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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依据：

是一本重点介绍基本公平住房权利以应对棘手的非法住房歧视
问题的资源指南。地方、州和联邦法律定义的住房和房地产相
关交易中歧视的非法依据包括：种族、肤色、国籍、宗教、性
别、性取向、残疾、家庭状况、婚姻状况、兵役状况、收入来
源、年龄、家庭暴力受害者身份、退伍军人身份、性别、性别
表达或身份、群体身份、族裔、急救人员身份和逮捕记录（有
利裁决、有条件撤消控罪 (Adjournment in Contemplation of
Dismissal, ACOD)、封存定罪记录或青少年罪犯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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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另提供西班牙文和中文版本。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LIFairHousing.org 以获取各个可下载版本。设施和服务
可供所有人使用：我们将在资源允许的范围内满足您的要
求！
Si usted cree que ha sido discriminado al buscar vivienda,
llame a 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al 631-567-5111 ext.378
para hablar con un investigador o defensor de vivienda justa
capacitado. También puede enviar un correo electrónico
info@LIFairHousing.org.

住房歧视的表达方式有时很有礼貌 –
“我很抱歉，不过
 这间公寓已有人付过定金”
 业主已将房子从市场撤下”
 另一位经纪人已将其出租，却没有告诉我”
 我们不允许孩子上二楼”
 我做不了决定。请填写申请表，如果申请通过，我们会

通知您”
……但这却是不合法的！

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是一家慈善组织，免费向客户提供
各项服务。

欢迎捐款捐物，还可以抵税！

由于并非总能发现歧视，我们建议您打电话给我们，
谈谈有关公平住房的疑虑。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可能
会调查您的投诉、进行测试（如果适用），并确定是否发生
了侵犯您公平住房权利的行为。如果发现实质性证据，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将协助您寻求行政（NYS 或 HUD）和
司法（联邦地区法院）补救措施。个别服务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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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Inc.
640 Johnson Avenue, Suite 8
Bohemia, New York 11716-2624
萨福克郡：631-567-5111 纳苏郡：516-292-0400
www.LIFairHousing.org
“在种族、文化和经济方面都展现出包容性的社会才是最健康的社会。”
- Michelle Santantonio，Emeritus 执行董事

房东/租户咨询
权利
安全
驱逐
适住性

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提供：
公平住房宣传和执行

抵押咨询
抵押
购买前/购买后
默认～反欺诈
防止止赎

歧视
调查
咨询
培训
宣传

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计划在以下单位和计划的支持下得以实施：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公平住房倡议
计划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Fair Housing Initiatives Program)；美国住房和城市发
展部综合住房咨询计划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 Housing Counseling
Program)； 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房主保护计划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Homeowner
Protection Program)；纽约州住宅和社区续期计划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萨福克郡社
区发展办公室 (Suffolk County Office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纳苏郡住房和社区发展办公室 (Nassau County
Office of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巴比伦社区发展局 (Babyl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gency)；布鲁克黑文住房和公共服务部 (Brookhaven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Human Services)；亨廷顿社区
发展局 (Huntingt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gency)；艾斯利普社区发展局 (Islip Community Development
Agency)；长岛联合之路 (United Way of Long Island)；以及来自各大公司、基金会和私人捐赠者的捐献。

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不向客户收取我们的服务费用。但作为非营利性慈善组织
501(c)(3)，我们寻求获得赠款、私人和企业捐赠，以继续开展我们的公平住房工作。
我们的志愿者董事会和专业人员可为其他非营利机构、公司、政府和个人提供公平住房
方面的资源。
我们将提供专业小组报告和培训。请与我们的办公室联系，以获取详细信息。Se habla
español. 可根据需要提供 Language Line 服务。

修订日期：2022 年 3月
© 2022 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Inc.

