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2 月 30 日

俄勒冈州紧急租金援助计划 (OERAP)

俄勒冈州紧急租金援助计划申请
如果您因新冠疫情而遭遇困难，并需要协助支付租金，	

您可能符合 OERAP 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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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和所需文件

要符合资格，您必须对以下所有陈述回答“是”：

我是俄勒冈州的租户。

如需完成此申请，您需要：

我的家庭收入符合该计划的收入限制。请查看第 20 页，以获取更多信息，并确认您符合该计划的	
收入限制。

您或您的任何家庭成员是否曾因新冠疫情而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经历收入减少或出现其他	
经济困难？

您是否正在为您在俄勒冈州租赁的房屋寻求租金援助？

您是否有逾期租金通知或驱逐通知，或面临无家可归的风险，或需要协助支付未来租金？

1.	 填写所有要求的信息。
2.	 在要求您签名的地方签名。
3.	 收集您的申请所需文件的副本。
4.	 如果您计划将申请邮寄到当地的计划办公室，请附上已签名的申请和所需文件的副本。您可在第 21 页	
找到您所在县的当地计划办公室的邮寄地址。

5.	 如果您计划将申请直接递交到当地的计划办公室，请将已签名的申请和所需文件装在信封中。您可在	
第 21 页找到您所在县的当地计划办公室的邮寄地址。

6.	 如果您计划在线完成此申请，请在签名并附上所需文件后点击“提交”。
7.	 您完成申请，并亲自递送或邮寄或在线方式提交申请后，我们将审核您的申请。
8.	 请勿发送任何原件。我们无法将这些材料退还给您。

租户文件检查清单

为了处理您的申请，俄勒冈州紧急租金援助计划需要收集文件，以证明您符合资格，您的费用才能得到支付。

1. 为验证您的身份，我们需要以下其中一项：

• 州颁发的计划 ID 或许可证
• 护照/出生证/社保卡/监狱 ID 
• 工作 ID 卡
• 结婚证明 
• 经认证的离婚令副本
• 经认证的、法院裁定的赡养费（如果合法）或声明分居的经公证的声明副本 
• 显示住址的个人或联合银行账户、经认证的购买或贷款
• 显示居住地和个人或联合金融活动的信用报告
• 军人身份证/VA 医疗卡/退伍证明书 (DD214) 
• ODHS 福利总账/社会服务 ID
• 非营利或政府机构证明申请人身份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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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文件检查清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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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S 税务表格，例如 2020 年 1099 表、1040/1040A 表或 1040 表附录 C，显示赚取的金额和雇佣期	
或最近的联邦所得税报表

• 如果您被同一个雇主雇用至少两年，并且可以准确预测薪资增长，则需要提供 2020 年 W-2 表 
• 最近的工资单存根（连续：每周工资需要提供 6 份，双周或半个月工资需要提供 3 份，每月工资需要	
提供 2 份）

• 工作终止信函
• 雇主生成的、用于说明当前年度收入或收益表的工资报告或信函
• 当前银行对账单
• 失业救济申请证明 
• 失业救济到期证明
• 自雇 - 税务记录、报表或其他失业文件

2. 为验证您的收入，我们需要以下其中一项：
（所有年满 18 岁的家庭成员必须提供以下其中一项）

如果您没有收入，您可以填写第 18 页的无收入证明。
如果您有任何金额的收入，我们需要以下其中一项：

3. 为验证您的家庭地址,我们需要以下其中一项：

• 州颁发的计划 ID 或许可证
• 已签署的租约或书面租赁协议
• 您名下显示过去或当前到期金额的公用事业账单
• 显示居住地的信用报告 
• 来自官方（房东、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医疗机构或学校）的正式信函

4. 为核实您欠付的租金，我们需要以下其中一项：

• 由申请人和房东或转租人签署的现行租约，其中指明了申请人居住的单位并显示租金支付金额
• 如果您没有已签署的租约，您的租金金额证明则可以包括以下其中一项：

• 银行对账单、支票存根或其他显示租金支付模式的证明
• 房东的书面信函，房东可以被证实是您租房的实际业主或管理代理（第 24 页到期租金房东	
确认表）

• 如果房东拒绝签署，您也可以提交到期租金自我确认表（第 23 页） 
• 其他收取租金的正式尝试或到期/未付租金通知

请注意：您不能申请报销已经支付的租金。

援助是在公平和平等的基础上提供的，俄勒冈州紧急租金援助计划在提供援助时不会基于种族、肤色、信仰、
宗教、国籍、性别、婚姻状况、公共援助状况、残疾、家庭状况、性别认同或性取向存在歧视。



请填写以下所有信息。回答完所有问题后，请在申请和附件上签名 
并注明日期。

如果您对所要求的任何信息或所需文件有疑问，或需要合理的协助，	
请联系您当地的计划管理人员寻求帮助。请在第 21 页查找您当地的	
计划管理人员。

家庭主申请人信息

名字：

姓氏：

出生日期：

社保号码（非必填项）：

社区合作伙伴代码：
（如果没有，请留空）

选择题：您是否正在与特定文化组织或其他社区组织合作完成此申请？

否是 如果是，请列出：

我是租客

税号（非必填项）：

其他 ID 号码（非必填项）：

我们如何与您联系？

电话： 备用电话：

电子邮箱： 备用电子邮箱：

代理或个案经理的电话或电子邮箱（如有）：

俄勒冈州紧急租金 
援助计划 (OE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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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种族/部族（请选择一项）

