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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房屋标准租约指南
安大略省住宅租赁应遵守《2006 年住宅租赁法案》(Residential Tenancies Act, 2006)（下文
简称“法案”）。
本文件有多个语言版本，可帮助房东和租客理解和完成“标准租约表”（下文简称“标准
租约”）。标准租约可在政府和消费者服务部中央表格存储库中找到(Ministry of
Government and Consumer Services Central Forms Repository)。
本指南仅供信息参考，无意提供关于标准租约或法案的法律意见。
若您需要关于标准租约或法案的法律意见，应咨询律师。
凡于 2018 年 4 月 30 日或之后签署的新协议，大部分私人住宅租赁都必须提供标准租
约。该文件还包含法案赋予的权利和责任的有用信息。
标准租约不适用于养老院、移动住宅园和土地租赁社区的场地、大多数社会保障性住房、
其他一些特殊租赁和合作共建住房。
如果您有资格获得标准租约但确没有得到，请以书面形式要求房东提供一份。在您提出要
求后，他们必须在 21 个日历天内将其交给您。如果没有，您可以扣留一个月的租金。如
果您在扣留一个月租金后的 30 个日历天后仍未收到标准租约，则您可以保留被扣的租
金。
另外，如果未提供标准租约，并且您有固定期限的租约，则有专门的规则允许您提前终止
固定期限的租约。
根据《安大略省人权法典》（Ontario Human Rights Code），人人都有权享有平等的住房
待遇，免受歧视或骚扰。租约无法取消法案赋予的任何一项权利或责任。
本文件分为两部分：

1. 标准租约的内容
本部分旨在帮助您填写标准租约表。从第 4 页开始，介绍标准租约各条款所包含的内容
标准租约的所有条款都是强制性的，均不得更改。完成后，标准租约会创建一份房东与租
客合同。

2. 我的权利和责任
本部分更加详细地介绍了法案赋予房东和租客的权利和责任，内容从第 9 页开始。该信
息与标准租约附录中提供的信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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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问题，该怎么办
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也会提供有关法案赋予房东和租客的权
利和责任的信息（提供英文或法文版本）。有关更多信息，您可拨打以下电话之一或访问
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的网站。
免费电话：1-888-332-3234 多伦多地区：416-645-8080
听障人士电话：1-800-855-0511
网站：www.tribunalsontario.ca/l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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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标准租约的内容
在完成后，标准租约 [法定名称为《住宅租赁协议》(Residential Tenancy Agreement) (标准
租约表格) / Convention de location à usage d’habitation] 即针对大多数住宅租赁创建了一
份房东与租客之间的合同。
您必须完成标准租约的所有条款。

1.协议各方
本条款陈述了达成租赁意向的房东（们）和租客（们）的姓名。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8 页 B 部分内容。

2.租赁单元
本条款描述了正要出租的租赁单元及其地址。
停车位数量（如有）及位置均需在本条款中记述清楚。
如果该租赁单元位于一座共管公寓内：
• 应在本条款中指明。
• 租客还需同意遵守房东提供的共管公寓声明、附则及准则。

3.联络信息
本条款列出了通知必须送达的房东地址。如果租客需要给予房东正式通知（例如：通知终
止租赁），应当递送到该地址。
本条款还允许房东与租客商定通过电子邮件接收正式通知，并包括填写房东和租客电子邮
件地址的空间。只有在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规定允许的情况
下，才能通过电子邮件提供正式通知。您可以联系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查明哪些通知可以通过电子方式发送。
本条款还有一块地方供房东提供紧急情况或日常沟通的额外联络信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8 页 B 部分和第 10 页 E 部分内容。

4.租赁协议期限
本条款规定了租客有权搬入租赁单元的日期以及租赁时间（期限）。租客在租期结束时不
必搬出。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8 页上的 C 和第 8 页上的 D 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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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租金
本条款规定了总租金（也称为合法租金）。
总租金包括：[在标准租约中，这被称作 “总租金（合法租金）/Loyer total (loyer
légal)”] 是标准租赁第 5（b）小节中列出的总金额，其中包括：
•
•

