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的 Port Jefferson 居民： 

感谢您有兴趣入住 Port Jefferson Crossing。 Port Jefferson Crossing 提供许多便利设施，包括配备能源之

星电器和固定装置的设备齐全的厨房、包括一居室和两居室公寓在内的宽敞平面图、洗衣中心、带小厨房

的社区活动室、设备齐全的健身中心、专业的现场管理和 24 小时紧急维修。   

随函附上以下文件： 
1) 申请须知及收入指引 
2) 租赁申请 
3) 候补名单优先和偏好问卷 
 

为了让我们尽快处理您的申请，请阅读以下有关 Port Jefferson Crossing 的基本信息： 

• 填写租赁申请表上的所有项目，签名并注明日期，然后通过电子邮件、邮寄或亲自将申请表寄回 56 
Railroad Avenue, Suite B, Copiague, NY 11726 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portjeffersoncrossing@coniferllc.com。 

• 请不要直接前往 Main Street 的社区。目前没有人协助访客。 

• 请致电 631-382-6725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portjeffersoncrossing@coniferllc.com 联系  Port Jefferson 
Crossing 租赁团队。请提前致电。目前不接受任何上门服务。谢谢您的合作。 

• 如果不适用，请填写“N/A”。家庭的所有成年成员都必须在申请表上签字。请在邮寄之前检查您的申

请的准确性。  

• 根据纽约州房屋和社区重建 (NYSHCR) 批准的“肯定性公平住房营销计划”和“居民选择计划”，将优

先处理可受益于无障碍单元功能的行动不便、视觉或听力障碍的申请人 Port Jefferson Crossing 无障碍

公寓的潜在入住率。此类申请人将优先处理无障碍公寓的入住。 

• 根据纽约州房屋和社区重建 (NYSHCR) 批准的肯定性公平住房营销计划和居民选择计划，有 2 种资格偏

好适用于 20% 的公寓，即社区的 9 套公寓。资格偏好编号 1 优先于资格偏好编号 2。资格偏好 1：向 
Port Jefferson Crossing 提交申请且目前也在 Huntington 住房管理局住房候补名单上的申请人。资格偏

好 2：目前在任何公共住房候补名单或其他现有的补贴住房候补名单上的人。此类申请人必须独立向 
Port Jefferson Crossing 提交申请，才有资格获得此优先权。符合此偏好要求的申请人将被优先处理入

住。 

• 在批准搬入之前，需要支付一个月租金的保证金。Port Jefferson Crossing 申请人必须符合既定收入限

制的资格。有 5 套公寓的家庭总收入必须等于或低于地区收入中位数 (AMI) 的 30%，有 35 套公寓的家

庭总收入必须等于或低于地区收入中位数 (AMI) 的 60%，还有 5 套公寓其中家庭总收入必须等于或低于

地区中等收入 (AMI) 的 95%。家庭总收入与您家庭中的人数相对应。收入准则如下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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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指南： 

最高和最低收入限制 30% AMI 60% AMI 95% AMI 
1 人最高 $30,540 $61,080 $97,375 
1 人最低 $21,540 $45,570 $62,880 
2 人最高 $34,890 $69,780 $111,340 
2 人最低 $25,740 $54.600 $75,330 
3 人最高 $39,240 $78,480 $125,210 
3 人最低 $25,740 $54,600 $75,330 
4 人最高 $43,590 $87,180 $139,080 
4 人最低 $25,740 $54,600 $75,330 

截至 2022 年 11 月 8 日的租金/公用事业津贴 (UA)： 

1 卧室 30% AMI 1 卧室 60% AMI 1 卧室 95% AMI 2 卧室 30% AMI 2 卧室 60% AMI 2 卧室 95% AMI 
租金/UA 租金/UA 租金/UA 租金/UA 租金/UA 租金/UA 

$718/$85 $1,519/$85 $2,096/$85 $858/$105 $1,820/$105 $2,511/$105 
最低收入限制不适用于有租金援助的家庭。  

租金中包含的公用事业： 
每月租金包括自来水、下水道、垃圾、紧急维护、草坪护理和除雪。居民负责电、有线电视和互联网。  

入住指南  
以下入住指南适用： 

最少    最多  
1  卧室  1 人 2 人 
2  卧室  2 人 4 人 

宠物  
允许宠物。适用数量、类型、品种和重量限制。辅助动物不算为宠物。宠物规则（包括品种和体重限制）不

适用于正确记录的辅助动物。  

再次感谢您有兴趣入住 Port Jefferson Crossing，我们期待与您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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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申请 

