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民租户权利

租户保护指南，防止被骚扰和受到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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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热线： (800) 566-7636

亲爱的朋友们，

每个租房子或公寓的纽约
租客都有合法权利允许
他们能够和平地生活在家
里。 州法律禁止房东及其
雇员骚扰或威胁租客的租
户。这些保护措施适用于
所有的租户，无论其移民
身份如何。 所有租户都享
有受各种联邦、州和地方
住房法保护的权利。

作为纽约的司法部长 保护
每一个纽约人的权利就是
我的工作。 基于移民身份
对租户的骚扰不仅令人震
惊，而且这样做还是非法
的。 我们的办公室致力于
执行纽约州针对骚扰和歧
视的重要租户保护措施。

保护租户的第一步是确保所有的租户了解他们的权利，并能
够接触高素质的法律倡导者。 本指南讨论了纽约移民租户
的权利，并回答了一些重要问题。 它还为租户提供一条热
线— (800) 566-7636 —由纽约州新美国人办公室运营，
如果您的住房因您的移民身份而受到威胁，您可以拨打该热
线。

此致，

纽约总检察长

詹乐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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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总检察长移民租户权利
指南

纽约州的移民租户受到联邦和州住房和反歧视法律的保
护。 此外，一些地区还提供额外的租户保护，这可能取决
于住房的类型。 然而，无论租赁类型如何，所有租户--
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都有权在自己的家中生活，不受房
东的骚扰和威胁。

建议有具体问题的租户咨
询律师。 以下热线号码
可以提供法律咨询。租户
也可以向总检察长办公室
投诉。 

总检查长的租户投诉表
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访
问和填写 ag.ny.gov/
tenantform.

租户在提出投诉时报告他
们的移民身份。  

“
无论租赁类型如何，
所有 租户--无论其
移民身份如何--都

有权在他们的家中生
活，而不受房东的骚

扰和威胁。



移民热线： (800) 566-7636

我的房东可以因为我的移民身份而将我逐出公寓
吗？

不可以 如果您有租约，他们就不能以您的移民身份为由
驱逐您。 有租约的租户在租赁期内不会被驱逐，只要租户没有违反
租赁任何实质性的

事或任何当地的住房法或守则。

如果您没有租约，并且每月支付租金，您也有权反对适用于所有租
户（包括非公民租户）的非法驱逐。 没有租赁的租户，如果在家里
住了30天或以上，他们必须获得房东的正式通知，并他们是有机会
在他们被驱逐之前向法院提出申诉。

参见纽约州RPL § 232-a-b。

所有租户，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只有在房东向其发出终止通知
后，才能被驱逐，

并且从法官处获得授权驱逐房客的法院命令；而即使在那时，也只
有警长、法警或警员--而不是房东--能够执行驱逐房客的法院命
令。 此外，所有租户，不论其移民身份如何，都有权在法庭上为自
己辩护。

房东也不得自行执法，驱逐非公民房客。 房东如有以下行为，则属
违法行为：

•	 以暴力威胁房客，诱使他们离开；
•	 将房客锁在公寓外；
•	 搬走房客的财物；或
•	 切断基本服务，如电、暖气和水。

如果您的房东是通过拒绝提供服务而将您锁在外面或迫使您离开， 
然后，法官可以授予您返回家园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法官也可
以指示房东向您支付赔偿金。 在纽约市，非法驱逐房客的房东也可
能受到刑事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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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房东获得了驱逐您的法院命令，您仍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
内搬走您的家具和其他物品，并且房东绝不允许保留您的财物。

此外，根据您居住的地点，您的公寓可能受房租法规的约束，这些
法规可以为租户提供额外的保护，以免房东骚扰，并防止房东强迫
您离开您的家。

受房租管制的租户还有额外的保护措施。 我如何知
道自己是否是受房租管制的租户？

在纽约市，如果公寓或房间是在1974年以前建造的，并且包含六个
或更多的住房单元，则通常就会是受租金管制的。

其他从政府收到税收优惠的建筑物也受房租管制法的约束。 纽约市
以外的有限地区也有受租金管制的建筑物，包括拿骚、洛克兰和威
彻斯特郡。

如需了解您的公寓是否受租金管制或是否应该受租金管制，请
联系纽约州住房和社区重建局（ HCR ） ： (718) 739-6400或
rentinfo@nyshcr.org。 或致电纽约州新