出租单元的基本租金，
房东向租客提供的停车或其它服务和公用事业（例如储物柜或空调）的任何其它费
用。

本条款还规定了何时须支付租金、须支付给谁、用哪种方法付款以及金融机构拒兑支票产
生的行政费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0 页 F 部分和从第 11 页开始的 I 部分内容。

6.服务和公用事业
本部分列出了什么服务包括 – 或不包括 – 在总租金（合法租金）中 [在标准租金中，这被
称作“总租金（合法租金）/Loyer total (loyer légal)”]。这包括基本租金中包含的服务
和公用事业，以及标准租赁的第 5（b）小节中的其它费用。
在某些情况下，房东与租客日后可以商定添加其他服务，作为交换，可以增加租金。例
如，房东与租客可以同意增加空调服务而季节性增加租金。
在本条款中，房东与租客还会商定谁将负责租赁单元的公用事业费（水电暖）。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从第 12 页开始的 K 部分内容。

7.租金折扣
本条款允许房东提供并描述租金折扣的条款。
在租金折扣结束后，租客必须支付总租金（合法租金） [在标准租约中，这被称作“总租
金（合法租金）/Loyer total (loyer légal)”]，这是在第 5 条款中同意支付的总租金，加
上任何合法的增加。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2 页的 G 部分。

8.房租押金
在本条款中，房东与租客商定是否需要房租押金及押金金额。法律限制了押金金额及处理
方法。该押金不能用作损坏押金。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从第 12 页开始的 H 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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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钥匙押金
在本条款中，房东与租客商定是否需要钥匙押金及押金金额。法律限制了押金金额及处理
方法。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从第 10 页开始的 H 部分内容。

10.吸烟
根据安省法律，不得在建筑物的任何室内公共区域吸烟。在本条款中，房东与租客可以商
定租赁单元的吸烟准则。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3 页 M 部分和第 14 页 S 部分内容。

11.租客保险
在本条款中，房东与租客可以商定租客是否必须有责任保险。如果房东要求提供承保范围
的证明，租客则必须予以提供。
如果租客想要家庭财产保险，也可以购买一份，由租客自己决定。

12.对租赁单元的改动
本条款说明了租客可以安装装饰物品，例如照片或窗帘，但在对租赁单元做其他改动时必
须事先得到房东的允许。
本条款不得更改。如果房东与租客希望商定其他细节，这些细节可以作为标准租约第 15
条款的附加条款。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2 页 J 部分内容。

13.维护与修理
本条款说明了房东必须维护租赁单元和房屋处于适宜状态，但租客必须修理或赔偿由租客
或其访客造成的一切不当损坏。
除非房东同意由其负责清洁工作，否则租客应负责保持租赁单元清洁。
本条款不得更改。如果房东与租客希望商定其他细节，这些细节可以作为标准租约第 15
条款的附加条款。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2 页 J 部分内容。

14.转让和转租
本条款说明了租客在将租赁单元转让或转租给他人之前需要得到房东的许可，并且房东不
能肆意或无理给出拒绝意见。
第 1 部分：标准租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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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款不得更改。如果房东与租客希望商定其他细节，这些细节可以作为第 15 条款的附
加条款。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4 页 P 部分内容。

15.附加条款
房东与租客可以商定特定于该租赁的附加条款。如果达成一致意见，必须在标准租约上加
上这些附加准则或“条款”。
这些附加条款应以简明语言写出，并明确规定房东或租客必须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以
符合条款要求。如果是打字输入，附加条款的字号应当至少为 10 磅。
附加条款可能规定特别针对租赁单元或房屋的准则，例如有关公共空间或生活福利设施的
使用准则。
凡试图取消法案赋予的权利或责任的附加条款均无效（无效或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
不能强制执行。一些无效和不能强制执行的条款示例包括：
▪
▪
▪
▪

