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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权利中心执行总监致辞

过

Chancela Al-Mansour, Executive Director 执行总监
去 的
几
个 月
对 我 们 大 家
所有人都是一
种 挑 战 。 在
COVID-19疫情
期间，人们在
医疗健康方面的巨大差异所造
成的致命性影响，以及人们持
续不断的努力想要终结种族暴
力与种族性的不公正，这些事
情都突出表明了我们的国家在
为黑人以及其他受到历史性压
迫的人群实现到种族正义与平
等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
着成千上万的家庭因疫情的破
坏性影响而面临驱逐，我们也
清楚地看到了住房与公共和社
会的健康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
为了应对这段充满挑战的时
间，住房权利中心推出了比以
往更多的公共项目，来满足洛
杉矶郡和文图拉郡居民不断变
化的需求。我们每周免费举办
的讲习班会为住客及房东解释
清楚任何有关疫情期间住房状
况的知识（ 见第3页 ），而我们
训练有素的住房顾问们除了通
过我们的常规热线为您提供服
务外（第4页），现在还可以
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预约咨询。
我们还处理解决了COVID-19
的直接影响，为高危人群提供
了合理调适改造请求（ 第5页 ）
，以便住客能够安全地待在家
中，以避免因不必要的造访而
感染COVID-19（ 第3-4页 ）。
现在，我们正在启动一项由住
房与城市发展部（HUD）资助
的、关于性骚扰及其他基于性
别的歧视的外联项目。鉴于人

们需要待在家中以保持安全，
这是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
除了我们提供公平住房援
助的日常工作外，我很激动地
宣布，住房权利中心（HRC）
现在也将提供驱逐防止与驱逐
辩护服务。通过与洛杉矶郡政
府签订下一份合同，HRC新成
立的一组律师人士将会处理经
由‘ Stay Housed LA County
’倡议（ 第6页 ）转移过来的非
法占有（Unlawful Detainer）案件。‘Stay
Housed
LA’是一项由法律服务提供
者所组成的联盟，致力于使法
律援助、法律教育、及其它重
要服务都能够尽可能容易地获
取到。收到驱逐通知或是非法
占有令的住客，请立即登录
www.stayhousedla.org 寻求
帮助。
在整个疫情期间，HRC为
洛杉矶郡的居民们提供管理了
不少于四个租房援助项目。到
目前为止，HRC在洛杉矶市内
及遍布整个洛杉矶郡的地方，
都通过CARES法案和加州社
区基金会的资助，为数千户人
家提供了租房援助。寻求租房
援助的住客与房东，可以通过
211或CareLink找到您当地的
项目。
HRC的员工在这段时间内
所表现出的奉献精神，向我展
示出了我们真的是一同奋战在
抗疫前线。我相信，现在正是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时
刻，需要我们相互紧密联系起
来，才能促进我们社区内的平
等与公正。为此目的，我十分
期待在我们2021年4月的住房
权 利 峰 会 上 与 大 家 见 面 —— 无
论是当面，还是通过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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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驱逐保护措施 -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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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客、房产持有者、与小房东救济与稳定法案 (California AB 3088)

如果您在2020年3月1日到2020年8月31日之间，
没有支付其中某一个月的房租：

• 请交给您的房东一份签好字的 “Declaration of COVID-19 Related Financial Distress”
（
“COVID-19相关财务困境声明”
）
，文件可见于www.landlordtenant.dre.ca.gov.

• 如果您的年收入少于 $100,000（或是如果您是和伴侣一起赋税的话，总共年收入少
于 $198,000）
，您便不需提供任何财务文件。

如果您无法付起2020年9月1日到2021年1月31日之间的租金：

• 如果可能的话，请付清这五个月租金的 25%。这将确保您不会因未能按时支付其
余的75%租金而受到驱逐。

如果您收到付款或退房通知 (pay-or-quit notice):

• 您有15天时间作出答复，并提交一份签好字的 “Declaration of COVID-19 Related
Financial Distress”（
“COVID-19相关财务困境声明”
）。这将停止驱逐。
• 通知书必须附有一份空白的声明书，供您签字并交回。

如果您因其它原因收到驱逐通知:

• 该通知必须陈明一个有效的驱逐理由。

• 房东不得收取自2020年3月1日以来欠下的任何租金。

如果您收到‘无过错’驱逐通知:

• 您有权获得相当于一个月租金的搬迁补助金。

如果您推迟了任何租金，您必须按时偿还:
• 请向您所在城市查询偿还延期租金的最后期限。

• 偿还延期租金的期限不会在2021年3月1日之前。

• 未能偿还租金的住客可能会被告上小额索赔法院，来追讨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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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您的权利
每周免费
讲习班