Port Jefferson Crossing  
1615 Main Street 
Port Jefferson, NY 11777 
Phone: (631) 382-6725 TTY: (800) 662-1220 Fax: (631) 382-6726 Email: portjeffersoncrossing@coniferllc.com 

申请人联系信息 

申请人姓名 街道地址（现在） 

家庭电话 

(    ) 

市，州，邮政编码 

手机号码 

(      ) 

 工作电话 

(      ) 

当前月租 $ 

搬迁原因 电子邮件  

您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请描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于户主： 此部分仅供户主填写 
姓名（名字、中间名首字母、姓氏） 与户主的关系 

户主

SS # 

对于额外家庭成员： 
姓名（名字、中间名首字母、姓氏） 与户主的关系 SS # 

对于额外家庭成员： 
姓名（名字、中间名首字母、姓氏） 与户主的关系 SS # 

对于额外家庭成员： 
姓名（名字、中间名首字母、姓氏） 与户主的关系 SS # 

对于额外家庭成员： 
姓名（名字、中间名首字母、姓氏） 与户主的关系 SS # 

对于额外家庭成员： 
姓名（名字、中间名首字母、姓氏） 与户主的关系 SS # 

对于额外家庭成员： 
姓名（名字、中间名首字母、姓氏） 与户主的关系 SS # 

合理住房安排：如果您是残障人士，您可以要求合理住房安排。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有关如何申请合理住房安排的信息，请咨询社区经

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信息 
请列出所有申请与您同住公寓的家庭成员。另外，请列出您预计在未来 12 个月内将住在公寓的任何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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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般信息： 

B. 家庭构成： 

C. 额外的家庭资格：根据经济适用房计划要求，如果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是全日制学生，则在提供单位时需要额外的信息来确定资格。 

D. 紧急联系人：（不是申请表上列出的人。如果可能，请列出住在附近地区的人。） 

联系人姓名 关系 

家庭电话 

(             ) 

手机号码 

(          )  

工作电话 

(          )  

 

收入和资产 

包括所有家庭成员的收入和资产，包括子女的收入和资产。 

A) 列出所有收入来源。  
这包括但不限于全职和/或兼职工作、自雇、福利机构、社会保障、养老金、SSI、残疾、武装部队/预备役、失业、儿童保育、赡养
费、儿童抚养费、学生助学金/助学金、租金收入、礼物收入以及年金、401ks 和 IRA 的定期支出。 （根据需要附上额外收入来源
的表格。） 

家庭成员 收入来源 每月毛付款 

家庭成员 收入来源 每月毛付款 

家庭成员 收入来源 每月毛付款 

家庭成员 收入来源 每月毛付款 

**根据需要附上家庭成员收入的其他来源的表格。 

B) 列出所有资产。  

这包括但不限于支票账户、储蓄账户、货币市场账户、529（大学储蓄）和 UTMA、CD、经纪账户、股票、债券、退休账户，包括 
IRA、Roth、Keogh、401k 和 403b，年金、终身寿险保单、资金/预付借记卡和在线账户（PayPal、DraftKings 等）。 

      支票              储蓄         CD      股票              退休                   人寿保险                 资金借记         其他  
                                                                                                                                          

总资产值： 

您是否拥有任何房地产？ 

  是     否 

市值 如果上面选择了“其他”，请解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何家庭成员都会受益于无障碍公寓的特殊功能

吗？ 

勾选所有适用项：        轮椅无障碍 

       听障        视力障碍 
  是    否 

此申请表中列出的任何人是否曾被定罪或正在被定罪？ 
如果是，请说明定罪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    否 

此申请表中列出的任何人是否曾因制造和/或分销受控物质而被定罪或正在被定罪？   是    否 

此申请表中列出的任何人在过去 3 年中，是否层因从事与毒品相关的活动而被逐出联邦援助住房？   是    否 

此申请表中列出的任何人是否被要求在任何州进行终身性犯罪者登记？   是    否 

如果适用，家庭中的所有孩子是否有 50% 或更多的时间与您同住？   是    否 

有没有正常情况下会和您住在一起的缺席家庭成员？   是    否 

您或任何成年家庭成员是否需要住家护理员才能独立生活？ 
姓名                                                          关系 

  是    否 

您在申请什么尺寸的卧室？ 勾选所有适用项：  统仓     1 卧室      2 卧室     3 卧室     其他 

您是否最近总统宣布的灾难或政府行动的受害者？ 请解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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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条款：     （请阅读） 