美洲印第安人 – 阿拉斯加原住民
美洲印第安人 – 哈尼县伯恩斯派尤特
美洲印第安人 – 中美洲或南美洲土著血统
美洲印第安人 – 格兰德邦联部落 
美洲印第安人 – 锡列兹联盟部落 
美洲印第安人 – 乌马蒂拉联盟部落 
美洲印第安人 – 温泉联盟部落 
美洲印第安人 – 库斯、乌姆帕下城和休斯劳  
美洲印第安人 – 科基耶印第安部落
美洲印第安人 – 乌姆帕印第安考克里克人 
美洲印第安人 – 克拉马斯部落
美洲印第安人 – 其他北美原住民/部族 
美洲印第安人 – 未知土著
亚裔 – 亚洲印度裔 
亚裔 – 华裔 
亚裔 – 菲律宾裔 
亚裔 – 日裔 
亚裔 – 韩裔
亚裔 – 其他（例如，巴基斯坦裔、柬埔寨裔或赫蒙裔） 
亚裔 – 越南裔
黑人或非裔美国人 - 非裔美国人（家庭已在该国生活多代的黑人） 

黑人或非裔美国人 - 加勒比海黑人
黑人或非裔美国人 - 埃塞俄比亚人

黑人或非裔美国人 - 索马里人
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岛民 - 查莫罗人
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岛民 - 夏威夷原住民
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岛民 - 其他太平洋岛民（例如，汤干岛、斐济岛或马歇尔岛） 

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岛民 - 萨摩亚人
白人 - 欧洲
白人 - 中东或北非 
白人 - 其他
白人 - 斯拉夫
两个或多个种族 
种族未列出

不想回答

黑人或非裔美国人 - 其他黑人/非裔美国人（其他或未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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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裔

性别

主要语言

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 中美洲

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 墨西哥

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 南美洲 

非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 其他 

不想回答

男

女

跨性别女性

非男非女/非常规性别 

未列出

跨性别男性
不想回答

美国手语

粤语

英语 

波斯语 

普通话

越南语 

菲律宾语

俄语或其他斯拉夫语 

西班牙语

其他

街道地址

家庭信息

包括所有成人和儿童在内，您家共有几口人？

选择一项： 我的邮寄地址与物业地址相同。
我的邮寄地址与物业地址不同，为：

街道地址（第 1 行）：

街道地址（第 2 行）：

俄勒冈州，城市： 邮政编码：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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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家庭成员信息（仅 18 岁及以上成人需要提供姓名）：

其他家庭成员 名字 姓氏 出生日期

成员 1：

成员 2：

成员 3：

成员 4：

成员 5：

成员 6：

成员 7：

成员 8：

家庭成员（仅子女）出生日期：

子女 1 年龄： 子女 2 年龄： 子女 3 年龄： 子女 4 年龄：

子女 5 年龄： 子女 6 年龄： 子女 7 年龄： 子女 8 年龄：

房东信息

提供您所拥有的所有联系信息，本地计划管理人员将联系您的房东，验证您的信息。请注意：您必须提供您房东的
电子邮箱。

房东/物业经理公司名称：

房东/物业经理电子邮箱：

房东/物业经理名字： 房东/物业经理姓氏：

房东/物业经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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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地址（第 1 行）：

街道地址（第 2 行）：

俄勒冈州，城市： 邮政编码：



房东信息（续）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手机号码： 联系人工作电话：

电子邮箱：

租金援助

谁支付此账单（家庭成员姓名）？ 

卧室数量： 您每月支付多少美元租金（不含费用）？

您是否从其他租金援助计划获得过援助，租金与您当前申请金额相同？

是，但我只要求支付尚未支付的租金。否

波特兰市紧急租金援助 

克拉克马斯县紧急租金援助 

莱恩县紧急租金援助 

马里恩县紧急租金援助

蒙诺玛县紧急租金援助

华盛顿县紧急租金援助

任何其他联邦、州或地方援助计划。	
如果有，请列出：

请勾选您已经从中获得援助的计划：

您可以在下一页列出您获得的任何其他援助。

逾期租金

对于逾期租金，请尽您所知填写以下文本框。自 2020 年 3 月 13 日起，您可申请最多 15 个月的租金。这 15 个
月的租金可能包括最多 3 个月的未来租金。如果您选择不填写下方文本框，您也可以提交一份内含相同信息的
明细表。选择所有拖欠租金和费用的月份。您可以申请自今日起未来 3 个月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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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租金（续）

月份

2020 年 4 月

原应付金额 您已支付的金额 应付费用 其他计划支付的金额 合计拖欠金额

2020 年 3 月

2020 年 5 月

2020 年 6 月

2020 年 7 月

2020 年 8 月

2020 年 9 月

2020 年 10 月

2020 年 11 月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2 月

2021 年 3 月

2021 年 4 月

2021 年 5 月

2021 年 6 月

2021 年 7 月

2021 年 8 月

2021 年 9 月

2021 年 10 月

2021 年 11 月

2021 年 12 月

申请的租金援助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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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申请人请求协助和利益声明、证明以及代位求偿协议的副本 

俄勒冈州紧急租金援助计划 (OERAP) 向符合条件的租户家庭提供紧急援助，包括直接或间接因新冠疫情	
而需要的租金援助。本计划由俄勒冈州住房和社区服务部 (OHCS) 管理，并由美国财政部直接或间接资助，	
作为《2021 年综合拨款法》 Pub. L. 第 116-260 号（2020 年 12 月 27 日）（第 501 节）的一部分。