不得养宠物（但是，房东可以要求租客遵守共管公寓准则，该准则可能禁止某些宠
物）
不得留宿访客、室友和任何额外的居住者
要求租客支付法案规定不允许的押金、费用或罚款（例如，损坏或宠物押金，拖欠
租金的利息）
要求租客支付全部或部分由房东负责的维修费用

附加条款应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写明，并明确规定房东或租客为遵守该条款而必须或不得做
的内容。如果键入，则附加条款的字体大小至少应为 10 磅。
附加条款会列出具体针对租赁单元或物业的规则，例如有关使用公共空间或便利设施的规
则。
在就任何附加条款达成一致意见之前，房东和租客可能希望获得法律意见。

16.本协议的变更
本条款说明了对协议的任何变更都必须以书面形式达成一致。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从第 10 页开始的 I 部分内容。

17.签名
在本条款中，房东和租客签名即表示他们同意遵守协议的条款。如果租客不止一个，每位
租客负责租客的所有义务，包括全额租金。
凡在第 1 页第 1 条款中列出的房东和租客（协议各方）都必须在本条款中签字确认。如
果房东或租客双方都同意，则可以通过电子方式签署租约。房东必须在租客签署之后 21
天内为租客提供协议副本。
第 1 部分：标准租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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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我的权利和责任
何时使用标准租约
大多数住宅租赁协议（租约）必须使用标准租赁表格。
它不应该用于：
▪
▪
▪
▪
▪

养老院
移动住宅园和土地租赁社区的场地
加租指导方针豁免加租的社会保障性住房（有关特定豁免事宜，请参阅法案中的规
定）
合作共建住房中的成员单元，以及
法案豁免的任何其他住所（请参阅法案的第 5 条款）。

B. 房东变更
新房东具有与前任房东相同的权利和义务。除非租客与新房东另行商定其他条款，否则新
房东必须遵守本协议的所有条款。新房东应向租客提供其法定名称和地址。

C. 租赁协议续签 （法案第五部分）
如果房东与租客商定租赁将持续一段特定的时间，这就叫作定期租赁。这是因为开始日期
和结束日期都已在租赁协议中说明。
协议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租客必须搬出或续签或签署新协议才能入住。协议的规定仍然适
用，租客仍有权利按以下形式留住：
▪
▪
▪

如果协议是固定期限或按月租住，则为月租客
如果协议是按周租住，则为周租客
如果协议是按日租住，则为日租客。

房东与租客也可以商定续签协议以租赁另一个固定期限或签订新协议。无论如何，租金的
变化必须遵守法案的规定（请参阅下文 I 部分，获取更多信息）。

D. 租约终止 （法案第五部分）
房东或租客在终止租约时必须遵守法案规定。

租客何时可终止租约
要终止租约，租客可以使用适当的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表格
在适当期限给予房东通知。他们必须：
▪
▪

至少提前 60 天通知（如果其租约是按月租住或固定期限），或者
至少提前 28 天通知（如果其租约是按日租住或按周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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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固定期限的租约，通知在固定期限的最后一天之前无法生效。对于按月或按周租住的
租约，通知必须在租赁期限（例如当月或当周）的最后一天生效。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租客有固定期限的协议（例如一年协议），经历过性暴力或家庭暴力
的租客也可以提前 28 天通知终止租约。必须使用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批准的通知表格。

房东何时可终止租约
房东只能在某些情况下通知租客终止租约。 这些情况已在法案中阐明。除非房东遵守适
当的规定，否则房东不能驱逐租客。在大多数情况下，要终止租约，房东必须使用适当的
表格在适当期限给予租客通知。表格可从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的网站下载得到。
如果房东发出租客通知以终止租约，租客并非必须搬出。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租客有过
失，房东可以发出通知，以终止租赁。例如：
▪
▪
▪

租客在到期时未支付全额租金。
租客对租赁单元或建筑物造成损坏。
租客严重干扰其他租客或房东的合理享乐。

在某些情况下，房东也可以在租客无过失的情况下发出终止租约的通知，但这只是在租期
结束时。在这种情况下，房东仍必须给予适当的通知，并且租客可能有权获得赔偿和/或
返回单元的权利。示例包括：
▪
▪

