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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紧急援助申请表 

俄勒冈州议会已批准一项计划，为那些因 COVID-19 而面临经济困难的俄勒冈居民提供紧急救助。如果

您符合以下各部分所载的标准，则可能有资格获得一笔一次性的金额为 500 美元的紧急救济金。救济金

金额有限，可能被视为应纳税收入。

第一部分：如果本节中的所有问题您的回答均为“是”，那么您可能有资格参加救助计划，但前提

是资金充足可用，然后请转到第二部分。如果本节中的任何问题您的回答为“否”，那么您没有资

格参加救助计划。

是 否

在经历 COVID-19 导致的严重经济困难之前，我的收入在扣除税款、保险或退休供款之

前，每月不超过 4,000.00 美元。（申请人须知：如果您的收入因佣金、小费或您为自雇

人士等原因而变动，请根据您的收入受 COVID-19 影响前六个月的情况作答。）

我年满 18 岁，为自己申请资金救助。（申请人须知：您只能为自己申请资金，并且必

须提供可获接受的文件，如俄勒冈州驾照或身份证、护照或其他带照片的政府身份证。

可接受文件清单见第 4-5 页。）

我的主要住所位于俄勒冈州。（申请人须知：如果回答上述问题时提交的文件不包括当

前地址，请提供其他文件，例如一封注明您的姓名和地址的邮件。可接受文件的完整清

单见下文）。

由于 COVID-19 疫情的影响，我目前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我的主要工作地点因州长第

20-07 或 20-12 号行政命令而关闭，或州长第 20-07 或 20-12 号行政命令导致我的收入大

幅减少。（申请人须知：第 20-07 或 20-12 号行政命令详见第 4-5 页。）

俄勒冈州 COVID-19 紧急救助计划

https://emergencychecks.oregon.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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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问题您的回答均为“是”，请详细回答以下内容： 

第二部分：请回答以下每个问题，确定您的资格。

是 否

我申请了失业保险或疫情失业援助计划（PUA）。

如果您对此问题的回答为“否”，您仍然有资格参加该计划，但要视资金的可用性而定。请继续回答第

三部分的问题。

如果您对此问题的回答为“是”，请回答下列问题。 

是 否

我的失业保险或疫情失业援助金当前有效。

如果您的回答为“否”，您仍然有资格参加该计划，但要视资金的可用性而定，请继续回答第三部分的

问题。如果您对此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您没有资格参与此计划。 

企业或雇主名称：

工作类型（餐厅、个人服务、出租交通服务等）：

财务影响描述（关闭日期、运营业务减少的说明和对您受雇的影响，或者说明 COVID-19如何对您的

收入产生重大影响）：

注：如果您已收到所有申请周的付款，或除最近申请的一周之外的所有申请周付款，那么您的俄勒冈州失业

救济金将被视为当前仍有效。例如：如果您在 2020年 3月 27日至 2020年 8月 2日期间申请了救济，并已收

到除 2020年 8月 2日申请周之外的所有付款，则视为救济金当前有效。 

请注意，在本表格中，请根据您基本的州福利情况（不包括额外的联邦救助金）说明您的失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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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所有申请人必须填写。

是 否

我理解，提供不准确信息将被视为作出虚假陈述，并可能导致我需要全额偿还通过本计

划获发的任何资金。

可选：您的种族或民族血统？请勾选所有适用项。

☐ 非裔 ☐ 美国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土著

☐ 亚裔 ☐ 夏威夷土著或太平洋岛民

☐ 黑人/非裔美国人 ☐ 斯拉夫语人

☐ 拉丁裔/西班牙裔 ☐ 白人

☐ 中东地区人 ☐ 拒绝回答。

第四部分：所有申请人必须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姓名（名/姓/中间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签名（可以是电子签名）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可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居住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讯地址（如果和居住地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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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必须由金融机构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提供的身份证类型和身份证号码   申请人编号：（来自 query portal：XX,XX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员工姓名/参与金融机构名称/分行 ID 
 
 
 

