这些项目预计将选择 25％ 可负担单位的选项，儘管可

负担单位比 30％ 的选项少，却可以扩大可负担性。 

 
80. 可负担性的组合可以只包含较低的纽约市地区家庭中等收入 (AMI) 组距吗？ 

 
「纽约市 421a 可负担房屋建筑减免税计划」项目的 AMI 组距比例计算允许项目

在提供新的可负担住房同时在财务上仍然可行。 

 
81. 何时会制定市场价单位和可负担单位的定价？ 

 

按照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计

算，可负担单位的收入指标是根据纽约市地区家庭中等收入的百分比。家庭收入在

纽约市地区家庭中等收入的 30％ 至 165％ 的租金讯息可以在纽约市网站，



 

 

 

http://www1.nyc.gov/site/hpd/about/what-is-affordable-housing 上查询。市场价单

位的定价将在施工期间由项目申请者订定。 

 

82. 在社区参与会议中收集到的所有反馈意见将如何回到纽约市都市规划局，因为他们
最终将监管和决定环境影响评估流程？ 

 

所有纽约市都市规划局收集到的资料都将张贴在网站上。社区提出的反馈意见将被

纳入环境影响评估分析以及在发展缓解措施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83. 可负担老年住房单位的收入和租金水平和其他可负担单位相同吗？ 

 

跟其他可负担单位一样，可负担老年住房单位的租金水平与「纽约市 421a 可负担
房屋建筑减免税计划」项目的要求一致。 

 
84. 开发商愿意支持更多健全的可负担住房申请吗？ 

 

开发团队在过去与各种社区组织合作支持健全的可负担住房申请，也致力于在项目

中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