3

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INC.
机构历史
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Inc.（以下简称 LIHS）是一家非营利性的私人公司 501(c)
(3)，其主要营业地点位于 640 Johnson Avenue, Suite 8, Bohemia, New York。LIHS 是岛上唯一一
家为纳苏郡和萨福克郡服务的私人公平住房宣传和执行机构。其使命是通过宣传和教育消除非
法住房歧视，并推广体面、经济适用的住房。
在马丁·路德·金博士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惨遭暗杀后一周内，《公平住房法案》
(Fair Housing Act)，也即《1968 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8) 第八章获得通过。第二
年，由 Smithaven Ministries 成立，发展成为长岛唯一一家公平住房组织。这个想法来自代表公
民和宗教团体领导人，并关注长岛的种族歧视行为和隔离的志愿者们。符合条件的潜在黑人购
房者和租户无法获得住房，也无法像白人那样容易获得有关机会的诚实信息。
70 年代初，该组织成立并成为一家独立的非营利性公平住房代理机构，后来称为 Suffolk
Housing Services。该组织成功地挑战了房地产中介机构、管理公司、房东和业主，因为调查显示
存在歧视的确凿证据。80 年代中期，该机构获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陪审团裁决的 565,000.00 美
元赔偿，联邦法院判给了两名黑人空中交通管制员，该机构因为其调查和测试能力而在国内广受
赞誉。LIHS 进行了测试，结果证明纽约帕奇戈格水门公寓 (Watergate Apartments) 的黑人租客无故
被拒绝租赁房屋。
1991 年，该机构扩大了服务范围，以调查纳苏郡的歧视行为，并成立了 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LIHS)。其挑战各种歧视，尤其是种族、残障和家庭状况歧视等方面的工作引
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例如，在 1994 年，CBS 48 小时新闻杂志节目特别报道了 LIHS 的成功测
试计划。这则故事报道了经纪人给我们的卧底黑人和白人测试人员提供了有关住房供应情况的
虚假信息。
如今，在 21 世纪，LIHS 继续在挑战种族、国籍、残障、家庭状况以及各种非法歧视方
面处于领导地位，并致力于在纳苏郡和萨福克郡取缔收入来源歧视。LIHS 成功调解了针对几家
大型开发商的标志性投诉，寻求遵守《公平住房法案》对多户型家庭设计和施工的无障碍要
求；挑战使用歧视性用语的广告商；甄别和调查掠夺性贷款，并举报抵押贷款救助骗局，以保
护消费者和公众利益。
2015 年，为消除限制性分区和居住优先权，并挑战市政当局由于歧视和滥用法规执行行
为而违反《公平住房法案》和宪法权利，我们开展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此外，我们继续
致力于消除歧视性广告用语和涉及收入来源和家庭状况歧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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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历史性的案件中（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Inc. 等提诉.German American
Settlement League），我们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并于 2016 年达成协议，以消除社区对会员资
格、租赁和房屋转售的歧视性限制，这些限制对非白人和德国血统的潜在购房者构成了障碍。在
许多其他案件中，我们的客户现在可以享受具有无障碍设施或住宿的房屋。为了继续应对深入影
响 LI 社区的抵押贷款危机，我们扩大了服务范围，为面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人士提供免费法
律服务，并帮助数百名房主获得经济贷款修改。每年，成百上千的租户接受咨询和宣传，以保障
他们的权利或改善住房条件。LIHS 的推广和宣传工作仍在继续，旨在提醒和教育公众避免抵押贷
款救助骗局，并协助举报诈骗。
LIHS 的创立目标是在长岛各地促进种族和经济一体化以及平等的住房机会；减少和消除
非法的住房歧视；鼓励开发低收入和经济适用住房；就当地的住房权利与机会教育和帮助公
众。活动包括公平住房调查和测试（租赁、销售、保险和贷款）；宣传执行/合规；公共/行业
教育；充当信息交换所。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我们继续提供租赁咨询和介绍；教育和推广；抵
押贷款违约/丧失抵押品赎回权预防和贷款修改救助诈骗咨询和举报的法律服务和咨询，以协
助救援欺诈咨询和报告。
LIHS 不向个人收取服务费。但作为非营利性慈善组织 501(c)(3)，我们寻求获得赠款、私
人和企业捐赠，以继续开展我们的住房工作。捐款可以 100% 抵税。LIHS 的董事会、咨询委员
会和专业人员是非营利组织、行业、政府和个人的独特资源。