常见问题：我怎么知道我的收入是否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响？ 

州长发布了第 20-07 和 20-12 号行政命令，以减低 COVID-19 病毒在俄勒冈州的传播，拯救生命。如果

您的收入因受这些命令影响而大幅减少，则您可能有资格获得救济金。请注意：通过计划可获得的资金

有限。如果您并没有受到 COVID-19 疫情的严重影响，请考虑寻求其他类型的经济救济，让那些最需要

的人获得计划帮助。 

根据州长第 20-12 号行政命令，须关闭的营业场所如下：“游乐园；水族馆；拱廊；画廊（不得未经预

约开放）；理发店和发廊；保龄球馆；化妆品店；舞蹈工作室；美容场所；兄弟组织设施；家具店；健

身房和健身工作室（包括攀岩馆）；水烟吧；室内和室外购物中心（即在一个区域内，设有商店和餐厅

的零售综合体的所有部分）；室内聚会场所（包括跳跃体操馆和激光对抗馆）；珠宝店和精品店（除非

商店专门通过提货或送货服务提供商品）；医疗水疗、面部水疗、日间水疗和非医疗按摩治疗服务；博

物馆；美甲和美黑沙龙；非部落赌场；溜冰场；老年活动中心；滑雪场；社交和私人俱乐部；纹身/打
孔店；网球俱乐部；剧院；瑜伽工作室；以及青年俱乐部。” 

根据州长第 20-07 号行政命令，可能须暂时关闭或大幅减少经营时间的营业场所下：“餐厅、酒吧、酒

馆、酿酒中心、葡萄酒酒吧、咖啡厅、美食广场、咖啡店、俱乐部或其他类似的禁止在场所内提供餐饮

的场所”。” 

其他服务，如基于 app 的点对点服务、出租车公司等交通雇主以及其他类型的岗位可能已间接受到州长

行政命令的影响。如果您的工作类型或工作地点未在上面列出，请在所附表格中描述 COVID-19 对您收

入的影响。例如，您可以描述 COVID-19 疫情爆发后，您的收入是如何显著减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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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哪些文件被视为可接受的文件？ 

身份证明——必须包含照片，且不得在 2020 年 1 月 3 日之前过期 

▪ 俄勒冈州颁发的驾照 
▪ 俄勒冈州签发的身份证 
▪ 美国护照、美国护照卡或美国领土护照  
▪ 军人身份证 
▪ 外国人居留证 
▪ 由下列机构之一签发的部落身份证： 

o 俄勒冈州温泉保护区的联邦部落 
o Siletz 印第安人联盟部落 
o Umatilla 印第安人保留地的联盟部落 
o Burns Paiute 保留地 
o Umpqua 印第安人的 Cow Creek 营居群 
o Klamath 部落的官方身份认证机构 
o 俄勒冈州 Grand Ronde 联盟部落 
o Coos、Lower Umpqua 和 Siuslaw 印第安人联盟部落 
o Coquille 印第安部落注册身份证 

州内居住证明（如果用于身份证明的文件不包括当前地址或已过期）： 

▪ 当前俄勒冈州车辆所有权或登记卡 
▪ 由服务提供商发出的公用事业开通指令或公用事业费结单* 
▪ 金融机构出具的包含有您的居住地址的任何文件* 
▪ 州、地方或联邦政府实体发布的任何通信信件或文件 
▪ 保险公司或代理人签发的任何文件* 
▪ 教育机构签发的任何文件* 
▪ 当前租赁/租房协议，包括出租人或房东的原始签名 
▪ 工资支票、工资存根、W-2 或 1099 纳税申报表* 

*根据信函日期所示，文件必须是最新开出的（在申请日期的 45 天内） 

如果您的法定姓名与您的主要身份证明不同： 

▪ 官方颁发的结婚证书 
▪ 俄勒冈州生命统计局发布的家庭伙伴关系记录 
▪ 州外政府出具的家庭合伙关系记录 
▪ 美国城市、县或州法院颁布的离婚判决书、解除婚姻判决书、废止婚姻令、解除家庭伴侣

关系判决书或撤销家庭伴侣关系判决书 
▪ 政府签发的配偶死亡证明，其中附有您的当前法定全名 
▪ 可以合法变更申请人姓名的领养令或法院判令、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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