房东或购买者自己、直系亲属或照料者需要该单元，并且
房东需要进行大量维修或整修，这需要建筑许可并腾空该单元。

如果租客不搬出，房东必须向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申请驱逐
租客。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将举行听证会并决定租约是否应
该终止。房东和租客都可以参加听证会并向房东与租客委员为自己的行为作解释。如果房
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下达驱逐令，该驱逐令只能由郡治安官
（法院执行官）执行。
如果没有遵循该程序，房东驱逐租客是违法的。如果被定罪，房东可能面临最高 5 万加元
（针对个人）或 25 万加元（针对公司）的罚款。

如果房东和租客都同意终止租约
租客和房东可以同意使用适当的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表格随
时终止租约。有些房东可能会要求租客在签署租赁协议（租约）时签署该表。在大多数情
况下，在租赁协议开始时签订的租约终止协议是无法强制执行的，租客不必搬出。
法案和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网站上的宣传册提供了有关如何
终止租约及驱逐原因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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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给予通知和文件（法案第十二部分）
房东和租客必须以书面形式递送一些官方通知和其他文件。这些通知和文件可以：
▪
▪
▪

亲手交付
放在信箱或邮件的一般邮寄地点，或
邮寄（邮寄五日后将被视作已递送）。

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出示通知和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或参阅其网站上的实务规则。

F. 租金和租金收据（法案第七部分）
租金是租客支付给房东，用于换取居住在租赁单元并获得本协议中约定的服务或设施的金
额。
租客必须按时支付租金。如果不这样做，房东可以通知他们终止租约。
如果租客索要租金收据或任何付款或押金的收据，房东必须免费为他们提供。这也适用于
租约终止后 12 个月内索要收据的前租客。

G. 租金折扣 （法案第七部分）
房东可以因租客在租约到期日或之前支付租金而为其提供租金折扣。这个折扣可以高达法
定租金的百分之二。
房东也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之一提供免租期或折扣：
▪
▪
▪

任何 12 个月的期限内的免租期最长为三个月
最多免除一个月的租金，折扣在 8 个月内均摊，或
最多免除两个月的租金，前七个月均摊最多一个月的租金折扣，最后五个月最多有
一个月免除租金。

这些折扣类型必须以书面形式达成一致。

H. 押金 （法案第七部分）
房东只能收取最后一个月的租金作为押金和可退还的钥匙押金。租客不必提供任何其他形
式的押金，例如宠物押金或损坏押金。如果租客还支付其他更多费用，租客可以向房东与
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申请退款。
租金押金（即最后一个月的租金）：房东可以在租客签订租赁协议时或之前要求交付租
金押金。房东必须将这笔钱用作租约最后一期租金。租金押金不得超过一个月的租金或一
个租赁期的租金（例如，按周租住则为一周），以较少者为准。
房东必须每年向租客支付租金押金利息。如果租客支付租金押金后租金上涨，房东可以要
求租客补足租金押金，以便与新租金保持一致。房东可以使用租金押金的利息来补足租金
押金。
第 2 部分 我的权利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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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房东无法让租客搬入租赁单元，除非租客同意租用其他单元，否则房东必须退还押
金。
钥匙押金：如果房东收取钥匙、遥控进入设备或卡的押金，房东必须在租客终止租约并
交还钥匙时归还该押金。
房东可以向租客收取租客请求的附加钥匙费用（例如，如果租客想要额外的钥匙或租客丢
失了钥匙），但收费不能高于实际钥匙成本。这项费用不是钥匙押金。

I. 加租和减租 （法案第七部分）
通常，房东每 12 个月只能增加一次租金。房东必须使用适当的房东与租客委员会
（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表格，并至少在租房生效前 90 天通知租客。

