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户们！—起组织！

保留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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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保卫我们的家园”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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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慰代尔 (Pinedale) 的租户来到派憩代尔 (Pinedale) 首席执行官乔治 · 格罗斯曼 (George Grossman) 的宅邸

East York东约克：
Princess Management

Annex:
多重房东一附楼中的很多人住在多单元房屋 ，

- Teesdale Place

无论是大厦，社区还是城市，都遵循相

合伙租房 (rooming

两座市场价格租用的大楼。居民已经经历了多

他们无力支付房租时发现自己很容易被房东所

同的规则：我们团结—起肯定比单独强大。

们的健康和安全，免遭驱逐的威胁。但这需

年的虐待，骚扰和租金上涨。主要是孟加拉人 ，

孤立。作为建设的第—步，组织者努力在各个

在

GTA （大多伦多地区）中，成干上万的

要我们团结在—起。如果使用得当的话，我

阿富汗人和东非移民家庭试图通过法院和公众

业主之间进行组织，以组成—个 Annex 租户群。

工人阶级租户正在组织起来，去改善人们的

们将拥有在大厦和附近地区成千上万的工人

压力来抵制这些清况，但没有成功。

“自 4 月

“对我们而言，支持就像共享建议，资源，法律

生活。组织活动已经阻止了房东发出驱逐通

阶级的力量和智慧。

Rent保

信息，以及成立—支租客小队，对抗出现在我

并吸引了数十个家庭。拜访总

们家门口的房东 5 月 1 日 ， 我们向每个房东发

以来，在蒂斯代尔开展了 “Keep Your
留租金”运动 ，

house) 或小公寓中，当

何—个，我们将会制止它。我们可以保护我

在 Vic Park 地铁站后面，公主管理公司拥有的

知，并阻止了房东的威胁和骚扰。我们已经
有了—个好的开始，但我们的斗争尚未结

组织意昧着建立关系并相互作出承诺。这是

且我们将团结—致以应对任何房东的骚扰。房

束。房东现在可能无法驱逐我们，但在驱逐

我们在困难时期所可以依靠的。加入你的邻

动力了。租户在 6 月份变得更大胆了，决心在

东租客委员会开放后，我们仍将持续通通过海

暂停令终止时他们将会这么做。任何租户都

居。您将会得到我们的支持，而且我们也可

东约克最贫困的地区之—继续奋斗和捍卫自己

报和电话方式反抗。在 6 月份，我们会制定策

不应因为新冠肺炎 COVID-19 而失去家园。

能会需要您的支持。您所在地区可能有社区

的利益 ， 而该地区仍然看到房租飞涨 。 "

略，

现在不行，永远都不行。如果驱逐暂停令结

组织可以加入。或者，您可能不得不开始自

束，我们将准备好采取行动。如果房东租客

己组织。无论哪种方式，我们都可以提供帮

委员会重新开放，那就是到了我们必须相互

助。我们—起努力！

部 ， 召集新闻媒体到大街小巷 ，

以及抵抗警司

送了—封集体函 ， 表明我们无力支付房租 ， 并

企图压宣传和传单发放，已经开始改变地面的

以加大压力 ， 使房东回到谈判桌上来 。 ＂

捍卫的时候。如果他们试图驱逐我们中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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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们！—起组织！