OHCS 必须执行程序，以防止任何重复福利 (DOB)，如第 501 节所规定。使用此表格，OERAP 援助申请人  
1) 概述了所请求的 OERAP 援助；2) 确定收到或预期收到的其他重复援助；3) 说明 OERAP 援助资金请求；	
4) 证明信息的准确性；5) 同意偿还任何发放的重复的 OERAP 援助。

依据伪证罪，本人/我们保证，据本人/我们所知所信，本文件中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本人/我们还了解，	
提供虚假陈述构成欺诈行为。虚假、误导性或不完整的信息可能导致本人没有资格参加此计划或任何其他	
将接受本文件的计划。此外，如果本人/我们在未来收到与 OERAP 资金同一目的的资金，我本人/我们同意	
偿还重复的援助资金。警告：任何故意向美国财政部提出虚假申请或声明的人，都可能根据《美国法典》	
第 18 卷第 287 条、第 1001 条和第 31 卷第 3729 条受到民事或刑事处罚。

请参阅第 9 页的租金援助申请总额。

在此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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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包括什么？
包括您所有的收入来源，以及在扣除任何保险、税费、退休金、医疗保险等费用之前的收入。您的总收入（总额）
是您在扣除保险、税费、医疗保险、各种费用之前的收入总额。净收入是指扣除任何费用后剩余的金额。对于此
申请，请输入您所有收入类型的总收入。

以下收入类型不计入收入计算：
• 未成年人（17 周岁及以下）的收入 
• 联邦家庭刺激费    
• 居家健康助理的收入
• 非现金福利，例如儿童保育或医疗援助和食物支持 
• 一次性现金礼品，例如生日礼物

家庭收入和新冠疫情困难 

选项 1：零收入自我认证
任何声称在过去 30 天内没有收入的成年家庭成员必须填写无收入证明。您可在第 18 页找到该文件。

选项 2：如果您有收入，可以使用您的 2020 年 1040 表调整后总收入
这是首选选项，因为使用您的 2020 年税费，您可以使用调整后的总收入（低于您的总收入），并且您只需对其	
认证一次。所有其他选项要求您每 90 天重新认证一次收入。

名字和姓氏：
（列出所有 18 岁及以上的家庭成员）

2020 年 1040 表
（调整后总收入）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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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和新冠疫情困难（续）

选项 3：使用其他收入文件报告收入（例如：2020 年 1099 表、W-2 表或 60 天的工资存根、收据或存款单）。 
应分别输入每种收入来源。

名字和姓氏：
（列出所有 18 岁及以上的家庭成员） 
 

过去 60 天总收入收入来源
（主要工作、社保、自雇工资、失业费、赡养费、
子女抚养费等）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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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冠疫情相关的 OERAP 援助申请

OERA 计划要求，自 2020 年 3 月 13 日起，您的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名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或家庭收入	
减少、产生重大成本，或遭受由疫情直接或间接导致的其他经济困难。这就意味着必须至少在下方第 I 部分	
或第 II 部分中勾选一个方框（您无需勾选每个方框）。

(I) 失业或 (II) 收入减少和/或费用增加的自我认证：

I. 自 2020 年 3 月 13 日起，我的家庭成员享有失业救济金

最近一次失业日期：

已申请失业：

已获得失业救济金：

再就业日期：

II. 自 2020 年 3 月 13 日以来，我家有一名成员家庭收入减少、产生重大成本，或直接或间接由疫情导
致其他经济困难。困难包括（勾选所有适用项）：

家庭收入减少

成本显著增加

医疗费用，包括新冠肺炎患者的家庭护理 

购买个人防护装备（如手套、口罩、面罩） 

与应付的租金或公用事业费用相关的处罚、费用和法律费用 

用信用卡支付的租金或公用事业费用
避免无家可归或住房不稳定的搬家成本 

托儿费用增加

远程工作或上学所需的访问互联网和电脑成本

替代运输成本

因学校关闭或儿童保育变更而强制性的休假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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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冠疫情相关的 OERAP 援助申请（续）

(III) 无家可归或住房不稳定风险的自我认证：

OERA 计划要求，自 2020 年 3 月 13 日起，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经历/能够证明无家可归或住房不稳定的	
风险增加。

III. 我家的一位成员曾经历过无家可归或住房不稳定的风险增加。（并非只有申请时存在此类困难才	
可获得援助，只要自 2020 年 3 月 13 日起的任何时间段内存在此类困难即可。例如，如果您的家庭	
成员在 2020 年 3 月 13 日至 2020 年 8 月 1 日期间面临风险或被驱逐，或在这期间生活在过度拥挤	
的环境内，根据这一资格标准，您的家庭将有资格获得 OERAP 援助。）：

