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租户常见问题 (FAQ) 

 
 
概述 
STAY DC (休戚与共援助您) 计划旨在为哥伦比亚特区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无法支付租金和公用事业费用的家庭提供

经济援助。 
 
援助资格 

根据该计划，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获得经济援助，以支付2020年4月1日以后发生的住房相关费用。 
 

 受偿费用 该计划不涵盖不合资格费用 
租金 符合条件的有限权益合作住房的月租支付（未

来的租金和逾期的租金）**  
 从 2020 年 4 月 1 日起符合条件的欠租  
  一次性最多三个月的未来租金 

 
注：作为支付给住房提供商租金的一部分，水

电煤费用被视为本项目的租金。此外，所涉期

限和资金金额受下述项目限制的约束 

o 按揭贷款 

o 维护费用 
o 家庭安防 
o 园林绿化和草坪养护 

o 房主协会费用 
o 押金  

 
请访问 https://coronavirus.dc.gov 的资源链

接，这些资源有助于您了解该计划未涵盖的其

他费用类别 

公用事业 合资格公用事业费用包括：  

 电费 

 煤气费 

 水费和污水处理费  
 

不合资格公用事业费用包括：  

o 宽带 
 
请访问 https://coronavirus.dc.gov 的资源链

接，这些资源有助于您了解该计划未涵盖的其

他费用类别 
 
 
如何申请  

如果您有兴趣参加STAY DC计划，您可以访问 stay.dc.gov进行申请。为了确保顺利完成申请过程，最好先登录 

stay.dc.gov完成如下步骤: 

 检查资格预审文件，确认该计划是否适合您 

 查看常见问题，进一步了解该计划的范围和要求； 

 查看所需文件清单，收集有关您资格情况的可接受文件；以及 

 查看用户申请指南，以帮助您熟练使用在线租户门户网站 

https://coronavirus.dc.gov/
https://coronavirus.dc.gov/
https://stay.dc.gov/
https://stay.dc.gov/


如果您无法完成在线申请，您可以让家人、朋友或指定的社区组织(CBO)帮助您完成申请(所有必要文件必须与申

请一并提交)。查看下表了解距离您最接近的CBO。如果您在本申请方面存在紧迫的问题，则您可以在美国东部

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7时至晚上19时点，拨打833-4-STAYDC (833-478-2932)联系我们客户服务中心。 
 
自2021年5月起，以下社区组织(CBO)可以帮助您填写申请: 
 

社区组织 电话号码 地址 区 
天主教慈善会 202-338-3100  2812 Pennsylvania Avenue, SE, WDC 20020 7 
GW城市联盟  202-265-8200 2901 14th Street, NW, WDC 20009 1 
救世军(SE) 202-678-9771 2300 Martin Luther King Jr. Avenue, SE, WDC 20032 8 
救世军(西北) 202-332-5000 1434 Harvard Street, NW, Suite B, WDC, 20009 1 
住房咨询服务 202-667-7339 2410 17th Street, NW, Suite 100, WDC 20009 1 

UPO 202-231-7910 2907 Martin Luther King Jr. Avenue, SE WDD, 20032 8 
 
 
  



根据联系中心最常收到的问题，增加常见问题解答内容 
 
申请状态 
 
如何获得申请状态？ 

如果正在进行资格审查，申请人将收到有关申请状态的电子邮件或电话通知。此外，还可以通过在线门户上的申

请仪表盘选项卡查看状态。您还可以在周一至周五上午 7 点至下午 7 点（美国东部时间）致电联系中心 (833-4-

STAYDC (833-478-2932))，查询申请状态。 
 
如何更新申请中的地址？ 

提交申请后，如果需要更新申请上的信息，请在周一至周五上午 7 点至下午 7 点（美国东部时间）致电联系中心 

(833-4-STAYDC (833-478-2932))。一旦申请进入个案经理审查阶段，便不得更改信息。如果因信息不全或不正

确将申请退回给您进行重新提交，您则有机会重新查看申请，在自退回申请之日起的 14 天内修改申请信息，或

提供不全的文件。 
 
我何时能够获得资金？ 

付款时间因每周审查的申请数量而异。但是，STAY DC 项目会尽最大努力在收到申请后的 30 至 45 天内对申请

进行审查。在此之后，资金提供商将邮寄纸质支票，进行付款。 
 
申请过程中，如何匹配我的申请？ 

租户可通过在完成申请时输入 7 位数的住房提供商申请号码匹配申请。   
 

 
 
住房提供商可通过在完成申请时输入 7 位数的租户申请号码匹配申请。 
 

 
 
  



提交申请后，我忘记了我的 7 位数申请号码，无法提供给住房提供商。你们可以告诉我吗？ 

请在周一至周五上午 7 点至下午 7 点（美国东部时间）致电联系中心 (833-4-STAYDC (833-478-2932))，请代理

人帮您找到 7 位数申请号码。请注意，7 位数申请号码是机密信息，因此会要求您回答一些问题进行验证，以最

大程度地降低不当披露的可能性。 
 
一般项目问题 – 租户 
 
我得到了另一个项目的租金援助。还有资格申请 STAY DC 吗？ 

只要您在这几个月内没有申请多个项目的租金援助，即有资格申请 STAY DC。  
 

我无法在线输入我的公寓号或确切的地址。我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应在表格的“地址行 2”字段输入公寓号。  
 