Ian Wilder, Esq., 执行董事
Connie Lassandro, 总裁

我们的使命是通过宣传和教育消除非法住房歧视，

并推广体面、经济适用的住房。
LIHS 为残障人士提供服务，
包括视力、行动和认知障碍。
5

您的公平住房权利
《1968 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8) 第八章与《1988 年公平住房修
正案》(Fair Housing Amendments Act of 1988) 合称为《公平住房法案》(Fair
Housing Act)。该联邦法律规定，在出售或出租大多数住宅时，基于种族、肤
色、国籍、宗教、性别（包括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家庭状况和残障的歧视
属非法行为。这些类别通常称为“受保护类别”。抵押贷款融资、评估、产权
保险和房主/租户保险也包括在内。
《1866年民权法案》是另一部联邦法律，禁止在出售或出租住宅和商业住宅
以及空置房产时所有基于种族或肤色的歧视。
《联邦公平住房法案》禁止哪些行为？
由于种族、肤色、国籍、性别、宗教、家庭状况或残障而采取以下行为是
违法的：
 拒绝出租或出售住房
 拒绝洽谈住房
 不提供住房或拒绝提供住房
 为住房的出售或出租设定不同的条款、条件或特权
 宣称住房只提供给特定种族、肤色、国籍、宗教、性别或无残障或无孩
子的人士。包括口头陈述和暗示优先或限制的平面广告
 拒绝任何人访问任何房地产服务或成为其会员，如多个房源挂牌服务
 房屋唆卖 - 一种在种族或族裔发生变化的社区使用的非法策略，房地
产经纪人或投机者使用这种策略联系现有房主，以恐吓他们迅速廉价地
出售房屋，从而在转售中获得更大的利润
 引导 - 试图将种族或族裔阶层引导至特定区域，以努力维持隔离的
生活模式
 红线 - 贷方和保险公司由于某些地区的种族或族裔组成而拒绝在某些
社区提供贷款或签发保险单，从而排除地理区域，无论借方或（潜在）
房主的经济状况如何
 拒绝或制定不同的抵押贷款、住房贷款、保险或其他“房地产相关交
易”的条款或条件
 威胁、胁迫或恐吓任何行使公平住房权利或协助他人行使这些权利的人
6

纽约州人权法
除了《公平住房法案》中定义的受保护类别外，《纽约州人权法》
(NYS Human Rights Law) 还禁止基于家庭暴力受害者、婚姻状况、性取向、
年龄（18 岁及以上）、兵役状况、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收入来源的歧视
（例如公共援助、第 8 节、社会保障、SSD、SSI，法院判令抚养儿童）和
逮捕（有利裁决、有条件撤消控罪 (ACOD)、封存定罪记录或青少年罪犯
裁决）。
它涵盖商业空间和土地、条款、广告、房地产活动和信贷。还必须指
出的是，《纽约州人权法》（又称《纽约州行政法》），第 15 条，第 296
节对 2 户自住房予以豁免。但联邦法律保护可能仍然适用。
纽约州法律的一个主要区别是，2010 年的一项修正案要求住房供应商
为公共或公用空间的合理修改支付费用（《纽约州行政法》，第 15 条，第
296.18 节）。本手册稍后会对合理修改予以解释。

地方人权法
除了上述保护性法律外，萨福克郡还制定了《地方人权法》 (local Human
Rights law)，规定基于家庭暴力受害者、群体认同（包括年龄、外国人、
本国公民、性取向和兵役状况）和退伍军人身份的住房歧视属非法行为。
纳苏郡提供与联邦和州法律相同的保护力度，同时还保护退伍军人身份、
急救人员身份和族裔。请联系 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了解有关加强
郡地方法律执行规定的信息。请务必举报此类违规行为！
《公平住房法案》涵盖哪些住房？
 私人拥有的单户住宅，通过房地产经纪人和/或歧视性广告出售或
出租房屋
 非私人（如公司或合伙人）拥有的单户住宅，未通过房地产经纪人
和/或歧视性广告出售或出租房屋
 有五个或五个以上单元的多户住宅，包括多户住房
 有四个或四个以下单元的多户住宅，房主不住在
其中一个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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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住房法案》未涵盖哪些住房？
这项法律不适用于宗教组织和私人俱乐部经营的非商业性住房，这些住房仅
限会员入住。