被驱逐风险

终止租赁的风险

生活费用“成倍增加”或生活在对您来说不是永久住所的地方

难以支付超出家庭负担能力的租金 

依赖信用卡和/或耗尽储蓄用于支付租金或公用事业费用

难以支付食物、处方药、托儿或交通等必需费用 

因 2020 年野火流离失所，仍需住房援助

其他

困难包括（勾选所有适用项）：

依据伪证罪，本人保证，据本人所知，本证明中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本人还了解，提供虚假陈述构成欺诈	
行为。虚假、误导性或不完整的信息可能导致偿还通过 OERA 计划收到的任何资金以及适用法律下提供的	
其他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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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冈州住房和社区服务局 (OHCS) 致力于确保联系我们以寻求帮助的个人和家庭的隐私。我们深知，您告知
我们的顾虑是高度个人化的。我们向您保证，您与 OHCS 分享的所有信息（个人信息），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均
将依据适用的州和联邦法律进行管理。虽然根据俄勒冈州的公共记录法 ORS 192.355(24)，您的个人信息不受
披露限制，但我们会在适用法律要求以及管理俄勒冈州紧急租金援助计划 (OERAP) 所需的范围内共享您的个人
信息。如果您的个人信息需要向第三方披露，只有在您授权并签署“第三方信息发布授权”选项卡的情况下才会
共享。请注意，如果您未签署信息发布的第三方授权，您将没有资格申请 OERAP 资金。如果您确实签署了信息
发布授权，您的个人信息将以如下方式共享：

隐私政策

在 OHCS 内披露：您的个人信息将仅与需要知道您个人信息的 OHCS 员工共享，以便为您提供 OHCS 服务，包括
但不限于审查、处理您的 OERAP 基金申请、根据适用法律管理 OERAP，并就 OERAP 和与该计划相关的选项向
您提供建议。OHCS 还可能以汇总、匿名的形式使用您的个人信息，以便：(i) 研究；(ii) 评估我们的 OHCS 服务；	
(iii) 设计未来的 OHCS 计划。

向 OHCS 代理和分包商披露：您的个人信息将仅在此类各方协助 OHCS 处理您的 OERAP 申请、就 OERAP 和与
计划相关的选项提供咨询以及根据适用法律管理 OERAP 的必要范围内与 OHCS 代理和分包商共享。OHCS 代理
和分包商受与 OHCS 相同保密义务的约束，并应像 OHCS 一样对待和保护您的个人信息。

向其他政府机构、实体、有关部门披露：OHCS 及其代理和分包商将在以下情况向其他政府机构、实体或有关部
门披露您的个人信息：(i) 为遵守 OERAP 的管理而必要时（例如且不限于联邦援助报告要求）；(ii) 如果适用法律
强制这样做（例如，回应法院或其他具有管辖权有关部门的传票）；以及 (iii) 确保没有重复的福利援助。

向其他第三方披露：OHCS 及其代理人和分包商将仅在验证和处理您的申请所需的范围内向您的房东、物业管理	
公司和公用事业公司（包括互联网提供商）披露您的个人信息。如果适用法律强制要求，OHCS 会将您的个人信
息披露给其他第三方（例如，回应法院或其他具有管辖权的部门发出的传票）。除了如上所述限制披露您的个人
信息外，OHCS 计算机系统、网络及其第三方应用服务提供商采用符合适用的联邦和州法律的物理、电子和程序
保障措施，这些措施是为了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不被披露给未授权方而制定或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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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每份声明并在表格底部签字同意每个家庭成员：

宣誓书

1.	 依据伪证罪，本人/我们保证，本宣誓书中的所有信息均真实无误，且上述活动导致本人/我们需要援助。
2.	 本人/我们明白并同意，OHCS 和/或其代理人可能会调查本人/我们陈述的准确性，可能要求本人/我们提供	
证明文件，以及故意提交虚假信息可能会违反联邦和/或州法律。

3.	 本人/我们了解，如果本人/我们从事欺诈或虚报与本 OERAP 宣誓书相关的任何事实，或者本人/我们未提供
所有必要文件，OHCS 可能会寻求额外信息以验证准确性和/或本人可能被取消寻求援助的资格。

4.	 本人/我们了解，OERAP 资金无意重复本人/我们收到的任何相同费用的其他资金，本人/我们证明本人/我们
没有从本人/我们在此 OERAP 申请中请求的任何其他资金来源获得重复福利援助。

5.	 本人/我们了解，OHCS 和/或其代理人将使用这些信息评估本人/我们的援助资格，但 OHCS 及其代理人没有
义务仅根据本宣誓书中的陈述向本人/我们提供援助。

6.	 本人/我们了解，OERAP 援助仅适用于主要住宅，本人/我们特此确认，本人/我们的申请中所列地址是本人/
我们的主要住宅。

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
1.	 本人了解，提交申请并不能保证获得 OERAP 援助。
2.	 本人特此授权 OHCS 及其雇员和代理人讨论、分享、发布或以其他方式提供有关本人的租赁历史、公用事业
费用支付状态、雇佣以及财务和租赁情况的信息，以便为解决本人的住房和/或公用事业问题及防止福利重复
而寻求解决方案。

3.	 本人了解，这些信息将被视为机密，对这些信息的访问将仅限于直接协助本人申请的人员。
4.	 本人了解，OHCS 可能会提供适用隐私法律未涵盖的某些信息，以便向美国财政部或其继任者或受让人报告，
用于与联邦住房计划相关的有限报告目的。

5.	 本人同意通过本人提供的任何手机号码或地址就租赁援助请求与本人联系。包括电子邮箱、短信和本人的	
移动电话。

申请流程：

1.	 本人了解，本人不会因为提交 OHCS、其受让人或代理人申请或要求的任何其他表格或文件而自动有资格获得 
OERAP 援助。

2.	 本人了解，这只是一份援助申请，OHCS 及其代理人或其受让人在审查本人的申请时还将考虑其他因素。
3.	 本人了解，本人的申请可能不符合适用标准，并且本人将通过邮件、电子邮件或通过在线申请获得有关本人的
申请接受或拒绝的书面通知。

