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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承包商欺诈

如果您是私房屋主

您的房屋在灾害中受损

您正尝试聘请承包商修复房屋

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使用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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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灾害发生后房主必须注意，因为他们有可能成为承包商欺诈的受害者。承包商欺诈经常出现在灾害
恢复区域。房主迫切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但恢复活动会出现混乱情况，这给某些想从其他人身上
不当获利的人提供了绝佳机会。承保商欺诈包括向房主收取不当、不必要或执行情况差导致的维修费
用；向房主收取高于市场的费用；或在无正当许可证或未获得相关许可的情况下进行作业。在某些情
形中，房主甚至需要为从未进行的维修作业向承包商付款。

避免承包商欺诈

建筑工程清单
第 1 阶段：选择一名承包商

获取多位承包商提供的估价（报价）

获取并核实承包商的信息

第 2 阶段：签合同

核实合同范围和时间表

确认物料和劳力成本

制定付款时间表

第 3 阶段：完成项目

获取许可证

获取房屋使用证书

确定竣工核查事项清单

支付尾款

如何选择承包商

向可靠的资源寻求建议

获得报价
获得书面估价（或报价）。【参见第 4 页了解更多详情】
向至少三名承包商询问报价

核实许可证和保险

警告标志......
挨家挨户上门的承包商
没有相关身份证、许可证或保险资料的承包商
拒绝提供一份书面估价或作业范围
他们要求在工程开始前支付全款（现金支付），或提供押金，以“确保您的
名额”
承包商想让您签署一份尚未填妥完整的合同
如您向承包商转介另外一份工作，或由于他们手头上有其他任务结束后
剩余的材料，他们会为您提供折扣

要避免在灾害发生后成为承包商欺诈的受害者，最佳方法是选择一名口碑好的优质承包商。在决定
选择承包商时，请遵从以下几个步骤。

朋友、家人、商业改善局、或您当地的长期恢复小组均是您可寻求建议的良好资源。 
您可在灾害发生前先创建一份所推荐的承包商名单，并将该名单与您的其他重要文件放在一起。
 
 
如果您有投保，请致电您的保险理算员。 
 
在与州外或持有州外许可证的承包商打交道时请小心谨慎。

其全名以及其公司名称

其在德克萨斯州住宅建筑委员会登记的登记证副本 

其身份证/驾照副本

工人报酬证明 

之前客户提供的证明材料

查看承包商是否有犯罪记录和民事纠纷案例。您可向商业改善局和/或当地的法院核实。



ITEM

McMillan Home Repair

1

Contractor Name
Scope of Work

Date of Work Completed

RC
BUILDERS

WORK TO BE COMPLETED

2
3

LABOR MATERIALS AMOUNT
Demolition

RC Builders - Project Lead : Norville Rogers (nrogers@rbc.com)

1834 17th St. SW
Dallas, TX 75001
(469) 867-5309

Home repair - Demo damaged areas, repair damaged plumbing 
areas, refinish walls and floors, and install new cabinets

3 Months Starting August 01 and ending November 01

ITEM

SUBTOTAL
TAX RATE

SALES TAX
OTHER
TOTAL

1

4%

-

1,517.25

1,668.98

WORK TO BE COMPLETED

2
3

LABOR MATERIALS AMOUNT

6%

Demol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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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投标包括：
承包商的信息

有关需完成的工作的详细描述，即“工作范围”

劳力和物料的单独成本

承包商打算使用的任何具体物料的详细成本

确保任何专业项目（比如固定装置、
器具和地板材料）均包含在报价中。 

在您选择了一些承包商后，下一步您应获得有关需要完成的工作的估价。估价也称为报价。您应获得
至少三个报价。 

获得多个报价可让您对不同承包商进行比较。这样有助于您更好地了解所需的修复工作、劳力和物
料的市场价、需要使用的劳力数量、以及修复所花费的时间。如您有投保，您的保险理算员可向您提
供损失估价和修复成本估价。这样您可获得基准估价。

对低于或高于平均水平的报价应持怀疑态度。承包商有可能故意降低项目价格，之后在项目进行过
程中增加成本。另一方面，如您认为承包商向您收取的物料或劳力费用过高，建议您联系木材或建筑
材料供应店或致电当地的长期恢复小组进行核实。

工作的时间范围

根据修复规模，时间范围可能分成多个阶
段。这样有助于承包商和您遵循时间表。

近期工作的证明人

在与一名承包商推进工作前，要求其提供近期工作的三位证明人，并跟进这些证明人。

承包商姓名或公司名称、联
系信息

请勿接受仅提供总成本的报
价。

您雇用承包商来完成的所有工作的完整描
述。工作范围还应包括项目阶段，比如先进行

哪些任务，再进行哪些任务等。

确保分包商（如管道工和电工）和他
们在项目中所负责的工作已明确。

分项列出负责完成您家
全部修复工作的承包商

的工作范围

一份报价应先列明承包商执行工作所
使用的所有材料以及其成本，然后列明

完成每项任务花费的劳力成本。

报价应包括项目花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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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
BUILDERS
1834 17th St. SW

