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际关系委员会常见问题解答 

1. 什么是匹兹堡人际关系委员会? 

匹兹堡人际关系委员会（PghCHR）是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提供有关公民权
利和人权问题的宣传和教育，并在匹兹堡市内执行公民权利保护措施。 

 2.  "人力资源 "和 "人际关系 "之间有什么区别？ 

"人力资源 "是人事的另一个术语，即为雇主工作的人。 

许多组织将其员工视为完成组织目标和目的所需的 "资源"。 

因此，他们将其组织框架从 "人事 "改为 "人力资源"。 

"人际关系 

"是一个类似于人权的术语，指的是与人和群体的关系或他们之间的关系，特
别是在职业环境中。 

参照国家或地方政府，人际关系部门负责促进公平待遇和平等机会，以及执
行禁止在就业、住房和公共设施方面歧视的法律。 

匹兹堡人际关系委员会不是一个人力资源部门，而是处理歧视案件。  

3. 什么是歧视? 

根据定义，歧视是指因某些特征而不公平或不平等地对待一个人或一群人。
非法的歧视往往涉及到排斥或限制一个群体的成员获得和其他人同等的机会
。在匹兹堡，法律保护你在就业、住房、公共设施和市政服务方面不受基于
以下特征（也称为 "被保护群体"）的歧视。 

• 年龄 (就业) 

• 祖籍 

• 公民或移民身份状态 (住房及公共设施) 

• 肤色 

• 家庭状态 (住房) 

• 性别认同或表达 

• 发型和具有保护性以及传统文化性的发质和发饰 

• 残障或残疾 

• 使用服务性或支持性动物 

• 民族血统 

• 出生地 

• 首选语言 (住房和公共设施) 

• 怀孕/伴侣怀孕 



• 种族 

• 宗教信仰 

• 性别 

• 性取向 

• 家庭暴力受害人身份 (住房) 

 4. 我如何确定我是否被歧视了? 

非法的歧视很少是明显的，而且有多种形式。如果你想知道你是否经历过歧
视，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和你讨论你的情况。请给我们打电话，412-360-

9553或412-255-2600，或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human.relations@pittsburghpa.gov! 

 5. 如果我认为我可能受到了歧视，我应该怎么做? 

如果你认为因为自己属于被保护群体，而有可能在匹兹堡市的住房、就业、
公共设施或市政服务方面受到了歧视，请 联系 PghCHR. 

即使你不确定你是否受到歧视，仍请与我们联系。 

PghCHR可以回答你的问题，给你提供关于资源、歧视和你的权利的信息；
也可以受理非法歧视的投诉。 

此外，请确保你收集并保存任何笔记、信件、文件、短信、电话记录、可能
的证人姓名和联系信息，以及你知道的任何其他证据，用以确定是否发生了
歧视行为，PghCHR的调查人员将要求并审查这些信息。 

6. 谁能向PghCHR提交投诉? 

任何个人、团体或组织，如果声称在匹兹堡市的住房、就业、公共设施或市
政服务方面受到非法歧视的伤害，都可以提出投诉。 

7.  如果我不住在匹兹堡市区，我能去哪里提交投诉? 

住房歧视投诉可以向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HUD)提出。你可以点击 

这里在他们的网站上找到更多的信息，或者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1-800-669-

9777或1-800-877-8339。 

就业歧视投诉可向 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 (EEOC)提出。你可以点击 这里 

在他们的网站上找到更多信息，或者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1-800-669-

4000，1-800-669-6820（仅限聋人/听力障碍者的TTY），或1-844-234-

5122（仅限聋人/听力障碍者的ASL视频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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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指控的歧视发生在阿勒格尼县，你可以联系阿勒格尼县人际关系委员会
。 你可以点击 这里 

在他们的网站上找到更多信息，或者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412）350-6945。 

如果指控的歧视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任何地方, 你可以联系 

宾夕法尼亚州人际关系委员会 。你可以点击这里 

在他们的网站上找到更多信息，或者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 (717) 787-4410 或 

(717) 787-7279 (仅限聋人/听力障碍者). 

 8. 向PghCHR提交投诉需要支付多少费用 ? 

向PghCHR提交投诉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9. 向 PghCHR提交投诉的时效是多长时间? 