4.	 本人保证，本人愿意提供所有要求的文件，并愿意及时回复 OHCS 及其合作伙伴的所有通信。
5.	 本人授权 OHCS、其代理人及其受让人随时审查和验证本人的 OERAP 申请中包含的信息。
6.	 本人了解，本人可能会接受 OHCS 或其受让人的审计，并同意及时提供所要求的文件，或者可能终止或偿还对
本人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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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书（续）

7.	 本人同意，如果本人在接受 OERAP 未来租金援助的当月最后一天之前搬家，本人将立即通知 OHCS。在此类	
情况下，接收未来租金的一方（本人或房东）将负责偿还全部或部分未来租金。

8.	 申请人承认，如果 OHCS 或其任何合作伙伴确定申请人提交的任何信息不正确或不准确，OHCS 或其合作伙
伴可能会调整该信息。

欺诈防范：
1.	 本人已描述本人目前的财务状况，并证明此处提供的所有信息以及附件在本人所知范围内均真实、准确且	
正确。

2.	 本人了解，虚假或误导性信息将影响本人获得援助的能力，并可能成为拒绝本人的申请或终止本人可能获得的	
援助的理由。

3.	 本人了解，虚假或误导性信息可能导致要求立即偿还本人获得的任何援助。
4.	 本人也了解，故意提交虚假信息可能会违反联邦法律。

免责声明/责任限制

您同意保护 OHCS 及其受让人（下称“代理机构”）及其关联公司、子公司、代理人及其各自的高级职员、董事、	
员工和代理人免受因代理机构的任何陈述或保证、您未能遵守条款和条件、您的疏忽、作为或不作为以及您侵犯
或被指控侵犯第三方的权利而产生的所有索赔、责任、成本和费用。在任何情况下，OHCS 或其受让人均不对因
您使用或无法使用 OHCS 网站或其服务或程序而导致的任何利润损失、机会损失或任何直接、后果性、附带性、
特殊、惩罚性或惩戒性损害承担责任，即使已告知 OHCS 发生此类损害的可能性，无论诉讼形式是合同、保证、	
侵权（包括疏忽）、严格责任还是其他。这包括基于任何住房咨询师或其员工或其代理人的任何声明、陈述、	
疏忽、作为或不作为而造成的任何损害或损失。

联系服务商或物业管理公司的第三方

申请人和任何共同申请人及以下列明的年满 18 岁及以上（如有）的居民（单独和共同称为“借款人申请人”）授权
本申请上的所有第三方供应商；以及协助 OHCS 审查 OERAP 申请的第三方（单独或共同称为“第三方”）共享、	
发布、讨论、以其他方式向对方提供或与租约有关的公开和非公开个人信息、公用事业，和/或申请人的 OERAP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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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收入证明

俄勒冈州紧急租金援助计划

18

附录

无收入的成年家庭成员姓名：

在过去 30 天内，您是否从以下任何来源获得收入？

薪水、工资、小费、奖金、佣金等 

遣散费

工人补偿金

资产（包括银行账户）利息/股息 

企业或职业经营的净收入

失业救济金

社会保障或补充性社会保障收入 (SSI) 

年金、养老金或退休金（即 IRA、401K）

保险单、伤残、死亡赔偿金或类似类型的定期收据 

赡养费或子女抚养费

从组织或非居住在该住所的其他人士处获得的定期捐赠或礼品（包括 GoFundMe 等在线捐赠或通过
当地银行进行的捐赠）

武装部队成员的所有常规工资、特殊工资和津贴，但暴露于敌方火力的在武装部队服役的家庭成员的
特别工资除外（例如，在过去，特别工资包括沙漠风暴行动的收入）

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临时援助 (TANF)

任何其他来源（如有，请说明）

O R E G O N
Emergency Rental 

Assistance Program

自雇收入，包括直接销售咨询（即 Mary Kay、Tupperware）、Uber/Lyft 服务或在线销售



无收入证明（续）

如果您为上一页的所有问题输入了“否”，则所指的家庭成员可通过在下面签名证明其没有收入。

19

依据伪证罪，本人保证，据本人所知，本证明中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本人还了解，提供虚假陈述构成欺诈行为。
虚假、误导性或不完整的信息可能导致偿还通过 OERA 计划收到的任何资金以及适用法律下提供的其他救济。	
本人还允许 OHCS 及其合作伙伴从美国国税局获得任何纳税申报单的副本，并向其他州立机构验证本文提供的
收入和其他信息。

家庭成员 1：

在此处签名：

家庭成员 2：

在此处签名：

家庭成员 3：

在此处签名：

家庭成员 4：

在此处签名：

家庭成员 5：

在此处签名：

家庭成员 6：

在此处签名：

家庭成员 7：

在此处签名：

家庭成员 8：

在此处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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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提供证明文件的收入

俄勒冈州紧急租金援助计划

20

收入证明 - 自我确认

如果家庭有收入但无法提供证明文件或以其他传统方式显示收入，则应使用此表格。如果没有其他可用工资存
根，此表格可作为“工资存根”上传到在线申请中，或者作为俄勒冈州紧急租金援助申请收入气泡中的“其他收入”
文件上传。请为无法提供收入证明文件的每位家庭成员提交一份表格。如需了解有关如何申请援助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俄勒冈州紧急租金援助网站，网址为：www.OregonRentalAssistance.org。

