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 相关企业裁员、关闭和失业保险救济金
更新于 2020 年 4 月 22日

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对俄勒冈州就业部 (Oregon Employment Department) 至关重要。本摘要为
可能受 COVID-19 冠状病毒影响的雇主、工人和求职者提供一般指导。本文档将随着更多信息的发
布而更新。俄勒冈州就业部正在与全国的合作伙伴机构和美国劳工部 (U.S. Department of Labor) 合
作，要求提供更多与 COVID-19 相关的失业救济金方案。

我怎样才能保证工作场所的安全，并降低传播冠状病毒的风险？我们每个人可以采取的预防
COVID-19 冠状病毒传播的措施与预防普通感冒和流感的措施是一样的。疾病控制中心 (CDC) 还全
面概述了企业最佳实践，包括鼓励生病的员工呆在家里、例行清洁常用表面以及工作出行特别注意
事项。
此外，CDC 鼓励减少工作场所的暴露，考虑灵活的工作场所（例如远程办公）、灵活的工作时间
（如交错倒班）以及考虑大型小组会议的替代方案，以增加工作场所人员之间的实际距离。
本情况说明书已更新，以回答与国会通过《CARES 法案》相关的问题。

《CARES 法案》
《CARES 法案》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签署成为法律，并将扩大失业保险救济金。

我的失业救济金已经终止或即将终止。我能得到什么帮助？
《CARES 法案》立法延长了称为大规模流行病紧急失业补偿 (PEUC) 的常规救济金。

此延期自 2020 年 3 月 29 日该周开始至 2020 年 12 月 26 日生效。此延期为符合常规申请的人增加
了 13 周的救济金。
有两种方法可以符合资格。选项 1：
• 您的申请余额为 $0，
• 您的申请尚未过期，以及
• 您未在其他州、加拿大或未通过其他联邦计划享有常规申请。
选项 2：
• 您上次有效申请于 2019 年 7 月 6 日或更晚到期，并且
• 您未在俄勒冈州、其他州、加拿大或通过其他联邦计划，进行常规申请。
我们正在努力尽快将此延期实施到我们的系统中。完成后，我们将通过邮件通知可能符合资格的每
个人。如果您在过去几周享有 PEUC 资格，我们将这一延期应用到您符合资格的第一周。
同时，请按照以下指示说明：
1. 继续针对您请求获取失业救济金的各周进行每周申请，以及
2. 如果您的地址已更改，请向我们更新您的地址。您可以使用在线申请系统并选择更改地址
选项或致电您当地的 WorkSource 办事处更新您的地址。
国会最近通过的每周 $600 的额外救济金是什么？
联邦大规模流行病失业补偿 (FPUC) 是一项计划，除了您有资格领取的其他失业救济金外，还为您

提供失业援助。如果您收到常规的失业保险救济金，FPUC 将自动支付，并将与其他失业救济金同
时作为单独款项支付。自 2020 年 3 月 29 日星期日起至 2020 年 7 月 25 日止的这一周的数周内，
FPUC 均可支付。

我多久能获得 600 美元的大规模流行病补偿救济金？
您需要申请失业保险救济金，才能有资格领取每周 $600 的大规模流行病补偿。我们目前正在将该
计划实施到我们的系统中，并预计在 4 月 10 日星期五前开始向当前有资格享受常规 UI 救济金的人
员处理这额外的 $600 救济金款项。

我是自营职业者，并且 UI 救济金被拒。《CARES 法案》是否能对我有所帮助？
只要一个人的失业与 COVID-19 大规模流行病有关，就可以向自营职业者、独立承包商和演出人员
提供临时救济金。他们还有资格获得每周 $600 的额外大规模流行病失业补偿。
由于这一大规模流行病，我不能开始新的工作。我能获得帮助吗？
《CARES 法案》为因这一大规模流行病而无法开始新工作或合同的个人提供临时救济金。

我什么时候能在我的帐户中看到额外的 $600？
现在正在领取失业保险救济金的个人将在 4 月 13 日这一周开始在其账户中看到这些救济金。救济
金给付期间为 2020 年 3 月 29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是否已经豁免了一周等待期？
在本次危机期间，各州不再因免除一周的等待期而受到惩罚。俄勒冈州没有豁免一周的等待期，因
为豁免一周等待期所需的技术、计算机更改实际上可能导致救济金的延迟。