下面我/我们的签名作为获得犯罪背景/性犯罪者检查、消费者报告（信用记录）和其他认为必要的参考资料的书面许可。我了解管理层依靠这些信息来

证明我的家庭有资格获得公寓。我证明据我所知，上述问题的所有信息和答案都是真实和完整的。居民承认业主也依赖于居民或代表居民的雇主和其他

人提供的信息，并且居民同意，如果业主在批准居住时所依赖的任何信息，无论其来源如何，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或证明或任何重新证明中包含的任

何信息不正确或不真实，这构成对租约的重大违反，业主可以将居民逐出房屋并行使法律允许的任何其他补救措施。我也明白这样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刑

事处罚。我明白我的入住取决于是否满足管理层的居民选择标准和住房计划的要求。我理解有责任向管理层报告家庭构成的任何变化，以了解他们所代

表的资格、收入和资产的变化（无论何时发生）。根据联邦法律，提交虚假信息声明会受到处罚，并可能导致租赁协议被取消。 
 

 
申请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签名     正楷姓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签名     正楷姓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签名     正楷姓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签名     正楷姓名       日期 

 
 
FOR OFFICE USE ONLY（仅供官方使用） 

DATE RECEIVED TIME RECIEVED RECEIVED BY: CHECK ALL THAT APPLY:      WAITLIST      LOTTERY 
 OTH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候补名单优先事项和偏好问卷 

 
一些社区有候补名单和居民选择偏好或优先事项，这些偏好或优先事项决定了处理申请的顺序。

以下问题用于确定可能适用于您家庭的任何潜在优先事项或偏好。此信息仅用于候补名单处理，

并不会决定住房资格。我们可应要求提供本社区的居民选择计划副本。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签名 正楷姓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签名 正楷姓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签名 正楷姓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管理人/业主签名 正楷姓名 日期 

“美国法典第 18 篇第 1001 节规定，任何人如果明知并自愿向美国政府的任何部门作出虚假或欺诈性陈述，即属重罪。 HUD 和任何业主（或 HUD 的
任何雇员或业主）可能因未经授权披露或不当使用根据同意书收集的信息而受到处罚。基于此验证表收集的信息的使用仅限于上述目的。任何人如果

明知或自愿以虚假借口要求、获取或披露有关申请人或参与者的任何信息，可能会被处以轻罪并处以不超过 5,000 美元的罚款。任何受到疏忽信息讨

论影响的申请人或参与者都可以对 HUF 的官员或雇员或负责未经授权的披露或不当使用的业主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损失，并寻求其他适当的救

济。**社会安全法第 208 (a) (6) (7) 和 (8) 条包含对滥用社会安全号码的处罚规定。违反这些规定被视为违反 42 U.S.C 408 (a) (6)、(7) 和 (8)** 

 

您是否认为您自己或任何其他家庭成员是身体虚弱的长者？  是    否 

是否有任何家庭成员是残障人士？  是    否 

是否有任何家庭成员在美国军队服役或是美国军队的退伍军人？ 
 是  否 勾选所有适用项：  入伍  后备军  退伍军人 

是否有任何家庭成员是美国军队已故退伍军人的配偶？  是    否 

是否有任何家庭成员是最近总统宣布的灾难或政府行为的受害者？ 请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    否 

是否有任何家庭成员在支付水电费方面得到任何帮助？ 
 是  否 勾选所有适用项：  HEAP  LEAP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是否有任何家庭成员正在从 HUD 或公共住房管理局获得住房援助？  是    否 

目前是否有任何家庭成员在公共住房、补贴或其他经济适用房计划候补名单上？ 
请命名候补名单提供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    否 

目前是否有任何家庭成员无家可归或住在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是    否 

是否有任何家庭成员因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情况而搬家？  是    否 



 
 

KATHY HOCHUL 
州長 

RUTHANNE VISNAUSKAS 
專員/CEO 

 

NYS HCR公平公正住房辦公室（Fair and Equitable Housing Office，簡稱為FEHO）- https://hcr.ny.gov/fair-housing 

