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勒冈州大规模流行病失业援助
什么是大规模流行病失业援助 (PUA)？
PUA 是根据《2020 年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 (CARES) 法案》制定的一项联邦计划，旨在为没
有资格获得常规失业保险 (UI) 补偿的工作者提供失业救济金。其中包括无法领取常规失业救济金的自营
职业者、独立承包商以及最近收入不足的人。
谁有资格获得 PUA？
因 COVID-19 而失业且没有资格享受任何其他失业保险救济金的人将有资格获得 PUA。符合条件的工作者
包括：
• 自营职业者、1099 合同工和演出工人
• 工资未申报失业保险的员工
• 没有赚取足够工资或没有工作足够的工作时间来领取常规失业保险金的员工，以及
• 打算开始工作却无法工作的人员。
我的雇主仍未停业，因为其是生活必需企业。我没有生病，我家没人生病。我不为任何人提供初级护理。
我不属于易感染人群，医疗人员也未建议我自行隔离。我害怕因来商店的顾客而感染冠状病毒。我辞职了，
申请了失业。我能够获得《CARES 法案》下规定的救济金吗？
不。根据《CARES 法案》，如果您符合该法案中列出的情况之一，则可能有资格获得救济金，但其中不包
括以上所描述的情况。
PUA 会持续多久？具有追溯性的吗？
如果您符合资格，并且由于 COVID-19 大规模流行病而失业，PUA 救济金可能会持续长达 39 周。可能的
符合条件周从 2020 年 2 月 2 日那一周开始，到 2020 年 12 月 26 日这一周结束。这并不意味着您将在 2
月至 12 月的每一周自动收到 PUA，您的资格仍有待确定。
我将获得多少 PUA 救济金，如何确定？
最低 PUA 救济金为每周 $205。您可能有资格获得更高额的救济金，
每周在 $205 至 $648 之间。

您的每周救济金金额是您基准年总收入的 1.25%。指的是自营职业者的净收入，其他雇员的总收入。
您所得款项将至少是每周最低救济金金额 ($205)，且不超过 PUA 下确定的每周救济金金额上限
($648)。
•
•

•

如果您有资格获得 PUA，您将至少获得每周最低救济金金额。
要获得更多的每周救济金，您必须：
o 在 2019 纳税年度内赚取了超过 $16,480，并且
o 提供 2019 年收入证明。
您可以使用表格 196PUA 估算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多少救济金。

如果您符合 PUA 资格，则从 2020 年 3 月 29 日的那一周起至 7 月 25 日的一周，每个符合条件的一周，您
还将额外获得 $600 的联邦大流行性失业补偿 (FPUC) 救济金。这并不意味着您将在 3 月 29 日至 7 月的每
一周自动收到 FPUC，您的资格仍有待确定。

我需要什么文件来证明我以前的收入？
在没有收入证明的情况下，我们将最低给予您 $205 的援助金额。然而，您仍然应该收集和保留您的相
关文件，以防您的申请被审查。如果您希望我们评估您的收入以增加您的救济金金额，您需要提交您最
近完整的纳税年度的收入证明，例如：
• 2019 年显示您的净收入的营业税申报表
• 2019 年显示您企业净收入的损益表
• 2019 年工资单据
• 2019 年表 W-2
为了确定您的救济金金额，将使用您通过受雇和自营赚取的任何收入计算您的工资。为了进行这些计算，
您需要提供您最近完整的纳税年度自营职业净收入证明。

PUA 申请需接受审核，包括随机审核。在这些审核期间，我们可能会要求提供受雇或自营职业的收入证明。
在此过程中，我们将接受各种形式的证明。我们也可能要求你提供符合资格的证明。
若未能提供准确的自我证明资料，将会导致现在和以后的 PUA 救济金被否决。您将被要求偿还已支付
的任何救济金，并且您可能面临联邦刑事起诉。
我需要哪些文件来证明我已受雇或自营？
您将自行证明您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伪造有关自我证明的信息将导致当前和以后的 PUA 救济金被拒，
您将不得不偿还已支付的任何救济金，并且您可能会面临联邦刑事诉讼。
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收到款项？
我们预计将收到成千上万的申请，差不多同时提交的。每一申请需要对每一周的资格进行审查，处理过程需
要时间。PUA 流程需要至少一周或至多一个月的时间，具体取决于申请的复杂性。我们将在信息可用时发布
更多有关付款时间安排的信息。订阅COVID-19 页面上的通知以接收自动更新信息。
我在享受 PUA 期间是否也有资格享受每周额外 $600？
如果您有资格获得 PUA，您也有资格享受《CARES 法案》中每周额外 $600。每周 $600 的联邦大流行性
失业补偿 (FPUC) 救济金将自动以单独的付款支付给您。如果您在特定一周内没有资格获得 PUA，您也不
会收到该周的 $600 FPUC 款项。可能在 2020 年 3 月 29 日到 2020 年 7 月 25 日期间提供 FPUC。
如果我有资格进行新申请，但每周救济金金额较低，我是否可以选择留在 PUA？
不。如果您有常规救济金，无论金每周的救济金金额是多少，则您不符合 PUA 的条件。