美国人热线(800) 566-7636 ，并要求与法律服务提供商联系，以
帮助您了解您的公寓是否受租金监管。

基于移民身份对租户的骚扰不仅仅是 骇人听
闻，而它是非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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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受房租管制的移民租户，我有哪些权
利？

受房租管制的租户，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都享有特别强有力的保
护。 租户居住在租金 定的公寓中，少数例外，

是有权在租金增加有限的情况下续租他们的住宿。 这意味着，如果
您居住在租金 定的公寓内，则在当前租约到期时，房东是不能够
拒绝给予您新的租约。 您的房东也只能在租金指南委员会（ Rent 
Guidelines Board ）确定的有限金额内提高租金，该理事会是负责
管理租金 定的公寓租赁。其他受租金管制住房的租户，如受租金管
制的公寓和租金 定的酒店房间，租户也有权留在家中，除非法院是
有法律依据允许他们终止租客的房子。

此外，房租管理法禁止房东骚扰房客，迫使他们离开公寓或放弃
权利，骚扰受房租管理的房客的房东可能会受到民事和/或刑事处
罚。

受租金监管的建筑物的房东还必须向HCR登记其建筑物和公寓，包
括他们向您收取的租金。 您有权查看提交的有关您的公寓记录，以
确保您的房东没有谎报他们向您收取的费用，或您的公寓是否受到
租金管制。

无论租户移民身份如何，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受到骚扰或被多收费
了，

或者要是他们发现服务减少了，如供暖、供水或建筑物通道，或
如果房东要求他们提供移民身份信息作为续租的条件，他们是可
以向HCR投诉的。 为了保护租户免受歧视，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设
立了公平和平等住房办公室。 有关移民身份、住房歧视和租户骚
扰的常见问题指南 nyshcr.org/AboutUs/Offices/FairHousing/
Immigrant-Protection-Fact-She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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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公寓没有房租管制，而房东威胁我并要求
我退出房子，是否有其他法律可以保护我？

是 所有租户都有权居住在自己的家中，不受房东的骚扰和威
胁。

纽约州法律规定，房东从事任何旨在迫使移民租户离开其住所或
迫使移民租户放弃法律规定的权利的行为均属非法。 这意味着法
律禁止您的房东或代表他们行事的任何人干涉您的隐私、舒适性
和

安静地享受您的家。 例如，房东不得威胁身体暴力，不得对您
或您的家人进行口头辱骂，不得拒绝您提供暖气或热水等基本服
务，也不得一再基于无意义的索赔要求将您带上法庭。

在纽约市，禁止租户骚扰的法律尤为严厉。 例如，《纽约市租户
保护法》（ New York City Tenant Protection Act ）规定，大
多数房东一再要求您接受意外收购要约，以迫使您离家出走是非
法的。

与关于房东-租户关系的其他法律一样，纽约的租户骚扰保护适
用于所有租户，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

如果您的房东骚扰您，您应该联系律师，了解您是否应该向法院
或政府机构投诉您的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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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房东说，我必须退出房子，因为我是一个
移民；这是合法的吗？

不可以 但您的权利因您居住的地点和居住的住房类型
而异。

在纽约市，如果您居住在受房租管制的公寓内，则无论您的移民身
份如何，法律都适用于住房。 居住在租金 定的公寓的所有租户都
有权得到保护，包括租金增加有限的保证续租。 此外，房东
不允许终止受房租管制的租约，仅仅是因为他们害怕被执法部门调
查他们的租户访客的移民身份。

还有各种民权法律保护移民租户免遭住房歧视。

如果您是纽约市居民，纽约市人权法会保护您。 本民权法禁止基于
实际或感知移民身份的歧视，即您的房东不得拒绝您租赁或拒绝向
您出租，或只因为你是移民就要求你出示特别证件。 纽约市的移
民租户也不能仅仅因为实际或感知的移民身份而被驱逐、威胁或骚
扰。 参见 N.Y.C. 管理员 代码§ 8-107 (5)。 这意味着，如果您居
住在纽约市，您的房东基于您（或家庭成员）的移民身份，以任何
方式歧视您都是非法的。 纽约市的房东通常也不得要求房客透露其
移民身份，除非在极为有限的情况下。