表格日期：2022年9月12日  

瞭解您的權利：紐約州在評估州政府資助住房時對有法律記錄的申請人採取的反歧視

政策 
 

如果您正在申請州政府資助住房，且有法律記錄，現在您將可以享受相關權利和保護。  
 

只可能出於兩項強制性原因自動拒絕您的申請：  

1. 您因在家中生產甲基苯丙胺而被定罪；以及 

2. 您被列為州或聯邦性罪犯資料庫永久在冊人。 
 

不得根據以下情形而拒絕您： 

1. 所有押後處理（包括為考慮撤銷而延期處理(ACOD)）； 

2. 有拘留記錄，但您被無罪釋放； 

3. 對您年滿 18歲前所犯罪行的判決； 

4. 距今超過 1年的輕罪判決； 

5. 距今超過 5年的重罪判決； 

6. 判決後入獄/獲得監管假釋，且釋放距今超過 1年； 

7. 不牽涉針對人身和財產的暴力或危險行為，或者不危害他人健康、安全和福祉的定罪；  

8. 在定罪後，您獲得了「品行優良獎狀」或「殘障救濟證明」的長期證書，且其涵蓋住房。 

9. 有少管所記錄； 

10. 根據《紐約州刑事訴訟法》第 160.55 條的定罪； 

11. 根據《紐約州刑事訴訟法》第 160.58 或 160.59 條的定罪； 

12. 經赦免、上訴推翻或撤銷的定罪； 
 

不得根據針對上述 9-12 項情形盤問您 

如果住房提供者詢問您有關上述情形，或涉及 ACOD 的押後處理，您可按從未發生過上述條例

保護的逮捕、定罪或押後處理回答。如果您認為您因使用上述保護條例而受到歧視，則請向紐約

州人權局提出投訴： https://dhr.ny.gov/complaint 
 

在遭到任何拒絕前，您有權在 14 天內提供更多資訊  

住房提供者必須聯絡您，並給您 14個工作日的時間提供更多相關資訊，包括： 

1. 您的定罪時間距離現在有多久了？ 

2. 您被定罪時年齡多大？ 

3. 定罪的嚴重程度如何？ 

4. 提供被定罪後您已改過自新的證據，包括治療計劃、志願者工作、有償就業等 

5. 是否存在可以減輕罪行嚴重性的從輕情節？ 
 

feho@hcr.ny.gov 如果您未獲得機會回答上述問題，或者您認為住房提供者未合理地評估並錯誤地

拒絕了您的住房申請，您可以聯絡紐約州房屋及社區重建公平公正住房辦公室以獲得幫助。您可在

此瞭解更多詳情：  https://hcr.ny.gov/marketing-plans-policies#credit-and-justice-involvement--

assessment-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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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Division of Licensing Services 
 (518) 474-4429 
www.dos.ny.gov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Consumer Rights 
 (888) 392-3644 

 

New York State Housing and Anti-Discrimination Disclosure Form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Fair Housing and Anti-discrimination Laws provid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s from 

discrimination in housing. It is unlawful for any property owner, landlord, property manager or other person 

who sells, rents or leases housing, to discriminate based on certain protected characteristics, which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race, creed, color, national origin,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or 

expression, military status, sex, age, disability, marital status, lawful source of income or familial 

status. Real estate professionals must also comply with all Fair Housing and Anti-discrimination Laws. 

 

Real estate brokers and real estate salespersons, and their employees and agents violate the Law if they: 

• Discriminate based on any protected characteristic when negotiating a sale, rental or lease,  

 including representing that a property is not available when it is available. 

• Negotiate discriminatory terms of sale, rental or lease, such as stating a different price because of race,  

 national origin or other protected characteristic. 

• Discriminate based on any protected characteristic because it is the preference of a seller or landlord. 

• Discriminate by “steering” which occurs when a real estate professional guides prospective buyers or  

 renters towards or away from certain neighborhoods, locations or buildings, based on any protected  

 characteristic. 

• Discriminate by “blockbusting” which occurs when a real estate professional represents that a change has  

 occurred or may occur in future in the composition of a block, neighborhood or area, with respect to any    

  protected characteristics, and that the change will lead to undesirable consequences for that area, such  

  as lower property values, increase in crime, or decline in the quality of schools. 

• Discriminate by pressuring a client or employee to violate the Law. 

• Express any discrimination because of any protected characteristic by any statement, publication,  

  advertisement, application, inquiry or any Fair Housing Law record. 

 

YOU HAVE THE RIGHT TO FILE A COMPLAINT 

If you believe you have been the victim of housing discrimination you should file a complaint with the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Human Rights (DHR). Complaints may be filed by: 

• Downloading a complaint form from the DHR website: www.dhr.ny.gov; 

• Stop by a DHR office in person, or contact one of the Division’s offices, by telephone or by mail, to obtain  

 a complaint form and/or other assistance in filing a complaint. A list of office locations i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dhr.ny.gov/contact-us, and the Fair Housing HOTLINE at (844)-862-8703. 
 