保留租金

多伦多租户：我们团结在一起
自三月以来，租户—直面佃艰难的选择。在
被命令留在家中时，安省各地的人们都失去了

已经给予房东两个多月时间，希望他们能通情
达理。但，我们不再寄望等待！

工资。许多人完全失去了工作。尽管 CERB 本

来应该解决这场经济危机，但多伦多的租户知

梳理来自整个城市的故事

由于账单堆积如山，许

租户不是整个城市的数十万霖散、无组织

多人仍无法工作，租户成了房东们的目标。有

的人。我们是邻居。我们在—起生活，我们面

人说我们无人依靠而且不负责任。有人说我们

临着类似的斗争。我们需要—起组织起来，共

可以交租或离开。有人说我们拥有的很少钱不

同应对这些斗争。整个城市的人们都在这样做。

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我们的房东。自从冠状病

租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组织起来。很多人

毒病 COVID-19 开始以来，安大略省估计有 110

在困难的清况下第—次组织起来，而且面佃很

万工人失业。该省的失业率升至 30 年来的最高

多风险。我们应该相互学习，认识到我们不仅

水平。我们中许多仍在工作的人处千前线：在

在我们住的大厦和社区中得到支持，也在整个

杂货店和药店。他们负责清洁、送货、提供个

城市中也得到了支持。以下公开声明是从整个

人照护以及在拥挤的仓库或呼叫中心工作。从

城市的少数组织者那里收集得来的。现在整个

出标准的加租，房客就开始组织起来反对他们。

因为清理社区这事，经理人通过警察威胁租户。

事轮班工作的单身父母面佃着选择辞职去申请

大多伦多地区中，有数百个这样的故事．

开始 “Keep Your Rent 保留租金”运动后，房

之后，来自多伦多各地其他 Neuberger 高层建

东发出通知说，他们将进入单位收取房租。租

筑的更多租户加入了 “Keep Your Rent保留租

户组织了电话和电子邮件运动，并消除了这些

金”运动。

道自己将会入不敷出。

CERB教育孩子，或者选择使自己和家人处千危

险之中，孩子学习落后的同时，继续工作。

Parkdale 帕克代尔：
Metcap 租户于 2017 年开始组织，以应对

每年，在多伦多租房变得更加困难。

2020

来自土嘉堡密西沙加和帕克代尔的星光租户和的派银代尔 (Pinedale)

租户来到星光首席执行官Daniel Drimmer的豪宅。

并组织起来清理房东埃迪·诺伊伯格

Starlight 星光：

—旦星光购买了他们的建筑物并申请了超

(Edie

Neuberger) 肮脏房屋周围的停车场和绿地。

威胁。在—个月的 Starlight 拒绝回应租户的
要求之后， 50

年 4 月，在冠状病毒病 COVID-19 大流行中，

金罢工。尽管收到了驱逐威胁，但是房客们仍

Starlight 首席执行官 Daniel Drimmer 在森林

多伦多—间卧室公寓的签订的租赁平均租金为

然站在—起，拒绝退缩。在到访了房东的办公

山的豪宅门上。”在 295 Dufferin, 我们做了电

以来，租户—直在罢工。租户已经在WhatsApp

2213 加元。少数公司业主的利润不断增长，直

室和房屋，整个城市举行的集会以及关停了房

邮名单， 150 名租客团结在—起，针对提议的

聊天中进行了组织，现在已经超过 500 人。行

接导致多伦多 75 万租户的财务困难增加。

东和租客委员会的听证会之后，他们迫使房东

租金条涨、不交租做表达，并针对大楼管理对

动由委员会领导，委员会各层都有队长和罢工

来到谈判桌前。在我们的话语权下，而不是房

租客威吓（例如以检修作为藉口，进入大楼单

者。

东和租客委员会中，我们成功地击败了租金上

元骚扰未交租的房客）探取行动。

的物业经理拿着借记机到门挨户催房租的清况。

在租户面佃前所未有的财务压力的同时，我

们的房东们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样。

位租户—起将他们的要求贴在

Pinedale 派恩代尔：

租金超标的情况。他们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租

在新月镇 (Crescent Town)

，自 4 月 1 日

4 月罢工工人面佃骚扰电话 N4s 和无耻

公开曝光了这种骚扰并扣留了数十万美元的租

涨。
Scarborough 士嘉堡：

金，迫使派恩代尔 (Pinedale) 在 5 月改变了
现状。但是，由千我们的基本要求是谈判租金

的 Metcap 建筑物中进行组织。没有面对面的会

Edie Neuberger 一位千 419 和 421
Markham Rd 的建筑物。在 4 月和 5 月的大部

机器挨家挨户地去催房租。即使您相信自己可

议，我们不得不寻找创造性的方式来彼此分享

分时间里，数十名有组织的租户预扣租金。房

个月的租金，并对多年来—直不尊重并从中获

以付得起房租，我们许多邻居也没有钱。

6 月

我们的故事，例如通过建立新闻通讯和在线聊

客发了—封信，要求房东停止提出驱逐威胁，

利的公司业主施加各种形式的压力。

1 日，多伦多各地的租户集体扣留租金，要求将

天。在整个危机中，租户彼此依靠。我们不会

停止试图收取租金或强迫人们采用还款计划。

临时的驱逐暂停令改为永久驱逐禁止令。房客

让任何邻居掉队。＂

”在我们的第—步中，我们宣布成立租户工会，

他们希望租金能全额支付。当他们没有得到租

”在冠状病毒病 COVID-19 期间开始组织并

金时，他们会升级行动，发出驱逐通知，以及

不容易，但我们现在正在整个社区的 10 个不同

通过电话和短信骚扰房客。他们甚至拿着 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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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和终止加租，因此 CT 居民准备再扣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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