加租指导方针
通常，除非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批准加租超过指导价，否则
加租不得超过加租指导价。您可以在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的
网站上找到每年的指导价。某些较新的单元不受租金上涨指南的约束，包括：
▪ 在一座新建筑物中的一个单元，如果在 2018 年 11 月 15 日或之前，该建筑物的任
何部分均未用于居住目的;
▪ 一座既有建筑物中的一个新增单元，如果在 2018 年 11 月 15 日当天或之前，该新
增建筑物的任何部分均未用于居住目的；和，
▪ 一座既有房屋的新增的第二个单元，例如 2018 年 11 月 15 日之后修建的地下室公
寓，并符合法案中所列的要求。

加租高于指导价
要按比加租指导价高的金额提高租金，房东可以向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申请批准。受影响的租客可以在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反对这一申请。
这类加租称为超指导价加租。如果出现以下情形，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可以允许这类加租：
▪
▪
▪

房东的市政税费大幅增加
房东完成大修或翻新，或者
外部安全服务（即不由房东的员工执行）的成本有所增加，或者首次提供外部安全
服务。

如果房东同意为租客翻新或增加一项新服务，房东和租客也可以商定超指导价加租。特定
规则会适用。

减租
如果出现以下情形，房东必须减少租金：
▪

市政物业税下降超过 2.49％，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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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东为支付修理或翻新费用进行了超指导价加租，且成本已足额抵付（这只适用于
超指导价加租发生时居住在该单元的租客）。

如果出现以下情形，租客可以向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申请减
租：
▪
▪
▪

市政物业税或租赁物业费下降
房东在不减少租金的情况下减少或取消了一项服务，或
房东没有遵守他们在超指导价加租协议中所作的承诺。

J. 维护与修理（法案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十四部
分）
房东必须妥善维护租赁单元和房屋处于良好状态，并满足所有健康、安全和维护标准。这
包括维护和修理单元随附的物品（例如家用电器）和公共区域（例如停车场、电梯和走
廊）。
租客必须支付租金，即使他们的单元或房屋在维护和修理方面存在问题。如果租客有维护
或修理问题，租客应让告知房东。如果需要，租客可以向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提出申请。
租客负责由租客、租客的访客或居住在租赁单元的其他人造成的任何租赁房屋损坏。这适
用于任何故意或不小心造成的损坏。 如果租客没有修理，房东可以向房东与租客委员会
（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提出申请。但不包括随时间的流逝正常使用租赁单元造成
的损坏（“磨损”）。
租客负责租赁单元的日常清洁，但房东同意完成的任何清洁工作除外。

K. 重要服务（法案第一和第三部分）
“重要服务”是指冷热水、燃料、电、燃气和热能。
房东必须确保租赁单元的供热设备能够在 9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15 日期间保持在 20 摄氏
度的最低温度。有些市级附则可能有更严格的要求。
房东不得拒绝或中断房东根据租赁协议必须提供的重要服务、护理服务或食品。如果由于
房东没有支付账单导致重要服务切断，这视作房东拒绝提供该项服务。但是，如果重要服
务由于租客没有支付自己的公用事业费而被切断或中断，租客就不能声称房东拒绝了重要
服务。
房东不得故意干扰任何重要服务、护理服务或食品的合理供应，无论房东是否有义务根据
租赁协议提供此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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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骚扰（法案第三和第四部分）
房东（或任何房东代表人，例如管理人或物业经理）骚扰租客或租客骚扰房东均是违法行
为。如果房东或租客遇到骚扰，他们可以向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提出申请。

M. 歧视
如果房东（或任何房东代理人）根据《安大略省人权法典（Ontario Human Rights
Code）》（下文简称“法典”）规定的禁止歧视理由歧视租客，则可能侵犯租客根据法
典所享有的权利。如果涉及根据《2006 年住宅租赁法案》的申请，房东与租客委员会
（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可能会考虑歧视。在其他情形下，租客可能必须将他们的
案件提交给安大略省人权法庭。

N. 房东进入租赁单元（法案第三部分）
租客有权拥有租赁单元的合理享乐（例如，享有安静环境，拥有合理隐私，免受无理干扰
和单独使用租赁单元）。
房东只有在出于以下原因并提前 24 小时给出书面通知的情况下方可进入租赁单元：
▪
▪
▪
▪
▪
▪