租户或房东享有哪些公平住房权利？
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通过教育、宣传和执行，在长岛推行公平住房
实践。作为资源，我们还提供与您的“租户权利”有关的公寓租赁指南。
重要的是，整个纽约州的租户和房东要了解影响租赁住房主要权利的法律，
包括居住标准、适住性、平等待遇、使用权、租金管制以及适用于某些住宅
的特殊规定。
除了本手册包含的租户权利信息外，您还可以免费获得纽约州总检察长办
公室发布的《租户权利指南》，请致电纳苏郡 (516) 248-3300 或萨福克郡
(631) 231-2400。

联邦法律保护不受基于种族/肤色/国籍的歧视
《1866 年民权法案》和 1968 年美国最高法院针对 Jones 诉 Mayer 一案的判
决称，所有住房，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有的，在出售或出租时不考虑一个人
的种族或肤色。《公平住房法案》（《1968 年民权法案》第八章，1988 年
修订）将前几页提到的行为定为非法。

为什么我需要这两项法律来保护我免受住房方面的种族歧视？
《1866 年民权法案》也涵盖了联邦《公平住房法案》中关于种族和肤色的所
有非法行为和住房类型。（一些法院还提供国籍和宗教方面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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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当基于种族或肤色的歧视发生时，《公平住房法案》将不适用。
例如：两户、自住房可以豁免。由于长岛上的大多数住房是单户或两户自住
房，您需要了解这两项重要法律，以使自己免受此类歧视。正式抗议歧视的
方式有很多种。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可以就这些法律提供的特殊选择
和追索权向您提供建议。

《公平住房法案》保护有子女的家庭

《1988 年公平住房修正案》为有 18 岁以下子女（家庭状况）的家庭提供了
特定的保护，使其免受住房歧视。
“18 岁以下子女”包括：
 与法定监护人或指定照顾儿童的成年人一起生活的儿童
 孕妇
 正在获得儿童监护权的人，如领养
 除了《1968 年公平住房法案》提供的一般性保护外，《1988 年公平住
房修正案》还规定以下为非法行为：
 拒绝向有子女的家庭出租或出售房屋或公寓
 对于有子女的家庭，要求支付额外的保证金或费用，而对其他居民没有
这样的要求
 把有子女的家庭隔离到住宅区、移动
房车公园等特定区域。
 仅允许成年人使用住宅区的游泳池、
电梯和其他服务设施，尽管合理的
安全规定是允许的
 除非违反合理的居住标准，否则在
婴儿出生或领养后驱逐家庭
9

什么时候有子女的家庭会被排除在住房之外？
《公平住房法案》允许“老年人住房”将有子女的家庭排除在外。
“老年人住房”的定义很严格：
 居住在住宅区内的所有人，包括配偶，必须年满 62 岁；或者
 住房符合 HUD 设定的合法豁免标准

 住宅区所有单元的 80%* 必须至少居住一名 55 岁或以上的老人
*目前在长岛，一些市镇法规可能会限制老年人住宅开发，要求 100% 的
单元入住 55 岁及以上的居住者。

《公平住房法案》保护残障人士
如果您或与您有关系的人（如家庭成员或伴侣）患有精神或身体残障（包括
艾滋病），《1988 年公平住房修正案》提供了具体的保护措施，使其免受
歧视。
什么是残障或残障人士？
“残障”是指患有身体或精神损伤，大大限制了一个人的一项或多项主要生
活活动。这包括行动障碍、视力障碍、情绪健康、心理健康、智力发育和酗
酒。它不适用于当前对毒品的非法使用或成瘾。
法律将房东、合作社、共管公寓、房主协会或代理的以下行为视为非法：
 因为有残障而要求额外支付保证金
 询问残障的性质或严重程度