我正在获得常规 UI 救济金。我是否也有资格获得 PUA 救济金？
否。PUA 仅适用于那些没有资格进行常规失业申请或已用尽其他形式的失业保险救济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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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用尽了常规申请的 UI 救济金。我有资格获得 PUA 吗？
如果您不符，或者已用尽大规模流行病紧急失业补偿 (PEUC)，您可能有资格获得 PUA 救济金。有关此计划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就业部的《CARES 法案》页面。
如果我在另一个州有工资，我可以享有俄勒冈州的 PUA 吗，而无需在另一个州提出申请吗？
否。PUA 仅在您在任何州都没有其他常规申请资格时才可用。

我是一名演出工人。我有资格获得 PUA 吗？
在俄勒冈州，许多演出工作人员都有资格享受常规 UI 救济金。请申请常规 UI 救济金，我们将评估您的申
请。如果您没有资格使用常规 UI，我们将建议您如何完成 PUA 申请。如果您申请 PUA，但是貌似您可能
有资格获得常规 UI，我们将通知您，您需要提交申请常规 UI 救济金。
我是自营职业者，由于 COVID-19 大规模流行病，我不得不停业。我有资格获得 PUA 吗？
如果您因 COVID-19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直接导致您无法工作，您可能有资格获得 PUA，并且：
• 您没有资格享受常规失业申请，或
• 您不符合或或者已用尽大规模流行病紧急失业补偿 (PEUC)。

我是自营职业者，仍在经营，但由于 COVID-19，我的生意已经大大放缓。我有资格获得 PUA 吗？
您可能有资格获得 PUA。如果您正在收取针对您企业的保险赔款，或者您因在其他周所进行的工作而收到
业务付款，请在您的每周申请中进行报告。虽然您可能仍然有资格，但任何业务收入都会影响您根据 PUA
所获得的救济金金额。

我正在接受其他类型的经济援助。我有资格获得 PUA 吗？
这是视情况而定。如果您的雇主正在向您支付工资，或您正在收取针对您企业的保险赔款，又或您因在其
他周所进行的工作而收到业务付款，请在您的每周申请中进行报告。虽然您可能仍然有资格，但这些类型
的收入或款项可能会影响您根据 PUA 所获得的救济金金额。

我享有常规申请，但是我正在处于处罚周。我有资格获得 PUA 吗？
如果您由于取消资格而无法领取常规申请的救济金，并且由于 COVID-19 相关原因之一而失业或无法工作，
您可能有资格获得 PUA。您应该申请 PUA，您的申请将根据联邦准则进行评估。

我有一个常规的 UI 申请，但是因为我之前的失业情况，拒绝向我提供救济金。我有资格获得 PUA 吗？
如果您由于取消资格而无法领取常规申请的救济金，并且由于 COVID-19 相关原因之一而失业或无法工作，
您可能有资格获得 PUA。您应该申请 PUA，您的申请将根据联邦准则进行评估。
我于 2020 年 1 月开始我的第一份工作，现在因为 COVID-19 而失业了。我有资格获得 PUA 吗？
如果您在 2020 年 1 月 30 日宣布 COVID-19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工作，您可能有资格获得 PUA。您必须
满足联邦准则中概述的所有资格标准。

我能够远程工作。我可以领取 PUA 下的救济金吗？
通常若个人有能力进行远程办公，且与之前未远程办公所赚取的工时薪资相同，则 PUA 通常不会给与该个人
救济金。
我工作时间减少。我有资格获得 PUA 吗？
在以下情况，您可能有资格获得 PUA：
• 您没有资格享受常规失业申请，或
• 您不符合或已用尽大规模流行病紧急失业补偿 (PEUC)，
• 以及您工作的时间少于 40 小时，收入低于每周救济金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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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雇主未停业，但我正在带薪休假。我有资格获得 PUA 吗？
针对正在接受带薪病假或其他带薪休假救济金的个人，PUA 通常不会给与该个人救济金。
我的雇主已停业且在我失业期间仍向我支付薪资。我有资格获得 PUA 吗？
针对正在接受带薪病假或其他带薪休假救济金的个人，PUA 通常不会给与该个人救济金。
因为 COVID-19 直接导致我不得不辞职。我有资格获得 PUA 吗？
如果您因 COVID_19 而失业且没有资格享受任何其他失业保险救济金，您可能符合资格。就业部的临时
规则中概述了针对 COVID-19 的特有资格情况。
COVID-19 直接导致我被解雇了。我有资格获得 PUA 吗？
如果您因 COVID‐19 而失业且没有资格享受任何其他失业保险救济金，您可能符合资格。就业部的临时
规则中概述了针对 COVID-19 的特有资格情况。

我以前从未工作过。我有资格获得 PUA 吗？
之前从未工作的个人一般没有资格获得 PUA。但是，如果您打算开始一份新的工作但由于 COVID-19 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直接导致无法开始或无法继续从事工作，您可能符合条件。

如果我在向就业部门报告信息时出错了，怎么办？
如果您发现您向我们错误地报告了信息，请立即通知就业部门。我们要求您通过欺诈热线表格报告错误
或差错。如果您未能告知我们您的信息中存在错误，则可能会认定您故意歪曲您的情况以获得救济金，
并且您可能面临联邦刑事起诉。此外，您需要偿还已支付的任何救济金，同时可能以后无法获取 PUA 救
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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