进行修理
合理检查，包括检查单元以查看是否需要修
带领潜在买家、承保人或抵押贷款借款人看房或验房
让房地产经纪人带领潜在买主看房
在将住宅建筑改造成共管公寓之前进行物业检查
租赁协议中列出的任何合理目的。

书面通知必须包括进入该单元的原因，并说明房东将进入该单元的具体日期和时间（介于
上午 8 点至晚上 8 点之间）。经过适当的通知后，房东可在租客不在家时进入该单元。
房东无需发出通知即可进入的情形：
▪
▪
▪
▪

在紧急情况下
租客同意进入的情况下
如果租赁协议要求房东清洁单元，或者
如果租约即将结束，房东希望带领潜在新租客看房，房东则只有在上午 8:00 至晚
上 8:00 之间看房，并且必须合理做出努力，让租客知道何时会发生这种情况。

O. 锁具（法案第三和第四部分）
除非房东将新钥匙交给租客，否则房东不得擅自更换租赁单元的锁具。未经房东同意，租
客不得擅自更换租赁单元的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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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转让或转租（法案第六部分）
只有征得房东同意，租客方能将租赁单元转让或转租给他人。房东不能肆意或无理拒绝租
赁单元的潜在受让人或转租人。
转让：在转让中，租客将其居住租赁单元的权利转让给他人。新人代替租客，且
租赁协议保持不变。
转租：当租客搬离租赁单元时，让另一个人（“分租客”）住在那里直到指定的
日期，并且可以在租约结束之前返回到单元中居住，即为转租。租赁协议以及房
东与租客的关系不会改变。
转租租赁单元的租客不能：
▪ 收取比房东所收租金还高的租金
▪ 收取转租租赁单元的任何额外费用，或
▪ 向分租客收取额外的商品或服务费用。

Q. 访客（法案第三部分）
房东不能阻止租客接待访客，要求租客在访客来临前通知房东或获得房东的允许。房东不
能因访客光临租赁单元收取额外费用或提高租金。但是，租客须对访客的行为负责。
只要遵守居住标准方面的市政法规，房东不能阻止租客拥有室友。
如果租客将整个单元出租给其他人（例如，短期出租），则此人不是“访客”。租客需要
获得房东的允许。

R. 宠物（法案第三部分）
租赁协议不能禁止在租赁单元内或在住宅楼内或周围养动物。
在某些情况下，房东可以向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申请驱逐有
宠物的租客。一些常见示例如下：
▪
▪
▪

宠物造成太多噪音，损坏单元或导致其他租客发生过敏反应。
宠物品种或物种本质上是危险的。
共管公寓公司规则规定不允许养宠物。

S. 吸烟（法案第五部分）
法案没有讨论在租赁单元吸烟的问题。房东和租客可以使用标准租约第 10 条款商定是否
允许或禁止单元内和/或房东房屋上吸烟。
即使租约不禁止吸烟，在以下吸烟情形出现时，房东也可以向房东与租客委员会
（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申请终止租约：
▪

严重干扰房东或其他租客的合理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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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造成不应有的损坏
有碍安全，或
严重干扰房东的其他合法权利、特权或利益。

如果租客认为他人在其建筑物内吸烟会影响其健康或安全，违反维护标准或严重干扰其对
租赁单元的合理享乐，他们应与房东讨论该问题，然后联系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

T. 烟雾警报器和一氧化碳警报器
房东必须为租赁单元装备有效的烟雾警报器，并酌情提供一氧化碳警报器。房东负责保持
烟雾警报器和一氧化碳警报器处于工作状态，包括更换电池。租客不得断开或胡乱摆弄烟
雾警报器或一氧化碳警报器，并且如果警报器不能正常工作，必须立即通知房东。

U. 解决争议
房东和租客都必须守法。如果有问题或分歧，房东和租客应该先讨论问题并尝试自行解
决。如果房东或租客认为对方不守法，他们可以联系房东与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了解他们的权利和责任信息，包括他们是否可以向房东与租客委员会
（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申请解决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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