 将残障租户隔离在住宅区的某些区域
 拒绝使用娱乐设施、停车特权或其他居民可享受的其他特权和服务
 不合理地拒绝自费改造住房，例如拓宽门道、在浴室安装扶手杆、
放低厨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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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残障人士提供
合理便利安排/改造
残障人士有权在其居住地点享有与非残障人士相同的进出、使用和享受权
利。必须指出的是，《公平住房法案》不仅要求残障人士享有平等的待遇和
机会，还包含允许进出和充分利用/享受住房的特殊规定。拒绝或以其他方式
不提供住房属违法行为。如有必要使用（或者有权使用）住房，房东有义务
在规则、政策、做法或服务上做出“合理的调整”。示例之一是即便大楼实
行“禁养宠物”政策，也应允许导盲犬进入。如有必要，房东也不得拒绝您对住
宅或公共使用区域进行合理改造，以使房屋便于使用，费用由您自行承担*。
（在合理的情况下，房东应允许进行改动，但前提是您同意在搬家时将房产
恢复至原状。）
*2010 年，《纽约州人权法》修正了第 296.18(2) 节，规定住房提供者有义务支
付公共场所的改造费用。如果您是残障人士，且需要合理的住宿，我们会向房
东或住房提供者写一封推荐信。以下是合理住宿的建议程序和样本请求。
建议程序/样本请求：
 表示您符合民权法规定的残障人士资格。不必透露残障的性质或严重
程度（除非您要挑战歧视性做法）。
“我符合《1988 年联邦公平住房修正案》定义的残障人士资格。”
 说明您的住处以及大楼负责人。
“我住在 805 W. Green Street, Apartment #2A。该栋大楼由 John Doe 管理，
归您 Jane Jane 所有。”
 描述您遇到的政策、规定或结构障碍。
“我们大楼的停车场中没有预留的无障碍残障人士专用停车位。”
 描述此政策或障碍对您的需求、权利或住房使用造成的干扰。
“我无法在常规大小的停车位停车，因为我需要额外的空间才能从车上转
移到轮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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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简洁的语言描述您在政策、规定或障碍方面寻求的变化。
“我请求您为[我或我的单元号]指定一个残障人士专用停车位”
 引用保护您权利的适用法律。
 要求在一定时间内给出书面答复。
 “请在十天内以书面形式答复我的申请。”
 在申请表上签名并注明日期。记得保留一份申请。

 如果请求被拒绝，请与 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联系以寻求帮助。
对于合理改造，引用以下法律：
“根据《1988 年联邦公平住房修正案》第 804 (42 U.S.C. 3604) (f) (3) (A) 节
规定，住房提供者拒绝残障人士‘对其所居住或将要居住的现有房屋进行合理
改造，如果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造，使其能够充分使用该房屋 …’这是非法歧
视。”
只有当您同意在搬家时将房屋恢复原状，房东才允许进行内部改动，以免其
他人无法使用这些改造。在某些情况下，房东要求将款项存入托管账户，作
为恢复协议的一部分是合理的。
对于合理住宿请求：
“根据《1988 年联邦公平住房修正案》第 804 (42 U.S.C. 3604) (f) (3) (B) 节
规定，住房提供者拒绝残障人士‘在规则、政策、做法或服务上做出必要的
合理调整，以使此人有平等的使用和享受住所的机会’”，这是非法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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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建筑和新建筑 - 无障碍设施
对于 1991 年 3 月 13 日之前准备入住的大多数“新”
建多户型住房，《公平住房法案》规定，建筑物必须配
备无障碍设施，包括：
 门足够宽，适合乘坐轮椅者使用

 方便进出的公共和公用区域
 易于使用的照明开关、电源插座和恒温器
 用于安装扶手的加固浴室墙
 厨房和浴室有足够的空间以便操作轮椅
 进出住宅的无障碍通道

《公平住房法案》保护人们免受基于宗教的歧视

《公平住房法案》规定，在出售或出租大多数住房时，基于宗教的歧视是非
法的。这意味着，除了本法案的一般性禁止外，以下也是属于非法行为：

 在购买、出售或出租房屋时，向潜在购买者或租户询问他们的宗教或
宗教信仰
 除非法律许可，刊登广告或优先向特定宗教人士发布出售或出租房屋
的信息
 拒绝向特定宗教或宗教信仰的人士出租或出售房屋或公寓