You may also file a complaint with the NYS Department of State, Division of Licensing Services. Complaints 

may be filed by: 

• Downloading a complaint for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 website  

 https://www.dos.ny.gov/licensing/complaint_links.html 

• Stop by a Department’s office in person, or contact one of the Department’s offices, by telephone or by  

 mail, to obtain a complaint form. 

• Call the Department at (518) 474-4429. 
 
There is no fee charged to you for these services. It is unlawful for anyone to retaliate against you for filing a compl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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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Division of Licensing Services 

 (518) 474-4429
www.dos.ny.gov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Consumer Rights 

 (888) 392-3644

New York State Housing and Anti-Discrimination Disclosure Form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Fair Housing Act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please visit  

https://dhr.ny.gov/fairhousing and https://www.dos.ny.gov/licensing/fairhousing.html. 

This form was provided to me by         (print name of Real Estate Salesperson/ 

Broker) of          (print name of Real Estate company, firm or brokerage) 

(I)(We) 

(Buyer/Tenant/Seller/Landlord) acknowledge receipt of a copy of this disclosure form: 

Buyer/Tenant/Seller/Landlord Signature  Date: 

Buyer/Tenant/Seller/Landlord Signature      Date: 

Real Estate broker and real estate salespersons are required by New York State law to provide you with this Disclosure. 

Susan Sturman Jennings  

Conifer Realty, LLC

https://dhr.ny.gov/fairhousing
https://www.dos.ny.gov/licensing/fairhousing.html


根据《防止对妇女施暴法》对承租人权利的通知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HUD-5380 表 
(2017/06/30) 

Mandarin 

 

 

OMB 批准编号 2577-0286 

有效期至 2017/06/30 
 

[插入住房提供者姓名或名称 1]  
 

根据《防止对妇女施暴法》对承租人权利的通知 2  

 
致全体承租人和申请人  

 

《防止对妇女施暴法》（VAWA）旨在为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的受害者

提供保护。VAWA 的保护并不仅仅针对妇女，同样可适用于所有个人，不论性别、性别认同

或性取向。
3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是一间联邦机构，负责监督[插入项目或租 

房资助机构的名称]遵守 VAWA。本通知解释您根据 VAWA 拥有的权利。随本通知附有一份 
 

经 HUD 批准的证明书。您可以填写此证明书，说明您正在或持续遭受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

侵犯或跟踪骚扰，且您希望使用 VAWA 赋予您的权利。   

 

对申请人的保护  

 

如果您在其他方面符合接受[插入项目或租房资助机构的名称]的资助的资格，该项目或 
 

机构不能因您正在或持续遭受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而拒绝您加入或拒

绝为您提供资助。   

 

对承租人的保护  
 

 

 

 

 

 

1 本通知中，HP 表示住房提供者（housing provider），但是住房提供者需将其姓名或名称插入 HP 所在位置

。  

HUD 针对本项目的规定明确指出负责提供本承租人权利通知的个人或实体。  
2
    尽管本法律名为《防止对妇女施暴法》（VAWA），VAWA 的保护对象不分性别、性别认同或性取向。 

3   住房提供者不能以任何受保护的特征为由歧视任何人，这些特征包括种族、肤色、原国籍、宗教信仰、性别

、家庭状况、残疾或年龄。接受 HUD 的资助和 HUD 房贷保险的房屋必须向所有在其他方面合资格的个人提供

住房，不论其实际或表现出的性取向、性别认同或婚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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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arin 

 

 

 

如果您正在接受[插入项目或租房资助机构的名称]的资助，该项目或机构不能因您正在 
 

或持续遭受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而拒绝为您提供资助、终止您的参与， 

或强制您迁出出租屋。  

此外，如果您家庭成员或任何客人正在或持续针对您或与您相关联的个人实施家庭暴力、 

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插入项目或租房资助机构的名称]不能仅因与家庭暴力、 

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直接相关的犯罪活动而拒绝为您提供租房资助或剥夺您的租

户权利。  

 

与您相关联的个人指您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或子女，或您以父母或监护人的身份监管

的对象（例如，该与您相关联的个人在您的照顾、监护或管控之下）；或在您的家中居住

的任何个人、承租人或合法居住人。  

从家中强制迁出施虐者或犯罪者  

 

HP 可分割（切分）您的租房合同，以强制迁出从事与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

踪骚扰直接相关的犯罪活动的个人（施虐者或犯罪者）或终止对该个人的资助。  

 