从你的权利受到伤害或侵犯之日起，你有一年的时间向PghCHR提出投诉。 

10. 我是否需要一个律师来提效或回应投诉? 

不需要。你不需要律师来向宾州人际关系委员会提出或回应投诉。 

是否请律师来代表你完全取决于你的决定。如果你有律师，为了保护你的机
密，我们需要你或他们提交书面材料，证明他们可以代表你，例如出庭等。 

你也可以由不是律师的人为你代理。 

对于这种类型的代表，PghCHR有一份表格需要填写和提交。你可以 

点击这里为投诉人下载表格 或 点击这里为答辩人下载表格。 

根据《公平住房法》（FHA），如果认为你提出的投诉是有合理根据的，委
员会为住房歧视案件的投诉人提供代理。 

11. 当我联系PghCHR提交投诉时会发生什么? 

接待调度员将尝试与你合作，安排一次接待预约。在约见过程中，接待调度
员将向你提问，并可能查看相关证据，以确定是否可以向PghCHR提交投诉
。在完成受理后，投诉将被归档、登记并送达给被投诉人。 

“投诉人”是指提交投诉的人。“被投诉人”是指该投诉所针对的人。 

12. 我提交了投诉后会发生什么? 

PghCHR的工作人员将通过挂号信将投诉的副本寄给被投诉人。如果是住房
案件，被投诉人在收到投诉之日起10天内向PghCRH提交答复和立场声明（
合称 

"答复"）。在就业、公共设施和市政服务案件中，被投诉人有30天时间提交
答复。被投诉人还应将答复的副本发送给投诉人。有时，如答复包含机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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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将不会与投诉人分享。PghCHR收到答复后，将把案件分配给调查员，
并向投诉人发出信件告知相关分配信息。 

然后，调查员将审查投诉、答复和任何其他提交的文件或证据。然后，调查
员将开始与当事人和证人联系，安排面谈并要求提供信息。为了进行调查，
确保调查员掌握最新的、准确的证人和当事人的姓名和联系信息是非常重要
的。 

调查员也会询问双方是否有兴趣对案件进行调停/和解，这意味着双方尝试与
PghCHR的人合作，达成自愿协议以解决案件。如果双方都对调停/和解感兴
趣，调查就会暂停。PghCHR的人联系双方并安排调解。如果达成了协议并
得到了PghCHR的批准，那么该案件将根据协议的条款结案。关于调解过程
的更多细节，请查看我们的调解程序。 

如果没有达成调解或和解协议，那么调查就将会继续。调查员或当事人可以
要求召开事实调查会议。该会议是一个审查已经收集的证据和分享任何尚未
分享的证据的机会。除了审查证据外，会议还提供了澄清案件中提出的任何
问题的机会。在此期间，双方仍然可以选择调停/和解。 

13. 调查结束后将会发生什么? 

一旦调查员完成了调查，他们会将调查结果和建议提交给PghCHR的合规审
查部门（CRS）进行表决。这些建议通常会是以下三种结果之一：1）批准和
解协议；2) 

认定有合理根据*证明歧视行为成立的结论；或3）认定没有合理根据*证明
歧视行为成立的结论。CRS可以接受建议，得出不同的结论，或将案件退回
进行更多的调查。 

*"合理根据 

"是一个法律标准，意味着根据法律、情况和现有的证据，有合理的依据来断
定某人可能已经违法。对合理根据的认定并不要求绝对肯定某人确实违法。 

**"缺乏合理根据 

"基本上意味着，根据法律、情况和现有的证据，没有合理的依据来断定某人
可能已经违法。缺乏合理根据并不一定意味着什么都没有发生。伤害有多种
形式，也有多种感受，而法律并不总是能够提供保护和纾缓。 

14. 在CRS作出决定后会发生什么? 