如果您居住在纽约市以外的地方，还有其他
可能适用于您情况的反歧视法律，例如联邦《公平住房法》和纽约
州《人权法》。

《联邦公平住房法》涵盖大多数出租房屋，禁止基于种族、肤色、
民族血统、宗教、性别、家庭状况和残疾的歧视。 见《美国法典》
第42条。 § 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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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纽约州人权法》禁止房东、物业管理者及其代理人因种
族、信仰、肤色、民族血统、残疾、年龄、婚姻状况或家庭状况
而拒绝向任何人士或群体租赁、续租或以其他方式歧视他们。 
见《纽约州行政法》第296 (5)条。

例如，在全州范围内，房东仅向具有特定国籍（您来自的国家）
或种族的移民索取证件，或房东拒绝向移民出租或试图仅以其原
籍国为由驱逐移民，都是非法的。

是否还有其他的权利我应该知道？

是 您应该知道，您的房东不得因您主张自己的权利而对您进行
报复。

纽约市和纽约州的人权法律禁止房东对声称受到歧视的房客进行报
复。 见《纽约州行政法》第296 (7)条；《纽约州 管理员 Code §

8-107(5). 即使您向法院或政府机构提出申诉，例如，因为您的房
东关闭了您的热水或拒绝给予您另一项基本服务，法律中的一个单
独章节禁止房东报复您维护您作为租户的权利。 参见纽约州RPL § 
223-b。

这些法律共同规定，房东仅仅因为您向总检察长办公室提出了租户
投诉或向法院提出了法律投诉而威胁您或采取其他负面行动是非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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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房东因为我的移民身份而骚扰我或威胁
驱逐我，我该怎么办？

如果您因移民身份而感到受到房东的威胁，请咨询律师或致电纽约
州新美国人办公室全州热线，他们可以帮助您联系律师或法律服务
机构。 热线电话： (800) 566-7636。

您也可以通过form.ag.ny.gov/CIS/tenant-harassment.jsp在线向
总检察长办公室提交投诉。

如果您在住房方面受到歧视，您可以向纽约州人权部提出投诉，联
系电话是（888）392-3644 。如果您住在纽约市，您也可以致电
311向纽约市人权委员会提出投诉。

请务必记住，作为纽约的租户，您拥有保护您的权利和法律，无论
您的公民身份如何。 规范房东-房客关系的法律保护您免受骚扰和
非法驱逐。 根据联邦和纽约法律，禁止房东基于种族或民族血统，
在其他各种受保护的阶层中进行歧视。 根据纽约市法律，房东基于
实际或感知的移民身份进行歧视是非法的。

1您也可以阅读纽约州人权司的《公平住房指南》：英文： dhr.ny.gov/sites/default/files/
pdf/nysdhr-fair-housing-guide.pdf
西班牙文： dhr.ny.gov/sites/default/files/pdf/DHR_FairHousing_Spanish4.11.pdf

2您还可以查看纽约市人权委员会的信息资料，包括公平住房指南： nyc.gov/site/
fairhousing/about/informationational-materials.page。
informational-materials.page.



我的邻居和我还有什么可以做到的吗？

资源
有关租户和房东权利和责任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总检察长更全面的
《租户权利指南》，该指南可以通过以下网址访问：

如果您是因为您的移民身份而受到了威胁，请致电此纽约州热线，他
们将为您联系最适合您的组织。

是的，你可以建立组织！
移民租户，如所有租户，都有组织权。 出于保护其权利的目的，租
户，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均可组建、加入和参加租户组织。 房东
必须允许租户组织免费在建筑物内的任何社区或社交室举行会议，
即使该房间的使用通常需要支付费用。 这些会议应在合理的时间以
和平的方式举行。 参见纽约州RPL § 230。

英文： ag.ny.gov/sites/TenantsRights

西班牙语： ag.ny.gov/SpanishTenantsRights

移民热线：

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 詹乐霞 |  ag.ny.gov

(800) 566-7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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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热线

纽约州新美国人办公室

如果您是因为您的移民身份而受到了威胁，请致电此纽约州热线，他
们将为您联系最适合您的组织。

(800) 566-7636

司法部长办公室

ag.ny.gov

詹姆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