如果 HP 选择强制迁出施虐者或犯罪者，HP 不可剥夺同单元其他合格承租人户的权利，或

以其他方式惩罚其余承租人。如果被强制迁出的施虐者或犯罪者是唯一在该项目中确立了

资助资格的承租人，HP 必须允许正在或持续受害的承租人和其他家庭成员留在单元内一段

时间，以确立其在该项目或其他受 VAWA 保护的 HUD 房屋项目中的资格，或另寻住房。  

在强制迁出施虐者或犯罪者的过程中，HP  必须遵守联邦、州和地方的强制迁出程序。为 

实现租房合同分割，HP 可以（但不必须）向您索取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

骚扰事件的相关文件或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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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至另一单元  

 

根据您的请求，HP 可允许您搬至另一单元（在有可入住的单元的前提下），并继续为您

提供资助。为批准请求，HP 可向您索取证明文件，以证明您是因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

侵犯或跟踪骚扰事件而请求搬迁。如果该请求为紧急转移请求，则住房提供者可要求您提

交书面请求书，或填写证明书以证明您符合 VAWA 对紧急转移的各项标准。这些标准包括

︰  

（1） 您是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的受害者。如果您的住 房

提供者尚未获得您是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的受害者的证

明文件，您的住房提供者可向您索取上述文件，详见下文文件部分。  

（2） 您明确请求紧急转移。您的住房提供者可选择要求您提交文书，也可

能接受另外的书面或口头请求。  

（3） 您有理由相信如果您留在当前的单元，您将受到更多暴力的即刻伤害 

的威胁。这意味着您有理由担心如果不转移，您将在不久的将来遭受暴力。 

或者  

您是性侵犯的受害者，该侵犯发生于您提交转移请求以前的 90 个日历天内， 

且事发地为当前的单元。如果您是性侵犯的受害者，则您符合紧急转移资 

格的方式可以是：您有理由相信如果您留在当前的单元，您将受到更多暴力 

的即刻伤害的威胁；也可以是：该性侵犯发生在您想迁离的住房内，且该侵 

犯发生于您明确请求转移以前的 90 个日历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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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的受害者的紧急转移申请，以及上述受害者

及其家人任何的搬迁地址，HP将予以保密。  

HP的紧急转移计划包含关于紧急转移的更多信息。如果您提出要求，HP必须向您提供一份

其紧急转移计划的副本。  

 

证明您正在或持续遭受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的文件  

 

HP 可以（但不必须）要求您提交证明文件，以“证明”您正在或持续遭受家庭暴力、约

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HP 的这一要求必须以书面形式向您传达，且 HP 必须给您在

收到该提供文件的要求后 14 个工作日（不含星期六、星期日及联邦法定节日）的时间以

提交文件。HP 可以（但不必要）根据您的要求延长提交文件截止时间。  

您可以向 HP 提交以下任一文件。如果 HP 要求您提交证明文件，您可以选择以下任一文件， 

以证明您正在或持续遭受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  

• 随本通知由 HP 提供的经 HUD 批准的证明书：填写完成该证明书，其中记载一次家庭

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事件。该证明书将要求您填写您的姓名，家庭

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事件发生的日期、时间、地点，以及对事件的

描述。该证明书要求填写施虐者或犯罪者的姓名，如果您知道且可以安全提供施虐

者或犯罪者的姓名的话。  

• 联邦、州、部落、领地或地方执法部门、法院或行政机构对于家庭暴力、约会暴力、

性侵犯或跟踪骚扰事件的记录。例如，警察报告、保护令、禁制令等等。  

• 一份声明，其中必须包含您的签名，一名受害者服务提供者、律师、医务人员或精

神疾病保健人员的雇员、代理或志愿者的签名（以下合称“专业人士”）（您曾寻 

求该专业人士的帮助以应对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问题或虐待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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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影响），以及您选择的专业人士根据伪证处罚法的证词，表明他相信家庭暴力、

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的事件构成您得到保护的依据。  

• 任何其他 HP 已同意接受的声明或证据。  

 

如果您未能或拒绝在 14 工作日内提供上述文件之一，则 HP 不必向您提供本通知所含的

保护措施。  

 

如果 HP 收到关于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事件的证据相互矛盾（例如两名

或多名家庭成员各自声称自己为受害者并提交证明书，且称提交申请的另一名或多名家庭

成员为施虐者或犯罪者），则 HP 有权要求您在 30 个日历天内提供第三方证明文件，以消

除矛盾。当出现相互矛盾的证据时，如果您未能或拒绝提供第三方证明文件，则 HP 不必

向您提供本通知所含的保护措施。  

 