O R E G O N
Emergency Rental 

Assistance Program

请注意：如果您提交的是纸质申请，可以将该文件作为附录附上。

申请人姓名：

雇员姓名（如果不同于申请人）：

雇主姓名：

雇主地址：

雇主电话： 雇主电子邮箱：

开始日期： 过去 12 个月的总收入：

过去 12 个月内我从该雇主处获得了收入，但由于以下原因无法记录：

该企业由于新冠疫情影响而倒闭

我的工资是以现金形式收到的

我的报酬记录已丢失或损毁

其他原因：

本人确认，据本人所知，上述收入信息真实准确。

本人了解，提供虚假陈述构成欺诈行为。虚假、误导性或不完整的信息可能导致拒绝我的家庭申请、	
偿还通过俄勒冈州紧急租金援助计划 (OERAP) 获得的任何资金、承担《俄勒冈州虚假索赔法》	
（ORS 180.750 到 180.785）规定的责任和处罚，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救济。

（如果提供电子签名）下方输入的姓名作为本人对上述认证的电子签名。

申请人签名 申请人姓名 日期

http://www.OregonRentalAssista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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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冈州紧急租金援助计划

O R E G O N
Emergency Rental 

Assistance Program

地区收入中位数表

如需获得俄勒冈州紧急租金援助，您的家庭收入不得超过您所居住地区收入中位数 (AMI) 的 80%。请查看下表，查找 
您的县和家庭规模，了解您所在地区的收入限额。例如，居住在克拉克马斯县的 2 人家庭，收入必须低于 61,900 美元， 
才有资格获得援助。

县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5 人 6 人 7 人 8 人

贝克 36,050 美元 41,200 美元 46,350 美元 51,500 美元 55,650 美元 59,750 美元 63,900 美元 68,000 美元 
本顿 47,600 美元 54,400 美元 61,200 美元 68,000 美元 73,450 美元 78,900 美元 84,350 美元 89,800 美元 
克拉克马斯 54,150 美元 61,900 美元 69,650 美元 77,350 美元 83,550 美元 89,750 美元 95,950 美元 102,150 美元 
克拉索普 40,850 美元 46,650 美元 52,500 美元 58,300 美元 63,000 美元 67,650 美元 72,300 美元 77,000 美元 
哥伦比亚 54,150 美元 61,900 美元 69,650 美元 77,350 美元 83,550 美元 89,750 美元 95,950 美元 102,150 美元 
库斯 36,050 美元 41,200 美元 46,350 美元 51,500 美元 55,650 美元 59,750 美元 63,900 美元 68,000 美元 
克鲁克 36,050 美元 41,200 美元 46,350 美元 51,500 美元 55,650 美元 59,750 美元 63,900 美元 68,000 美元 
库里 36,050 美元 41,200 美元 46,350 美元 51,500 美元 55,650 美元 59,750 美元 63,900 美元 68,000 美元 
德舒特 45,050 美元 51,450 美元 57,900 美元 64,300 美元 69,450 美元 74,600 美元 79,750 美元 84,900 美元 
道格拉斯 36,750 美元 42,000 美元 47,250 美元 52,500 美元 56,700 美元 60,900 美元 65,100 美元 69,300 美元 
吉列姆 36,050 美元 41,200 美元 46,350 美元 51,500 美元 55,650 美元 59,750 美元 63,900 美元 68,000 美元 
格兰特 36,050 美元 41,200 美元 46,350 美元 51,500 美元 55,650 美元 59,750 美元 63,900 美元 68,000 美元 
哈尼 36,050 美元 41,200 美元 46,350 美元 51,500 美元 55,650 美元 59,750 美元 63,900 美元 68,000 美元 
胡德里佛 42,150 美元 48,150 美元 54,150 美元 60,150 美元 65,000 美元 69,800 美元 74,600 美元 79,400 美元 
杰克逊 38,300 美元 43,750 美元 49,200 美元 54,650 美元 59,050 美元 63,400 美元 67,800 美元 72,150 美元 
杰佛逊 36,050 美元 41,200 美元 46,350 美元 51,500 美元 55,650 美元 59,750 美元 63,900 美元 68,000 美元 
约瑟芬 36,450 美元 41,650 美元 46,850 美元 52,050 美元 56,250 美元 60,400 美元 64,550 美元 68,750 美元 
克拉马斯 36,050 美元 41,200 美元 46,350 美元 51,500 美元 55,650 美元 59,750 美元 63,900 美元 68,000 美元 
莱克 36,050 美元 41,200 美元 46,350 美元 51,500 美元 55,650 美元 59,750 美元 63,900 美元 68,000 美元 
莱恩 39,900 美元 45,600 美元 51,300 美元 56,950 美元 61,550 美元 66,100 美元 70,650 美元 75,200 美元 
林肯 36,050 美元 41,200 美元 46,350 美元 51,500 美元 55,650 美元 59,750 美元 63,900 美元 68,000 美元 
林恩 37,650 美元 43,000 美元 48,400 美元 53,750 美元 58,050 美元 62,350 美元 66,650 美元 70,950 美元 
马尔豪尔 36,050 美元 41,200 美元 46,350 美元 51,500 美元 55,650 美元 59,750 美元 63,900 美元 68,000 美元 
马里恩 39,600 美元 45,250 美元 50,900 美元 56,550 美元 61,100 美元 65,600 美元 70,150 美元 74,650 美元 
莫罗 36,900 美元 42,150 美元 47,400 美元 52,650 美元 56,900 美元 61,100 美元 65,300 美元 69,500 美元 
蒙诺玛 54,150 美元 61,900 美元 69,650 美元 77,350 美元 83,550 美元 89,750 美元 95,950 美元 102,150 美元 
波尔克 39,600 美元 45,250 美元 50,900 美元 56,550 美元 61,100 美元 65,600 美元 70,150 美元 74,650 美元 
谢尔曼 37,600 美元 43,000 美元 48,350 美元 53,700 美元 58,000 美元 62,300 美元 66,600 美元 70,900 美元 
蒂拉穆克 36,050 美元 41,200 美元 46,350 美元 51,500 美元 55,650 美元 59,750 美元 63,900 美元 68,000 美元 
乌马蒂拉 38,400 美元 43,850 美元 49,350 美元 54,800 美元 59,200 美元 63,600 美元 68,000 美元 72,350 美元 
联合 36,050 美元 41,200 美元 46,350 美元 51,500 美元 55,650 美元 59,750 美元 63,900 美元 68,000 美元 
瓦洛瓦 36,900 美元 42,150 美元 47,400 美元 52,650 美元 56,900 美元 61,100 美元 65,300 美元 69,500 美元 
瓦斯科 38,400 美元 43,850 美元 49,350 美元 54,800 美元 59,200 美元 63,600 美元 68,000 美元 72,350 美元 
华盛顿 54,150 美元 61,900 美元 69,650 美元 77,350 美元 83,550 美元 89,750 美元 95,950 美元 102,150 美元 
惠勒 36,050 美元 41,200 美元 46,350 美元 51,500 美元 55,650 美元 59,750 美元 63,900 美元 68,000 美元 
亚姆希尔 54,150 美元 61,900 美元 69,650 美元 77,350 美元 83,550 美元 89,750 美元 95,950 美元 102,15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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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联系信息
所有西班牙语
使用者