星期一 1 PM
FACEBOOK

LIVE直播 住房权利 Q&A

来自真人的真实问题，每周在
Facebook上作现场问答。
（所有问题都是匿名的）

星期二 2 PM
ZOOM

住房权利讲习班（英语）

了解住房方面有哪些保护您免
受歧视的措施。

星期二 2 PM
ZOOM

住房权利讲习班（西班牙语）
了解住房方面有哪些保护您免
受歧视的措施。

星期五 2 PM
ZOOM

为住客与房东提供
COVID-19相关最新信息

在COVID-19紧急情况期间，我
们会在每周五为住客和房东提
供最新的法律信息。
您可以在
这里了解到，如果您无法支付
房租，收到驱逐通知，或者您欠
下前几个月的房租而你需要时
间偿还时，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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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住房、残障人士权利、以及更多：
补看住房权利中心的网上研讨会。

错过了直播的研讨会？您仍然可以了解到您的住房权利!
请访问 www.housingrightscenter.org 来查看我们过去的讲
说。以下是几个您可能会想要查看的特别话题。

1: 九月：亲子家庭的住房权利

您是否曾被告知不能带着孩子租房？
或是必须要支付更高的租金？加州和
联邦的公平住房法（Fair Housing)都
禁止基于家庭状况的不公平对待或
差别待遇。我们九月份的特别网上研
讨会就涵盖了这些为家庭和准父母
所做出的保护措施。

2: 八月：
残障人士权利 & 合理调适改造
如果您家中有某些东西危及您的健
康或安全， 那么您可能可以要求基
于残障的调适或改造。 我们八月份
的特别网上研讨会就专门请到了
加州残障权利会（Disability Rights
California）
，来为残障住客分享资源
与宣传支持。

3: 每周：COVID-19 住客保护措施的最新信息

付不起租金？收到驱逐通知？不明白
新闻中经常听到的各种“驱逐暂停”
（eviction moratoriums）都有什么
不同？每周，住房权利中心都会分享
有关COVID-19 住房问题的最新信
息，并帮助您解读它们的意思。

在寻找经济适用房？请查看：

www.housingrightscenter.org/rental-l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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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C为绝症患者和她
年迈的母亲伸出援手

SCOTT CHANG, DIRECTOR OF LITIGATION / 诉讼总监

R

osemary”是 一 位 8 3 岁
的老人，她是她38岁
的女儿 “Margaret”的
主要照护人，她的女儿身患
绝症。Rosemary第一次来到
住房权利中心寻求帮助，是
在收到房东的驱逐通知后。
她的家庭一直在按时交纳租
金，并且是家好住客。但他
们还是收到了一份无过错通
知，要求她们在60天内终止
租约。
无过错解约是指业主在驱
逐租户时，并不是因为租户
做错了什么事情——而是因为
例如像大型施工项目，或是
业主的家庭成员要搬进来这
样的缘由。
当时，Margaret是在她家
附近接受临终护理。她的生
命已接近尾声，需要她母亲
和一组护士24小时的照顾。Margaret和Rosemary都不能
工作，他们是靠政府援助的
一笔固定收入生活。在这种
情况下，想要在这么短的时
间内找到一个新住处，是极
为困难的，她们尤其是很难
找到一个在Margaret的临终
护理设施和医疗团队附近的
地方。
住房权利中心一名训练有
素的个案分析员，Srinitha

Dasari，代表该家庭提出了一
份 合理调适要求（reasonable
accomodation request），要求
业主撤销驱逐通知。根据联
邦和加州的公平住房法，房
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批
准这些请求。但Rosemary的
房东拒绝了，说他们想让这
家人搬出去，这样他们才能
对这所公寓进行表面上的升
级改造。然后，房东将通知
升级并对这家人提出了非法
占有诉讼——将她们告上了法
庭，要求要进行驱逐。
万分所幸的是，住房权利
中心的职员律师Azadeh Hosseinian能够代表该家庭就非
法占有诉讼出庭。作为她辩
护的一部分，Hosseinian指
出，该房东拒绝准许合理调
适请求的行为，是对残障人
士的一种非法歧视。
最终，HRC的诉讼部与
房东进行了谈判，成功地解
决了问题。业主同意给Rosemary和Margaret再多约五个
月的时间搬出，并且给这五
个 月 免 租 —— 在 关 键 时 刻 为
这家人节省下来约$15,000
。Rosemary和Margaret不用
再担心被驱逐，而是能够在
家里安全地度过更多宝贵的
相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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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们
训练有素的
住房顾问们
来为您解惑答疑
——现在就可以
进行预约。