保密  

 

您提供给HP的任何关于行使您VAWA权利的信息，包括您行使VAWA权利的这一事实，HP都必

须予以保密。  

 

除非根据适用的联邦、州和地方法律，代表HP管理资助工作或其他服务的个人（例如雇员

或承包商）有理由需要获取保密信息，否则HP不得允许上述人士获取该信息。  

 

HP不得向任何共享数据库提供您的信息，或向任何其他实体或个人披露您的信息。然而， 

在下列情况下，HP可以披露上述信息：  

• 您以书面形式允许 HP 在一定的时间内透露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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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 在强制迁出或终止服务的听审会中需要该信息，例如为强制迁出您的施虐者或犯

罪者，或为终止该施虐者或犯罪者根据本项目所接受的资助。  

• 法律要求 HP 或您的房东透露该信息。  

 
VAWA 不限制 HP 执行法院关于获取或控制房产的命令的义务。这包括法院发放的受害者保护

命令和家庭分裂后在家庭成员中分割财产的命令。  

 

根据 VAWA 符合租户权利的承租人有可能被强制迁出或终止资助的原因  

 

如果您严重或多次违背租房合同，且上述违约与您遭受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

踪骚扰无关，则您可以被强制迁出，且您的资助可以被终止。然而，对于家庭暴力、约会

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的受害者，HP 不得要求此类承租人遵守比非家庭暴力、约会暴力

、性侵犯或跟踪骚扰受害者的承租人更严格的规定。  

如果 HP 能够证明，若不强制迁出或终止对您的资助将会出现符合下列情况的人身危险， 则

本通知所描述的保护措施可能不适用，且您可能被强制迁出、您的资助可能被终止： 1

） 该危险会在短时间内发生，且  

2） 会导致其他承租人或在该房产上工作的人员死亡，或对他们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

如果 HP 能够证明上述情况，且无法采取其他措施缓解或消除威胁，HP 方可终止对您的资

助或将您强制迁出。  

 

其他法律  

 

VAWA 不替代任何联邦、州和地方对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受害者提供更

多保护的法律。根据其他联邦、州和地方法律，作为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

骚扰受害者，您可能享有额外的住房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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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本通知规定  

 

如果项目内的住房提供者侵犯上述权利，您可以举报违规情况并在需要时获得额外帮助。 

 

请联络[插入任何调解人的联络信息，如适用]或[插入 HUD 本地办公室]或向其提交投诉。

其他信息  

您可以在[插入联邦注册链接]查看 HUD 就 VAWA 的最终规定的副本。此

外，如果您要求查阅，HP 必须向您提供 HUD 的 VAWA 条例的副本。  

如有关于 VAWA 的问题，请联络[插入能够回答 VAWA 问题的项目或租房资助机构的名称]。  
 

如果您需要就存在虐待的关系寻求帮助，可致电国家反家庭暴力热线电话 1-800-799- 

7233，有听力障碍的人可联络 1-800-787-3224（TTY）。您也可以联络[插入相关地方组

织的联络信息]。  

正在或持续遭受跟踪骚扰的受害者可前往国家犯罪受害者中心的反跟踪骚扰资源中心

https://www.victimsofcrime.org/our-programs/stalking-resource-center 寻求帮助。

如需就性侵犯获得帮助，可联络[插入相关组织的联络信息]。  

如需就跟踪骚扰获得帮助，可联络[插入相关组织的联络信息]。

附件︰《HUD-5382 认证书》[添加经批准用于本项目的认证书]   

http://www.victimsofcrime.org/our-programs/stalking-resource-center


 

 

有關其他資訊 

如認為他們錯誤地拒絕了您依據VAWA享受您的權利，您應當聯絡紐約州房屋和社區重建局 

(HCR) FEHO@hcr.ny.gov。 
 

如欲尋求虐待關係方面的幫助，您可以致電全國家庭暴力熱線：1-800-799-7233或聽力受損人

士：1-800-787-3224（聽力障礙電傳）。 
 

身為或曾經身為追蹤受害者的承租人如欲尋求幫助，可瀏覽國家犯罪受害者中心的追蹤資源

中心：https://www.victimsofcrime.org/our-programs/stalking-resource-center。 
 

HCR還建立了本機群組織的HCR VAWA本機服務提供者清單，包括為身為或曾經身為家庭暴

力受害者的人士提供支援的房屋及法律服務提供者，詳情請見： 

https://hcr.ny.gov/system/files/documents/2018/11/hcrvawaresourcelist.pdf 
 

您可從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6/12/06/2016-29213/violence-against- 

women-reauthorization-act-of-2013-implementation-in-hud-housing-programs-correction查看HUD 