俄勒冈州社会服务组织 (OHDC) 
电话：855-215-6158 | 500 NW 20th St., Suite 100 Gresham, OR 97030

贝克 俄勒冈州东北社区联系中心 (CCNO) 
电话：541-523-6591 | 2810 Cedar St., Baker City, OR 97814

本顿 社区服务联合会 (CSC) 
电话：541-704-7506 | 250 Broadalbin St. SW, Suite 2A, Albany, OR 97321

克拉克马斯 克拉克马斯县社会服务处 (CCSSD) 
电话：503-655-8575 | 2051 Kaen Road, Unit 135, Oregon City, OR 97045

克拉索普 社区行动团队 (CAT) 
电话：503-325-1400 | 364 9th St., Clatsop, OR 97146

哥伦比亚 社区行动团队 (CAT) 
电话：503-397-3511 | 125 N. 17th St., Saint Helens, OR 97051

库斯 俄勒冈州海岸社区行动 (ORCCA) 
电话：541-435-7080 x 370 | 1855 Thomas Ave., Coos Bay, OR 97420

克鲁克 邻里影响 (NI) 
电话：541-548-2380 x 210 | 1855 Thomas Ave., Coos Bay, OR 97420

库里 俄勒冈州海岸社区行动 (ORCCA) 
电话：541-435-7080 x 370 | 1855 Thomas Ave., Coos Bay, OR 97420

德舒特 邻里影响 (NI) 
电话：541-548-2380 x 210 | 2303 SW First St., Redmond, OR 97756

道格拉斯 联合社区行动网络 (UCAN) 
电话：541-672-5392 | 280 Kenneth Ford Drive, Roseburg, OR 97470

吉列姆 俄勒冈州东部中心社区行动计划 (CAPECO) 
电话：541-276-1926 | 721 SE 3rd St., Suite D, Pendleton, OR 97801

格兰特 俄勒冈州东北社区联系中心 (CCNO) 
电话：541-575-2949 | 142 NE Dayton, John Day, OR 97850

哈尼 社区行动 (CinA) 
电话：541-889-9555 | 915 SW 3rd Ave., Ontario, OR 97914

胡德里佛 哥伦比亚中部社区行动委员会 (MCCAC) 
电话：541-298-5131 | 606 State St., Suite 1B, Hood River, OR 97031

杰克逊 ACCESS 
电话：541-494-1210 | 3630 Aviation Way, Medford, OR 97504

杰佛逊 邻里影响 (NI) 
电话：541-548-2380 x 210 | 2303 SW First St., Redmond, OR 97756

约瑟芬 联合社区行动网络 (UCAN) 
电话：541-956-4084 | 280 Kenneth Ford Drive, Roseburg, OR 97470

克拉马斯 克拉马斯和莱克社区行动服务 (KLCAS) 
电话：541-882-3500 | 535 Market St., Klamath Falls, OR 97601

莱克 克拉马斯和莱克社区行动服务 (KLCAS) 
电话：541-882-3500 | 535 Market St., Klamath Falls, OR 97601

俄勒冈州紧急租金援助计划

O R E G O N
Emergency Rental 

Assistance Program

当地合作伙伴的联系信息

俄勒冈州紧急租金援助计划 (OERAP) 由 OHCS 资助，您可以从当地计划管理人员处寻求申请帮助。 
您可以在下方找到提供商的名单以及有关如何联系这些提供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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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冈州紧急租金援助计划