Dallas, TX 75001

(469) 867-5309
Dart Home Repair

Construction Contract

1. Walls

	 •	Removal	and	repl
acement	of	all	dam

aged	sheetro
ck	on	the	firs

t	floor

 • Applying wall texture

 • Paint

2. Mold Remediation

 • Treat the house for mold

 • Watch for any mold regrowth

 • Obtain a mold inspection at the close of the project. 

3. Floors

	 •	Removal	of	damaged	flooring
	on	the	first	fl

oor

	 •	Sourcing	ne
w	wooden	flo

ors

	 •	Laying	woo
d	floors

4. Baseboards and Trim

 • Removal of all damaged baseboards and trim

 • Source replacement baseboards and trim

 • Installation of all baseboards and trim

This contact is between  Florence & Melvin Dart,(the owner)  

and  RC Builders (the contractor) who is licences in the state of Texas 

under license number 8734901. 

Scope of Work

The work being performed under this contract includes:

• 20% - Project Commencement

• 30% - Project Mid-Point or 50% completion

• 30% - Project 75% completion

•	20%	-	Proje
ct	100%	com

pletion	and	a
fter	final	wal

k-through

Payment Terms

Payment shall be made to RC Builders in the amount of $50,000 in exchange for the 

work list above. Payment is expected at the following points in the project

page 2

RCBUILDERS1834 17th St. SWDallas, TX 75001(469) 867-5309

Independent Contractor StatusIt	is	agreed	that	Contractor	shall	perform	the	specified	work	as	an	independent	

contract. Contractor shall perform the work independent of Homeowner’s supervision, 

being responsible only for satisfactory completion of work. Contractor may use 

subcontractors, but shall b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supervision and for the quality of the 

work they produce.

Change Order
The Contractor and Homeowner recognize that:•  Contractor’s original cost and time estimates may prove too low due to 

unforeseen events, or to factors unknown to the Contractor when the contract was 

made;

•		 Homeowner	may	desire	a	mid-job	change	in	the	specifications	that	would	

add	time	and	cost	to	the	specified	work	possibly	inconvenience	then	Contractor;	or

•	Other	provisions	of	the	contract	may	be	difficult	to	carry	out	because	of	

unforeseen events, such as a materials or labor shortage.Liability Waiver
Contractor agrees to hold harmless and indemnify Homeowner for all damages, costs 

and attorney fees that arise out of harm caused to Contractor, subcontractors and other 

third	parties,	known	and	unknown,	by	Contractor’s	performance	of	the	specified	work.	

Liens and Waivers
Contractor	will	complete	the	specified	work	in	a	manner	according	to	standard	

practices.	Contractor	warrants	that	the	specified	work	will	comply	with	all	applicable	

building	codes	and	regulations.	Labor	and	materials	provided	as	part	of	the	specified	

work will be free from defects for 2 years from the date of comple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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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施工合同......

您的合同是否包含以下内容？
承包商的信息

这应包括许可证和保险信息

工作范围 
确保工作范围明确说明了所有分包商、以及他们各自负责完成
的工作。 

成本和物料清单 
与报价类似，合同应详细列出所有物料以及根据任务给出的劳力成
本明细。

合同应包括作业成本，并应说明您与承包商如何就项目实施过程中
产生的任何额外费用达成一致意见。

合同还应明确规定谁来支付物料【器具、固定装置、橱柜】费用。是您
还是承包商？ 

项目时间范围
与报价类似，合同的时间范围部分列明项目花费的时间，包括开始日期。 

时间范围部分也可规定超过项目时间范围应支付的罚金、或导致项目延迟的合理原因。

在开始实施任何作业前，您务必要签署一份合同。获得详细的报价是一个不错的开端，不过
要防止承包商欺诈，最有利的防护措施是签署一份合同。在签署任何合同前，请确保您对约
定的事项感到满意。 
切勿签署任何您不理解的文件。 