宗教组织可以在出售、出租或居住非商业性住房或住所时优先
考虑其成员，只要宗教成员不受种族、肤色或国籍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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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住房法案》保护人们免受基于性别的歧视
《公平住房法案》保护您在出售或出租大多数住房时免受基于性别的歧视。
法律规定，卖家、房东、业主协会、房地产经纪人等不得因性别而限制
居住地。
除了《公平住房法案》提供的一般保护外，以下属于非法行为：
 对待女性，以不同于男性的方式出租、出售或洽谈住房
 直接或暗示要求提供性好处，以换取与住房或房地产有关的交易
 暗示继续租赁、更改条款（如租金）或服务（如维修）将取决于是否
接受性侵犯
 以令人讨厌的性侵犯或行为对租户进行性骚扰

性取向 - 《公平住房法案》现在适用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歧视。此外，《纽约
州人权法》 (New York State Human Rights Law) 确实禁止性取向歧视、性别认
同和性别表达。性取向的定义为“实际或被感知的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或
无性恋”。无论个人的目标是基于他们的实际性取向还是基于歧视者所认为的
取向，法律均可提供相应保护。纳苏和萨福克地方法律均禁止性取向歧视。

非法干涉、胁迫和恐吓
任何从事住宅不动产贷款、购买、出售、经纪、出租、管理或评估的人，如
基于所列受保护类别予以歧视，均属违法行为。恐吓、胁迫、骚扰或干涉任
何人行使或享受其公平住房权利的邻居或其他人也应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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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住房搜索和获取抵押贷款的公平住房问题
执行法律
如上文《1866 年民权法案》和《公平住房法案》所述，某些类型的歧视是非
法行为。此外，《平等信用机会法案》(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 和其他
法律也以独特的方式提供保护。这些法律共同致力于解决购房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歧视的各个方面。这些法律不仅适用于贷方，还适用于住房提供者，包
括：出售房屋的业主、房地产或其他协助买方或卖方的代理人或管理人员。
禁止行为
以下是上述三 (3) 项保护法所涵盖的因素：
1.
2.
3.
4.
5.
6.
7.
8.

拒绝提供可供检测或出售所需的真实信息；
拒绝出售或洽谈住房或提供贷款；
出售或抵押贷款产品的条款和条件不平等；
提供的服务水平（待遇）；
歧视性广告；
申请人资信评估；
歧视性财产评估；
引导 - 试图将种族或族裔群体引导或限制在特定区域，以努力维持隔
离的生活模式；
9. 房屋唆卖 - 一种在种族或族裔发生变化的社区使用的非法策略，房地
产经纪人或投机者使用这种策略联系现有房主，以恐吓他们迅速廉价
地出售房屋，从而在转售中获得更大的利润；
10. 红线 - 贷方和保险公司由于某些地区的种族或族裔组成而拒绝在某些
社区提供贷款或签发保险单，从而排除地理区域，无论借方或（潜
在）房主的经济状况如何；
11. 掠夺性借贷/贷款 - 例子包括高利息、高手续费、积极招揽借方、以
虚高的价格出售有缺陷的房产、未披露有关房产或抵押贷款成本或条
款的基本信息、不必要地转向次级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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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贷款是金融机构对社会承担法律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当今市场
上，关于抵押贷款的公开歧视很少见，但由于贷款承保或评估的标准做法，
可能会出现无意的歧视；由于房产所在地的种族组成或借方的种族/肤色、
族裔、年龄、性别、精神和身体残障，可能会产生拒绝贷款或提供低优惠贷
款条件的不正当影响。