O R E G O N
Emergency Rental 

Assistance Program

当地合作伙伴的联系信息

莱恩 莱恩县社会服务处 (LCHSD) 
电话：541-682-3776 | 151 W. 7th Ave., Suite 560, Eugene, OR 97401

林肯 社区服务联合会 (CSC) 
电话：541-704-7506 | 250 Broadalbin St. SW, Suite 2A, Albany, OR 97321

林恩 社区服务联合会 (CSC) 
电话：541-704-7506 | 250 Broadalbin St. SW, Suite 2A, Albany, OR 97321

马尔豪尔 社区行动 (CinA) 
电话：541-889-9555 | 915 SW 3rd Ave., Ontario, OR 97914

马里恩 威拉米特谷中部社区行动机构 (MWVCAA) 
电话：503-399-9080 x 4003 | ARCHES Project, 615 Commercial St. NE, Salem, OR 97301

莫罗 俄勒冈州东部中心社区行动计划 (CAPECO) 
电话：541-276-1926 | 721 SE 3rd St., Suite D, Pendleton, OR 97801

蒙诺玛 蒙诺玛县 
电子邮箱：rentassistance@multco.us 
电话：503-988-0466 (可选择西班牙语或英语），211 或 866-698-6155 | 209 SW 4th Ave. 
#200, Portland, OR 97204

波尔克 威拉米特谷中部社区行动机构 (MWVCAA) 
电话：503-399-9080 x 4003 | ARCHES Project, 615 Commercial St. NE, Salem OR 97301

谢尔曼 哥伦比亚中部社区行动委员会 (MCCAC) 
电话：541-298-5131 | 312 E 4th St., The Dalles, OR 97058

蒂拉穆克 社区行动团队 (CAT) 
电话：503-842-5261 | 2310 1st St., Suite 2, Tillamook, OR 97141

乌马蒂拉 俄勒冈州东部中心社区行动计划 (CAPECO) 
电话：541-276-1926 | 721 SE 3rd St., Suite D, Pendleton, OR 97801

联合 俄勒冈州东北社区联系中心 (CCNO) 
电话：541-963-7532 | 1504 N Albany St., La Grande, OR 97850

瓦洛瓦 俄勒冈州东北社区联系中心 (CCNO) 
电话：541-426-3840 | 702 NW 1st St., Enterprise, OR 97828

瓦斯科 哥伦比亚中部社区行动委员会 (MCCAC) 
电话：541-298-5131 | 312 E 4th St., The Dalles, OR 97058

华盛顿 社区行动组织 (CAO) 
电话：503-615-0770 | 1001 SW Baseline St., Hillsboro, OR 97123

惠勒 俄勒冈州东部中心社区行动计划 (CAPECO) 
电话：541-276-1926 | 721 SE 3rd St., Suite D, Pendleton, OR 97801

亚姆希尔 亚姆希尔社区行动合作伙伴 (YCAP) 
电话：503-687-1494 | YCAP, P.O. Box 621, McMinnville, OR 97128

县 联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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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没有书面租赁协议并且您的房东不能或不愿签署房东/租户关系确认书，则可以使用此表）。

房东是否授权管理公司管理该物业？ 是 否 不知道

申请人姓名：

出租房屋地址：

房东姓名（租金接收人姓名）：

房东地址：

房东电话： 房东邮箱：

租期届满（如有，非必填项）：

租金中是否包含任何公用事业费用？ 否 是 如果是，请列出：

本人了解，因为本人无法出示书面租赁协议或房东/租户关系和所欠租金确认书以及房东的签名，本人可能需要
提供额外信息或回答其他问题。

本人保证，据本人所知，本证明中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本人还了解，提供虚假陈述构成欺诈行为。虚假、误导性
或不完整的信息可能导致拒绝申请、偿还通过俄勒冈州紧急租金援助计划 (OERAP) 获得的任何资金或法律规定
的其他救济，以及承担包括但不限于《俄勒冈州虚假索赔法》规定的责任和处罚。

申请人签名 申请人姓名 日期

申请人入住日期：

逾期租金：月租金：

O R E G O N
Emergency Rental 

Assistance Program

俄勒冈州紧急租金援助计划
房东/租户关系和所欠租金自我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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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未与房东签订书面租赁协议，则可以使用此表）。

房东是否授权管理公司管理该物业？ 是 否 不知道

申请人姓名：

出租房屋地址：

房东姓名（租金接收人姓名）：

房东地址：

房东电话： 房东邮箱：

租期届满（如有，非必填项）：

租金中是否包含任何公用事业费用？ 是 否 如果是，请列出：

本人保证，据本人所知，本证明中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本人还了解，提供虚假陈述构成欺诈行为。虚假、误导性
或不完整的信息可能导致拒绝申请、偿还通过俄勒冈州紧急租金援助计划 (OERAP) 获得的任何资金或法律规定
的其他救济，以及承担包括但不限于《俄勒冈州虚假索赔法》规定的责任和处罚。

申请人签名 申请人姓名 日期

申请人入住日期：

逾期租金：月租金：

本人保证，据本人所知，本证明中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本人还了解，提供虚假陈述构成欺诈行为。虚假、误导性
或不完整的信息可能导致拒绝申请、偿还通过 OERAP 获得的任何资金或法律规定的其他救济，以及承担包括但
不限于《俄勒冈州虚假索赔法》规定的责任和处罚。

申请人签名 申请人姓名 日期

O R E G O N
Emergency Rental 

Assistance Program

俄勒冈州紧急租金援助计划
房东/租户关系和所欠租金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