PghCHR会将结果通知双方。 

对于以有合理根据或缺乏合理根据而终结的案件，在通知后的10个日历日内
，任何一方都可以根据尚未提交的、可能影响裁决的、新的、相关的和重要



的证据，要求重新审议。执行主管对所有复议请求进行审查和决定。批准复
议并不一定意味着裁决会改变。 

如果1）有缺乏合理根据的结论，2）复议期已经结束，3）复议结论仍然是
缺乏合理根据，那么该案件就自动结案。 

如果一个案件同时也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双重提交，并且缺乏合理根据，
那么投诉人可以通过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在费城的区域办事处要求进行实质
性的审查，方法是发送电子邮件至  PHLSTATEANDLOCAL@EEOC.gov 

如果复议期已经结束后发现了合理根据，那么，PghCHR将安排一次强制性
的调解/调停会议。 

双方都必须参加会议，看看他们是否能达成协议，但不能强迫任何人签署协
议。如果达成了协议，那么它就会被提交给CRS进行表决。如果CRS核准了
该协议，那么该案件将根据协议的条款结案。如果没有达成协议，那么该案
件可能会在PghCHR的委员公开听证会上进行公开听证，或者，在某些情况
下，双方可能会选择上法庭解决争端。 

15. 什么是公开听证会? 

公开听证会是一个投诉的所有各方都参加正式的裁决过程。听证会向公众开
放，其运作方式与法院听证会很相似。公共听证科的一名或多名专员主持听
证会。如果各方有律师，那么他们可以由律师代表。当事人也可以由非律师
代表。在听证会上，各方可以（在宣誓后）作证，出示证据，并提出法律论
据。 在作出决定时，主持会议的委员们将考虑所有这些因素。 

如果主持会议的委员们发现被投诉人有任何非法的歧视性行为，那么委员会
就会发布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可执行的命令。委员会拥有广泛的权力可以提供
有助于解决这种情况的方法。该命令可能包括要求被投诉人停止歧视行为；
遵守民权法；向投诉人支付金钱损失；支付律师费；接受民权培训；重新制
定政策；和/或支付罚款。该命令可在阿勒格尼县普通法院执行并向该法院提
出上诉。 

16. 委员会可以发出的针对投诉人的补救措施命令具体都有哪些? 

在就业案件中，对投诉人的潜在补救措施可能包括偿还损失的工资、福利或
机会，以及偿还合理的律师费。投诉人还可能有资格加入或恢复任何劳工组
织的成员资格，以及恢复、晋升或调到所寻求的职位。 

在住房案件中，潜在的补救措施可能包括以平等的条款、条件、设施、服务
和特权，向投诉人购买、出租或租赁所寻求的住房或公寓。 

被告还可能负责偿还实付费用和投诉人的合理律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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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设施案件中，投诉人可能可以获得被投诉人的服务或娱乐场所的优待
、设备、服务、特权、产品或商品。 

投诉人还可以获得可供核实的、合理的个人费用的支付。 

无论哪种类型的案件，委员会还可能要求被投诉人接受民权法培训和/或实施
非歧视性政策。委员会还可以在一定时间内监督被投诉人，以确保被投诉人
遵守命令，不违反民权法。 

17. 我是否可以查阅我的案件档案卷宗，如果可以，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查阅? 

与住房、就业和公共设施歧视有关的记录通常至少保存8年。然而，进入公
开听证会的案件卷宗则会被无限期保存。 

并非所有案件档案中的记录都可以与当事人共享。有些记录是保密的，受到
各种法律的保护。 

如果你想索取你的案件档案的记录，请联系委员会 (412) 255-2600 或 

human.relations@pittsburghpa.gov  你也可以填写市政府的 知情权申请表格 

。欲了解更多有关匹兹堡知情权政策的信息，请这里访问网站。 

18.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委员会的规则和条例？? 

请点击这里获取PghCHR的规则和条例。 

19.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匹兹堡市法规中适用于委员会的部分？? 

《匹兹堡市法规》中有许多章节专门涉及到公平守则。 

要阅读这些章节，请在Municode.com上访问匹兹堡城市法规的在线版本。 

查阅 网页版法规的方法： 

1.     在Municode.com网站上，点击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法规的链接。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双击第六章前的文件夹图标：行为 

3.     接下来，双击第五条前的小文件夹：歧视。 

4.     然后，双击你想阅读的章节前的小文件夹。 

5.     最后，双击你想阅读的章节前的小页面图形。 

20. 委员们是做什么的，如果我有兴趣，如何成为一名委员？? 

请点击这里访问我们的委员会委员页面以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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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委员的页面链接 

PghCHR 的委员们 

委员会委员的常见问题解答 - 即将发布! 

  

  

对成为委员会的委员感兴趣吗？请将你的简历和包含你的兴趣诉求的求职信

发送至: human.relations@pittsburghp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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