有关于租金上涨、保证金、驱
逐、维修、骚扰、或其它任何
与住房相关的问题？
住房权利中心
训练有素的住房顾问团队
在这里随时为您提供
有关房东房客法和
公平住房权利的信息。
请将电子邮件发至

outreach@
housingrightscenter.org

来预约保密的一对一电话服
务或Zoom网上会谈服务。
开放时间为：

11 AM - 2 PM
星期三
西班牙语服务
星期四
西班牙语服务
星期五
中文服务

您在寻求帮助吗？

住房权利热线

免费电话: 1-800-477-5977
TTY: 1-213-201-0867

电子邮件: info@housingrightscenter.org
预约: outreach@housingrightscen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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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RC帮助接到驱逐通知的住客
安全地在家中从COVID-19康复

LEONA ROLLINS, DIRECTOR OF INVESTIGATIONS / 调查总监

11月2020年

COVID-19疫情期
她寻找新住处的速度慢了 约的日期，以便她能有足够
间 ， 许 多 人 都 无 下来；她没法找到一个能容 时间康复，然后在健康的状
法 工 作 —— 特 别 是 纳她的病症和她的残疾的地 况下搬出家。
那 些 不 幸 染 病 的 人 —— 并 担 方。如果Ava按计划在月底前
Thomas还向律师解释
心因此而失去住房。住房权 搬出她的家，她和家人便会 说，如果住客所提出的合理
利中心最近便在洛杉矶援助 在她患有COVID-19期间无处 调 适 要 求 不 过 分 繁 琐 ， 那
到了这样一位被诊断出患有 可去。因此，Ava转向HRC 么 房 东 就 必 须 批 准 这 份 要
COVID-19的人士，并成功地 寻求帮助。
求，Thomas还为他们提供了
帮助她在康复期间安全地住
在收到Ava的投诉后，人 《公平住房法案》(FHA)的
在家里。
资料，以及住
申 诉 人
房与城市发展
“Ava” 是一
部(HUD)和司
名有精神残疾
法部(DOJ)对合
您知道吗？
的非裔美国妇
理调适所做出
女，她与丈夫
的联合声明。
残障住客有权在家中获得合理的调适和改
和家人一起住
在24小时
造。
在南洛杉矶未
内，Thomas
合并区域。该
便收到了房东
家庭领取了住
律师的电子邮
常见的要求包括：安装轮椅坡道、准许服务
房选择券(Sec件，称房东将
动物，
以及在COVID-19疫情期间延迟房东
tion 8)，而他
遵守公平住房
入房检查。
们的家庭收入
法，并批准投
依赖于这种政
诉人的合理调
府援助。
适请求。这便
在 她 联
是为一份书面
请联系住房权利中心，
系 H R C 之
确认，表明投
前，Ava已
诉人的合理调
来帮助您提出合理调适或合理改造的要求。
经 与 房 东 签
适请求被批准
订 了 一 份 约
了——事情成功
定 协 议 ， 约
了！
定在月底搬出自己的家。但 权中心训练有素的一位个案
Thomas和HRC很高兴能
Thom- 与Ava分享这个消息。现在，
在这一天到来之前，Ava的 分析员，Bradley
as，通过他们的律师与她的 她便可以专注于她的身心健
COVID-19检测呈阳性。
她去了医院，然后在那里 房东取得了联系，并代表她 康，因为她知道她的住房是
短暂停留后，她被宣布可以 提出了一份 合理调适要求 。 稳定和安全的。
出院并被建议她自我隔离至 合理调适是要求对住房规则
注：向HRC提出的所有投诉都是保
少两周。在建议的自我隔离 或政策稍加变通，以让残障
密的。为了保护匿名起见，HRC更改
期间，以及公共卫生官员所 住客与非残障住客能有着同
了本条新闻中各位投诉人的姓名，
下达的 “居家更安全 “的命 样的住房便利。在Ava的情况
以及他们故事中的一些细节。
下，Thomas要求延迟终止租
令期间，Ava无法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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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启动 STAY HOUSED L.A. COUNTY 计划:

驱逐辩护离您只有一键之遥

住房权利中心很骄傲能与领先的法律服务机构和住客权利组织一起启动
Stay Housed L.A. County 计划，
这是一项为在全球性疫情期间面临驱逐的租户提供简易在线资源的项目。
能让收到非法占有令或其它类型通知的住客立即获得法律援助，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现在有了这项计划，住客可以访问 www.stayhousedLA.org，
来与免费或低成本的法律服务和社区团体进行匹配。

Stay Housed L.A.联盟还在继续努力，以争取实现将接受法律顾问的权利纳入到
法令中，这将保证所有洛杉矶住客在面临驱逐的情况下，都能获得法律代表。
请在收到驱逐通知后，立即访问 www.stayhousedL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