另一种贷款歧视被称为“掠夺性借贷”。一些贷方向收入和信用记录不符合
当前市场利率的借方发放合法的次级贷款。但是，其中一些“次级”贷方通
过收取不合理的高利息或对贷款增加过多的点数和手续费，以及很多非常不
利的条款，且往往对借方来说是无法解释的，从而掠夺不知情的借方。
在签订合同购买新房之前，请遵循以下六个重要
步骤：
1. 与 HUD 认可的非营利咨询机构会面。
这项服务通常是免费的。
2. 仅使用专业的房地产经纪人来帮助您购买房屋
并代表您进行谈判。
3. 聘请有执照的工程师检测房产。仔细审查报告。报告中将披露房屋的

缺陷和所需的维修。您可以要求卖方在您购买
房屋之前修复任何缺陷。
4. 选择自己的贷方。如果有人试图将您引向贷方，请保持怀疑态度。
咨询几家贷方，并比较各项成本，包括利率以及手续费和点数。提防
掠夺性贷款：即高利率*，包括手续费、信用保险和贷款中增加的其他
成本。与 HUD 认证的住房顾问一起审查条款。（应该是免费的。）*

价格可能会有变化，这是进行对比和接受消费者教育的另一个原因。
5. 选择自己的律师。仔细阅读各项内容。提出问题。花点时间了解交易
情况，并看看房产。请一位精通房地产法的律师审查。
6. 不要让任何人催您签订合同。先咨询 HUD 认证的住房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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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抵押贷款披露法案》(Home Mortgage Disclosure Act (HDMA))
条例 C：
这项国会法案（1975 年颁布，1988-91 年修订）的目的是让贷款机构向公众
提供数据，以确定该机构是否能满足所有社区居民的住房需求。它的颁布是
为了协助查明借贷中可能存在的歧视性做法，并协

助公职人员分配公共部门投资。HMDA 要求大多数
贷方报告抵押贷款申请人和借方的性别、种族和收
入。条例 C 要求贷方报告有关贷款申请的数据，
包括有关贷款发放和购买的信息。
《平等信用机会法案》(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 (ECOA)) 条例 B：

ECOA 的颁布是为了促进对申请人的公平信
用，不考虑性别、种族、肤色、宗教、国籍、
婚姻状况、年龄、是否领取公共援助资金或行
使《1974 年消费者信用保护法》(Consumer
Credit Protection Act in 1974) 规定的任何权利。
根据 ECOA 规定，条例 B 禁止债权人基于这些

受保护类别予以歧视的做法。

社区再投资法案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CRA)：
1977 年颁布了 CRA，以鼓励金融机构通过要求每个联邦金融监管机构的合

规性来满足社区内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的信贷需求。各机构必须编制一份
年度 CRA 报表，列出它们所服务的领域和所提供贷款的类型。这些文件连
同有关 CRA 的任何书面意见一起保存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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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来源歧视
《纽约州人权法》(New York State Human Rights Law)、《纳苏郡人权法》
(Nassau County Human Rights Law) 和《萨福克郡人权法》(Suffolk County
Human Rights Law) 均保护个人免受基于其他合法收入来源的住房歧视。

其他合法收入来源包括但不限于第 8 节住房补助券、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
(Social Security Income, SSI)、社会安全残障补贴 (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SSD)、奥姆斯特德住房补贴 (OLMSTEAD housing subsidies, OHS)、快速过
渡住房计划 (Rapid Transition Housing program, RTHP)、疗养院过渡和转院
Medicaid 豁免计划 (Nursing Home Transition and Diversion Medicaid Waiver
program, NHTD)、创伤性脑损伤医疗豁免计划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edical Waiver Program, TBI)、退伍军人事务部支持性住房 (Veterans Affairs
Supportive Housing, VASH)、退伍军人事务部残疾补偿 (VA Disability
Compensation)、子女抚养费、赡养费及各种公共服务援助。
住房提供者和贷款机构不得拒绝接受或拒绝包含雇佣以外的合法收入来源。
此规定适用于贷款机构评估是否批准借款人贷款以及房东决定是否将单元出
租给潜在承租人的情形。
此外，住房提供者和贷款机构不得对拥有其他合法收入来源的人员施加其他
申请人无需满足的额外要求或限制。
针对个人收入来源的歧视存在多种形式，例如提高租金以及拒绝租赁或贷款
申请。
住房提供者不得对承租人设定不合理的收入组成或财富要求。根据纽约州人
权处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Human Rights, NYSDHR) 规定，“对于由补
助券机构支付 70% 租金的承租人，要求其年收入达到每周租金的 40 倍即视
为不合理，即便该要求适用于其他承租人亦不例外。”
NYSDHR 还指出，凡是旨在为需要租金、保证金、入住费或中介费支付援助
的承租人和申请人提供帮助的经济援助类型，一律受到合法收入来源条款的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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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权利受到侵犯怎么办？
如何挑战歧视？
在联邦一级......
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可协助提出住房歧
视投诉，并提供相关的宣传服务，或者美国住房和城
市发展部 (HUD) 公平住房执法办公室可通过邮件或
电话 (1-800-669-9777, TTY 1-800-927-9275) 受理投
诉。您必须在住房歧视事件发生后一年内向 HUD 提
出投诉。