工人
俄勒冈州就业部为大多数因非自身原因而失业的工人提供失业保险 (UI) 救济金。为了获得救济金，
工人必须满足一些要求。通常，要获得一周的 UI 救济金，则您必须有能力工作、可以工作以及寻
找您可以胜任的工作。
如果我享受雇主带薪休假、假期、病假或带薪假期 (PTO)，我能否获得失业保险救济金？
不。领取这些资金的工人没有资格享受失业保险救济金。
如果我的工作场所因冠状病毒而暂时关闭，我该怎么办？
临时被裁员者可能可获得 UI 救济金。这些救济金适用于雇主在短时间内停业的申请人，例如在冠
状病毒暴露后或根据政府要求进行清洁。工人可以获得 UI 救济金，并且不需要寻找其他工作。您
必须能够工作，与雇主保持联系，并在雇主叫您回去工作时，您可以工作。

如果我的雇主因冠状病毒而停业，我是否必须寻找其他工作？
如果您的雇主希望将来重新开业，您不必主动寻找其他工作来获得救济金。如要获得救济金，您必
须：
• 能够工作；
• 与您的雇主保持联系；和
• 当您的雇主叫您回去工作时，您可以工作。

如果您仍未与雇主联系，如果您已经做好了重返新工作或找到新工作的准备，您就会被视为在积极
地寻找工作
• 请注意，在提交在线申请时，我们的系统要求您输入您的找工作情况。您可以通过标记临时裁员
选项来绕过此选项。
• 在临时裁员期间，请保留书面找工作日志，以防将来需要。

如果我因生病或被隔离而被迫留在家里，我是否有资格获得失业救济？
是的。符合以下条件的个人将被视为可以工作：
• 由于可能有接触或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而被医疗服务人员隔离，或根据公共卫生官员劝告而
进行自我隔离，但他们没有患病；
• 因新型冠状病毒或出现类似流感症状而生病居家，且自开始生病居家生活后，并没有拒绝任何工
作机会；或
•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住院或在其他护理机构接受治疗的时间少于半周，他们并没有拒绝那一周的
工作机会。
如果我的雇主在停业期间仍向我支付工资，该怎么办？
通常，如果您的雇主付钱给您让您可以远离工作地点或作为备用工资，您将没有资格享受救济金。
如果我的雇主仍然继续营业，但我不想因感染冠状病毒的风险而上班，我是否有资格领取失业救
济金？
您可能有资格获得救济金。您可以提出申请，就业部将从您和您的雇主那里收集所需信息，查看救
济金是否适用。
如果我被允许在家办公，以减少感染冠状病毒的风险，而我不想在异地工作，那该怎么办？
一般来说，您将没有资格享受失业救济金。您可以提交初始申请以确定获得救济金的可能性。
感染 COVID-19 冠状病毒的员工可以请病假吗？
俄勒冈劳工和工业局 (Oregon Bureau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发布了有关俄勒冈病假时间和其他休
假时间法律的指南。
如果我在工作场所感染了 COVID-19 冠状病毒，该怎么办?
有关提交与冠状病毒相关的工人赔偿申请的信息，请联系消费者和商业服务部 (Department of
Consumer and Business Services) 工人补偿司 (Workers’ Compensation Division)。也可拨打
800-452-0288 或通过 workcomp.questions@oregon.gov 联系。

如果我感染了 COVID-19 冠状病毒，并且不得不辞职，我能得到失业救济金吗?
如果您辞职，您通常没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您仍然可以提交初始申请，以了解您是否可以领取
救济金。
如果我的雇主因 COVID-19 冠状病毒而停业怎么办？
一般来说，您将有资格获得失业救济金。要了解您是否符合资格，提交初始申请。我们将从您和您
的雇主那里收集有关您情况的信息，以确定您的资格。

我是学校员工，学校停课。我可以申请失业救济金吗？
因学校停课而失业或未积极寻找其他工作的学校员工，可领取失业救济金。您必须能够在临时裁员
期间与雇主保持联系，并在召回时随时可返回工作。若您所在地区的春假就在这关闭期期间，则适
用其他规定。
如果我是学校员工，我可以在春假期间领取失业救济金吗？
一般来说，如果您预期在春假后重返工作岗位，您将没有资格获得正常春假期间的救济金。您可能
有资格并可以针对非正常春假而关闭的各周提交申请。
我是一个家庭健康护理工作者。我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吗？
无论您是就职于公众服务部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其他机构、还是独立承包商，您都
可以为提交申请获取失业救济金。就业部将审查每个案例，并确定您能否根据现行法律和 COVID19 冠状病毒的情况领取救济金。