的VAWA確定規則副本。 
 

此外，如果您要求查看HUD的VAWA規定，房東必須提供一份副本給您。

附件：證明表HUD-5382 

 

 
FEHO@hcr.ny.gov 

https://www.victimsofcrime.org/our-programs/stalking-resource-center
https://hcr.ny.gov/system/files/documents/2018/11/hcrvawaresourcelist.pdf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6/12/06/2016-29213/violence-against-women-reauthorization-act-of-2013-implementation-in-hud-housing-programs-correction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6/12/06/2016-29213/violence-against-women-reauthorization-act-of-2013-implementation-in-hud-housing-programs-correction
mailto:FEHO@hcr.ny.gov


 

 

 
HUD-5382 表 

(2017/06/30) 

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OMB批准编号 2577-0286 

或跟踪骚扰受害者紧急转移                                  有效期至 2017/06/30 

证明书及可替代的证明文件  
 

本表宗旨︰《防止对妇女施暴法》（以下简称“VAWA”）保护某些 HUD 项目的申请人、承租人和

项目参与者不因遭受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而被强制迁出、拒绝住房资助，或

终止住房资助。尽管本法律名为《防止对妇女施暴法》（VAWA），VAWA的保护适用于家庭暴力、

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的受害者，不分性别、性别认同或性取向。 

如何使用本可选表格︰如果您想通过您的住房提供者寻求 VAWA的保护，您的住房提供者可以书面

形式向您索取关于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事件的证明文件。 

 

收到该通知后，您或您的代理人可填写本可选表格并将其交还您的住房提供者，或者您也可选择

提交下列第三方证明文件之一： 

 

（1）一份证明文件，其中必须包含您的签名和一名受害者服务提供者、律师、医务人员或精神

疾病保健人员的雇员、代理或志愿者的签名（以下合称“专业人士”）（您曾寻求该专业人士

的帮助以应对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问题或虐待造成的影响）。在文件中，

该专业人士必须说明他相信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的事件确实发生，且上述

事件符合 HUD 法规 24CFR5.2003 规定中对“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

的定义。 
 
（2）一份联邦、州、部落、领地或地方执法部门、法院或行政机构的记录。 
 
（3）一份申请人或承租人提供的声明或其他证据，由住房提供者自由裁量。 

 

文件提交：住房提供者将以书面形式向您索取关于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事件

的证明文件，请在收到该通知后 14个工作日内提交相关文件。您的住房提供者可以（但不必要）

根据您的要求延长提交文件截止时间。如果超过了收到证明文件提交通知后 14个工作日，或超过

了您的住房提供者给您的宽限时间，而住房提供者尚未收到所需的信息，则其无需为您提供任何

VAWA 规定的保护。分发或提供本表不能作为索取证明书的书面通知。 

 

保密：您的住房提供者必须对获得的所有关于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事件的信

息予以保密，且以上信息内容不得提供给任何共享数据库。除批准或拒绝向您提供 VAWA保护的雇

员外，住房提供者的其他雇员一律不得获取上述内容，且以上雇员不可向任何其他实体或个人披

露此信息，除非：（i）您以书面形式允许在一定的时间内披露该信息；（ii）在强制迁出的听审

会或终止资助听证会中需要该信息；或（iii）适用的法律另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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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D-5382 表 

(2017/06/30) 

由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受害者本人或其代表填写 

 

1. 受害者收到书面通知的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受害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您的姓名（如果不同于受害者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租房合同中其他家庭成员的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受害人的住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被指控的犯罪者的姓名（如果知道且可以安全透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被指控的犯罪者与受害者的关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所有相关事件发生的日期和时间（如果知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事发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兹证明，据本人所知和回忆，本表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且上文中第 2 项所列的个人正在或持续

遭受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踪骚扰。本人确认，提交虚假信息可能影响我参与项目的

资格，且可能导致被拒绝参与、终止资助或强制迁出。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于（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共报告负担：本次信息收集的公共报告负担预计，每次回应平均花费 1小时，其中包括收集、

审核和报告信息的时间。获得的信息将用于住房提供者向遭受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跟

踪骚扰的申请人或承租人索取证明书。上述信息受 VAWA 保密规定保护。除非本表含有当前有效的

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编号（OMB），否则本机构不可收集上述信息，您也无需完成本表。 

用您自己的话，简要地描述事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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