在州和地方一级......
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可协助提出住房歧视投诉，并提供相关的
宣传服务，也可以向纽约州人权署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Human
Rights) 或您所在郡的人权委员会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提出行政投
诉。他们的电话号码列在电话簿上。

在为纳苏和萨福克居民服务的私营、非营利部门......
纳苏和萨福克公平住房机构 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设立了住房歧
视投诉专线：631-567-5111，分机号 375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LIFairHousing.org。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将会调查您的投诉、进
行测试（如果适用），并确定是否发生了侵犯您公平住房权利的行为。如果
发现实质性证据，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将协助您寻求行政（纽约州或
住房和城市发展署）和司法（联邦地区法院）补救措施。个别服务不收费。
Si usted cree que ha sido discriminado al buscar vivienda, llame a 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al 631-567-5111 ext.378 para hablar con un investigador o
defensor de vivienda justa capacitado.También puede enviar un correo electrónico
info@LIFairHousing.org.
是否有时间限制？
您必须在住房歧视事件发生后一年内提出行政投诉。您有两年时间可以向联
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如果您能够证明自己是住房/贷款歧视的受害者，
《公平住房法案》可使您有权获得实际的损害赔偿，包括羞辱、痛苦和折
磨，以及其他救济。在某些情况下，法律也允许惩罚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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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人支持 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Inc.
随函附上本人的免税礼品，以帮助推进住房公正。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用正楷书写您的姓名，以列入我们的年度捐赠者名单。

__本人希望匿名捐款。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省 __________ 邮编 __________
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

__$1,000 __$450 __$250 __$150 __$100 __$50 其他 $_____
__随函附上本人的支票。（应付给“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Inc.”）
__Visa 卡 __万事达卡 (MasterCard) __美国运通卡 (American Express)
卡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到期日期 ___________
持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账单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 _____________

（信用卡捐赠必填）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捐赠必填）
捐赠可邮寄至 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Inc.，地址 640 Johnson Avenue,
Suite 8, Bohemia, NY 11716 或通过 LIFairHousing.org 在线捐赠
有关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LIFairHousing.org 或致电
631-567-5111 ，分机号 314。

谢谢！
我们近期提交的财务报告副本可从纽约州总检察长网站 (www.charitiesnys.com) 上的慈善机构登记处获取
或者按要求联系纽约州总检察长慈善处，地址：28 Liberty Street, New York, NY 10005，或与我们联系：
640 Johnson Avenue, Suite 8, Bohemia, NY 11716 或访问 www.LIFairHousing.org。您也可以访问
www.charitiesnys.com 或致电 (212) 416-8401 从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获取有关慈善组织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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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对
Long Island Housing Services
2022 年公平住房庆典
(2022 Fair Housing Gala)

的大力赞助

People’s United Bank
Concern for Independent Living
Newsday
Long Island Board of Realtors
Sterling National Bank
Michelle Santantonio
Moritt Hock & Hamroff LLP
LAPA Fundraising
Philanthropy Focus LLC
William Dedman
Connie Lassandro
Kara Hahn
Tawanda Harris
Paul Fleishman
Harriet Spiegelman
Emily Mur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