求职者

俄勒冈州的就业部门为大多数非因自身原因而失业的工人提供失业保险 (UI) 救济金。为了获得救
济金，工人必须满足一些要求。通常，要获得一周的 UI 救济金，您必须能够工作，可以工作并寻
找您可以做的工作。
在 COVID-19 大规模流行病期间，我如何在遵循“居家隔离，健康生活”指令的同时寻找工作？
当与冠状病毒相关的国家和地方紧急状态声明到期或不再有效时，如果一个人愿意找工作，将被视
为“积极找工作”。
如果我只能兼职工作，我能否有资格享受失业保险救济金？
是的。如果一个人通常工作时长少于全职工作时长，并且只能参加非全职工作，则将被视为“可工
作”。
如果我失业、生病或因 COVID-19 被隔离，该怎么办?
如果您因为冠状病毒而生病，您很可能无法工作。这意味着您不能领取失业保险救济金。能够工作
意味着您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能够做您想做或经常做的工作，除非：
• 您生病或受伤的时间不到半个星期；或
• 您患有长期病症阻止您工作，但您仍然可以做一些工作。
如果您有工作的机会，但因为生病而无法工作，则该周很可能无法领取失业保险救济金，但可能有
资格获得其他几周的失业救济金。
如果我患有冠状病毒，我如何满足迎新流程和求职者注册或面对面会面要求？
请致电您当地的 WorkSource Oregon 中心询问如何通过电话或 Skype 完成您的预约。

我正在找工作，但因为学校或日托关闭，我不得不呆在家里照顾家人或我的孩子。我还能领取失
业救济金吗？
是的。如果您因 COVID-19 的影响而需要在家照顾家人，您被视为可以工作，并希望在每周申请中
报告该情况。如果您在家仅仅是因为学校或日托关闭而无人照顾您的孩子（们），您被视为是可以
工作，并希望在每周申请中表明该情况。
我按医疗专业人员的要求或政府的指示呆在家中。我是否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
一般来说，是的，视为您是可以工作的。如果您拒绝了新的工作，可能会影响您的救济金资格。您
仍然需要积极地寻找工作，除非您暂时离开了您的正常工作。
如果我试图提出申请，但本周我无法通过电话联系，我是否可以下周进行报告，并仍能获得本周
的救济金？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鼓励您上网提交新申请或重新启动您现有的申请。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电
话线路会比平时繁忙，我们会检查您的情况，并在适当的时候追溯到前一周。

雇主
什么是 WorkShare 以及其将如何使我和我的员工受益？
通过《CARES 法案》，联邦政府将暂时全额资助俄勒冈州的 WorkShare 计划。该计划旨在防止裁
员。雇主自愿与俄勒冈州就业部达成协议，暂时减少员工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减少的工人则有资格
部分失业。
《CARES 法案》如何帮助非营利组织、部落和地方政府？
《CARES 法案》提供了联邦资金来支付可报销救济金的一半费用，并为这些实体提供了额外的灵活
性，可以逐步支付另一半费用。这些实体的工人有资格领取每周 $600 的大规模流行病失业补偿。

如果因为 COVID-19 的相关问题，我不得不裁员或暂时停业怎么办?
这些工人也许能够领取失业保险救济金。临时失业人员可能会获得 UI 救济金。这些救济金适用于
其雇主停业一段时间（例如在暴露冠状病毒后进行清洁或根据政府要求）的申请人。在这些情况下，
员工希望在四周或更短时间后重返工作岗位。工人可以获得 UI 救济金，并且不需要寻找新的工作。
他们必须能够工作，与作为他们的雇主的您保持联系，当您要求他们回去工作时他们都可以工作。
如果我因为 COVID-19 冠状病毒而永久关闭我的企业怎么办？
高等教育协调委员会 (Higher Education Coordinating Commission) 已制定快速响应服务，计划在发
生企业关闭或大规模裁员时所需的工作过渡，包括自然和其他灾难等情况。地方快速响应小组与雇
主、工人代表、贸易法和劳工部协调。
我是有限责任公司 (LLC) 的一员，我没有申请参保失业保险。我可以申请救济金吗？
是的，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失业保险救济金。目前被排除在外的 LLC 成员可以选择保险范围。我们的
失业保险税务部门可提供更多信息。
我是选择参保失业保险的有限责任公司 (LLC) 的一员，我可以申请失业救济金吗？
是的，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失业救济金。在这种情况下，LLC 成员如果符合所有资格要求，就可以获
得救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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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疑问。我可以向谁询问？
就业部还创建了 OED_COVID19_Info@oregon.gov 邮箱，用于解决与雇主和求职者计划和服务相关
的冠状病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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