有关获取相关许可证的详情 
您的合同应规定应获取哪些许可证、由谁负责获取这些证件、以及由谁支付这些费用。

如由承包商负责获取相关许可证，他们应向您提供最终的文书和收据。 

变更指令处理流程
列明承包商工作范围、物料、劳力或定价出现变更
时需如何处理的流程。所有变更指令应采用书面
形式。

支付安排  
请勿对整个施工项目进行预付款。除非受灾区域的承包商设立了当地
办事处且时间至少超过一年，否则他们收取任何预付款的行为属于违
法行为。  

解除留置权要求
留意书面内容中是否提及承包商在项目中将对您
的财产施加留置权、担保权益或按揭。

在您支付完最后一次分批款项后，应要求承包商签
署一份解除留置权文件。这将解除您对承包商在修
复您家期间使用的分包商或供应商承担任何责任。

房屋检查要求 
在支付最终款项前，要求安排第三方检查。确保修
复工作满足所有相关规范要求。您将负责承担检
查费用。

建议在您的合同中规定分阶段开票。这只是表示您的合同将明确规定
项目中付款的时间点。在完成“竣工核查事项清单”后支付尾款。

请始终用支票或信用卡进行付款。切勿用现金付款。

保修书 
要求提供书面保证书或保修书。 

如有提供保修书，合同应明确说明保证的内容、负责人和保证的有效时间。

承包商的保修书可能没有涵盖某些分包商。 

保修时间通常为 1-3 年 

终止条款
列明终止与承包商签订的合同的原因、以及承包
商解决任何问题的时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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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
BUILDERS

1834 17th St. SW

Dallas, TX 75001

(469) 867-5309

Dart Home Repair

Punch List Report

This contact is between  Florence & Melvin Dart,(the owner)  

and  RC Builders (the contractor) who is licences in the state of Texas 

under license number 8734901. 

ITEM #1

LOCATION : BEDROOM 1 CEILING FAN LIGHT DOES NOT TURNED ON WHEN 

THE LIGHT SWITCH NEXT TO THE DOOR OF 

BEDROOM 1 IS TURNED ON

ITEM #2

LOCATION : KITCHEN THE ELETRICAL OUTLET WAS INSTALLED 

INCORRECTLY

ITEM #3

LOCATION : LIVING ROOM THE CEILING FAN WAS INSTALLED INCORRECTLY 

AND IS HITTING THE CE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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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BUILDERS1834 17th St. SWDallas, TX 75001(469) 867-5309

ITEM #4LOCATION : HALLWAY

HALLWAY BASEBOARD WAS POORLY INSTALLED - 

THEY DO NOT ALLIGN

ITEM #5LOCATION : EXTERIOR

THERE IS A GAP IN EXTERIOR POST 

ITEM #6LOCATION : FRONT DOOR

PAINT ON DOOR KNOB - CONTRACTOR TO 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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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竣工核查事项清单

和承包商一同制作所有剩余工程的清单。

确保您和承包商各持有一份竣工核查事项清单副本。

核查所有工程

当项目即将竣工时，您应完成几件事，以确保所有工作均完成且达到良好的水准。在所有工
作完成且满足合同的所有要求时，您才可支付尾款。

安排独立检查

获得房屋使用证书

向您的承包商索要房屋保修信息。

让承包商签署一份解除留置权文件

完成清单：

确保所有工程均已通过要求的检查，且所有许可证已恰当地停止使用。

查看您的合同和竣工核查事项清单，确保所有协定的工程均已完成。

如果修复工程量大，确保您的承包商获得了当地建筑部门的房屋使用证书。

在您支付尾款前，派一个独立检查员或代理（保险理算师或不动产检查员）进行检查。

在您支付尾款后才可这样做。



承包商修复被严重飓风淹没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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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帮助......
您认为您是承包商欺诈的受害者吗？ 

请联系当地的法务援助部门
请拨打 1-800-621-0508 联系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提起诉讼
请拨打 800-621-3362 联系联邦应急管理局 (FEMA)

您想了解有关如何避免承包商欺诈的更多信息吗？ 
请联系当地的长期恢复小组

访问 SBPUSA.org，查看更多资源和培训资料

您需要更多灾后恢复支援吗？
请拨打 211，联系您所在区域的相关方

访问 recovery.texas.gov，或拨打 1.800.998.4GLO(4456) 联系德克萨斯州土
地综合办公厅

修复自然灾害造成的受损屋顶的承
包商。  

参考：
1. “后恢复：避免房屋修复欺诈"，Lone Star Legal Aid 
2. “灾后恢复”，SBPUSA.org
3. “施工合同样本”，HomeAdvisor.com
4. 《在发生灾害时》，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

关于本项目：
buildingcommunityWORKSHOP 已经制定了四份灾后恢复指南，以便帮助支持需要灾后恢复的人士。
本指南中的内容是在 Lone Star Legal Aid 的支持下制定的。

哈维飓风恢复项目的资金部分来源于美国红十字会的拨款。 



01 01 避免承包商欺诈
02 灾后承租人的权利
03 水灾保险
04 灾后产权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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