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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租金减免计划 (CVRRP) City Expanded Partners 和 WSI 

登记表格 

封面页和签名页                      登记日期：______________ 
 

资格条件（必须满足针对CARES 资格的所有条件） 

 

 姆尔特诺默县居民 

 受到新冠肺炎的负面影响  

（请参见以下“新冠肺炎的影响”项目）*  

 地区收入中位数的 80% 或以下  

 
 

 

地区收入中位数的 80% 指南 

家庭人数 中位数的 80% 家庭人数 中位数的 80% 

1 51,600 美元 5 79,600 美元 

2 58,960 美元 6 85,520 美元 

3 66,320 美元 7 91,440 美元 

4 73,680 美元 8 97,280 美元 

*新冠肺炎的  

影响 

（选择所有适用项） 

 因新冠肺炎相关因素导致的收入损失   

 健康状况受损或感染风险增加或易感染新冠肺炎病毒 

 确诊感染或暴露于新冠肺炎病毒中 

 其他（请指明）： 

户主信息 

姓名（名字和姓氏） 电话号码 

街道地址 

城市                                 州    邮编 

房东信息（用于寄款） 

姓名  电话号码                                 

街道地址 

城市                                            州   邮编 

领取援助 

缴付租金类型          月 金额 

   

   

   

   

   

押金付款            已付日期 金额 

 

“我证明，据我所知，本登记表格上的信息真实准确。我亦证明，我在同一个月内没有因新冠肺炎收到
来自其他组织或计划的租金援助。” 

 

客户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专案工作者／机构人员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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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租金减免计划 (CVRRP) City Expanded Partners 和 WSI 

登记表格 

户主数据                       

名字                                 姓氏 出生日期                                 

您是否曾经在美军服役？ （选填）是否拒绝回答 

房屋入住日期 

（防止被驱逐计划无需提供该信息） 

SSN 数据质量 拒绝回答全部部分（最后四位数） 

SSN（选填） _____- ____- ______   

性别 女男跨性别女性（MTF 或从男性变为女性）跨性

别男性（FTM 或从女性变为男性）拒绝回答 

性别不确定者（不完全是女性或男性）          

族裔 

拉丁裔／西班牙裔       非拉丁裔／非西班牙裔 

拒绝回答    

种族 （选择所有适用项） 

亚裔   

黑人／非裔美国人    

 

美洲原住民／阿拉斯加原住民 

夏威夷原住民／太平洋岛民     

 

白人 

拒绝回答     

更多种族／国籍  

（选择所有适用项） 

非洲中东斯拉夫 

主要语言 客户是否有残疾？ 拒绝回答 是否 

收入：无         拒绝回答       

每月金额                                                                 

$_____________ 赡养费或其他配偶资助  

$_____________ 子女抚养费 

$_____________ 收入（工资、薪金等）   

$_____________ 一般援助    

$_____________ 养老金或退休收入    

$_____________ 私人伤残保险   

$_____________ 社会保障退休收入   

$_____________ 其他： 

每月金额 

$_____________ 补充保障收入 (SSI) 

$_____________ 社会保障伤残保险 (SSDI)                            

$_____________ TANF 

$_____________ 失业保险           

$_____________ VA 非服役相关的伤残养老金 

$_____________ VA 服役相关的伤残补偿 

$_____________ 工伤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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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租金减免计划 (CVRRP) City Expanded Partners 和 WSI 

登记表格 

其他成年人（18 岁以上）数据 

名字                                 姓氏 出生日期                            

您是否曾经在美军服役？ （选填）是否拒绝回答 

与户主的关系配偶／伴侣 

子女其他（相关）其他（不相关） 

SSN 数据质量 拒绝回答全部部分（最后四位数） 

SSN（选填）  ____- ____- ______   

性别 女男跨性别女性（MTF 或从男性变为女性）跨性

别男性（FTM 或从女性变为男性）拒绝回答 

性别不确定者（不完全是女性或男性）         

族裔 

拉丁裔／西班牙裔       非拉丁裔／非西班牙裔 

拒绝回答    

种族 （选择所有适用项） 

亚裔   

黑人／非裔美国人    

 

美洲原住民／阿拉斯加原住民 

夏威夷原住民／太平洋岛民     

 

白人       

拒绝回答     

更多种族／国籍  

（选择所有适用项） 

非洲中东斯拉夫 

主要语言 客户是否有残疾？ 拒绝回答 是否 

收入：无         拒绝回答       

每月金额                                                 

$_____________ 赡养费或其他配偶资助  

$_____________ 子女抚养费 

$_____________ 收入（工资、薪金等）   

$_____________ 一般援助    

$_____________ 养老金或退休收入    

$_____________ 私人伤残保险   

$_____________ 社会保障退休收入   

$_____________ 其他： 

每月金额 

$_____________ 补充保障收入 (SSI) 

$_____________ 社会保障伤残保险 (SSDI)                            

$_____________ TANF 

$_____________ 失业保险           

$_____________ VA 非服役相关的伤残养老金 

$_____________ VA 服役相关的伤残补偿 

$_____________ 工伤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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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租金减免计划 (CVRRP) City Expanded Partners 和 WSI 

登记表格 

子女（18 岁以下）数据 

名字                      姓氏 出生日期                    

与户主的关系配偶／伴侣 

子女其他（相关）其他（不相关） 

SSN 数据质量 拒绝回答全部部分（最后四位数） 

SSN（选填）  ____- ____- ______   

性别 女男跨性别女性（MTF 或从男性变为女性）跨性

别男性（FTM 或从女性变为男性）拒绝回答 

性别不确定者（不完全是女性或男性）         

族裔 

拉丁裔／西班牙裔       非拉丁裔／非西班牙裔 

拒绝回答    

种族 （选择所有适用项） 

亚裔   

黑人／非裔美国人    

 

美洲原住民／阿拉斯加原住民 

夏威夷原住民／太平洋岛民     

 

白人       

拒绝回答     

更多种族／国籍  

（选择所有适用项） 

非洲中东斯拉夫 

主要语言 客户是否有残疾？ 拒绝回答 是否 

 
 
 
 
 
 
 
 
 
 
 
 

子女（18 岁以下）数据 

名字                 姓氏 出生日期                   

与户主的关系配偶／伴侣 

子女其他（相关）其他（不相关） 

SSN 数据质量 拒绝回答全部部分（最后四位数） 

SSN（选填）  ____- ____- ______   

性别 女男跨性别女性（MTF 或从男性变为女性）跨性

别男性（FTM 或从女性变为男性）拒绝回答 

性别不确定者（不完全是女性或男性）         

族裔 

拉丁裔／西班牙裔       非拉丁裔／非西班牙裔 

拒绝回答    

种族 （选择所有适用项） 

亚裔   

黑人／非裔美国人    

 

美洲原住民／阿拉斯加原住民 

夏威夷原住民／太平洋岛民     

 

白人       

拒绝回答     

更多种族／国籍  

（选择所有适用项） 

非洲中东斯拉夫 

主要语言 客户是否有残疾？ 拒绝回答 是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