在申请表上输入您的地址后，单击“验证地址”按钮。如果建议的“美国邮政署格式”地址与预期地址匹配，则单击

“接受格式化地址”按钮。但是，如果未出现验证地址，可以单击“重试”按钮尝试提交。如果您的地址仍不被接

受，则单击“使用我的地址”按钮，显示为使用您输入的地址。 
 
我忘记了我的用户名。你们可以告诉我吗？ 

请在周一至周五上午 7 点至下午 7 点（美国东部时间）致电联系中心 (833-4-STAYDC (833-478-2932))，请代理

人帮您找到用户名。请注意，用户名是机密信息，因此会要求您回答一些问题进行验证，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不当

披露的可能性。 
 
如何重置密码？ 

自己使用在线申请上的“忘记密码”功能重置密码，或在周一至周五上午 7 点至下午 7 点（美国东部时间）致电联

系中心 (833-4-STAYDC (833-478-2932))，请代理人帮您重置密码。 
 
 
如果我现在通过此项目获得了资金，可是住房方面仍然存在挑战，我还能再次获得申请吗？ 

只要共计不超过 18 个月，您还可申请几个月的援助。  
 
最初的申请经过审查并获得批准后，您可以单击申请右侧的三个点 (...)，并选择“添加延期”，提交申请延期，申

请更多援助。将预先在申请上填写您之前提供的信息，但要求的租金和水电煤费用金额除外。  
 

 
 
您还可能被要求重新验证收入。因此，须审查并确认您的家庭收入水平是否有改变。如果您的收入水平发生了改

变，则将需要更新家庭收入信息，并上传更新的收入文件。 

我可以用自己的智能手机来申请吗？ 



是的，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申请STAY DC项目。使用智能手机上的摄像头，可以对所需文件进行拍照，并根据需

要上传。请确保您的照片是清晰可读的，以便我们在处理您的申请时可以审查。 
 
租户付款常见问题解答 
 
如果我收到 STAY DC 的支票，我该如何向房东付款？ 

您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之一进行付款：(1)将支票存入您的账户，并按照您平时支付房租的方式支付房租。(2) 

通过在支票背面签字将支票背书给房东，或 (3) 将支票兑现并付款。以下是关于上述方案的更多细节。 
 
我是否可以把支票存入我的账户？  

是，将这张支票存入您的银行。与您的房东联系，最好是通过电子邮件或有送达确认的邮件，如挂号信或特快专

递，并告诉他们您发送的金额来自 STAY DC，然后用您通常支付租金的方式向房东支付 STAY DC 支票上的确切

金额。 
 
如果我没有银行账户怎么办？  

 如果您没有银行账户，可以用支票或卡付款而不收取任何费用，请与您的房东商量，看他们是否可以接受您的

STAY DC支票背书给他们（见下图）。在他们确认接受之前，不要将支票背书给房东。如果您对支票背书并邮寄

给房东，则尽量使用挂号信或特快专递等送达确认方式。如果当面交给房东，则您应索要收据。 
 

 
 
如果房东不能接受第三方支票怎么办？ 

如果房东不能接受第三方支票，我们建议您到富国银行分行兑现，如果您有富国银行的账户，则无需缴纳费用。

可以询问房东，他们是否会在富国银行的网点与您见面，在您兑现支票时立即接受资金。一定要带上自己的身份

证，并在把资金交给房东之前向他们索要一张收据。如果您没有富国银行的账户，请注意，兑现支票要收取 50 

在此背书 

切勿在此行下面书写、盖章或签字 

仅供金融机构使用 

X 按房东 Joe Smith 的 

要求付款 



美元的费用。如果您决定在其他银行兑现支票，一定要先问清楚他们会收取什么费用。可惜，本项目无法支付银

行费用。 
  
如果我丢失了支票，或者支票损坏或过期，我可以要求更换支票吗？ 

如果您的支票损坏、过期或丢失，可以通过拨打联系电话 833-4-STAYDC (833-478-2932) 询问补发事宜。 
 
常见问题 
 
计划背景 

申请人资格 

资格的确定 

计划时间表 
计划支持资源 
资助范围 

申请过程 

申请状态进展 

联系中心支持 
税收影响 
资助/资金发放之后 
数据共享 
 
计划背景  
返回顶部 
 
什么是STAY DC计划？  

STAY DC计划由《2021年综合拨款法案》授权并由美国财政部管理，旨在面向哥伦比亚地区因新冠疫情而无力

支付租金和公用事业费用的合资格家庭提供资金。 
 
申请人资格 
返回顶部 
 
谁有资格参加STAY DC计划？  

如果您能回答以下所有问题，您就有可能有资格参加STAY DC计划：  

 您目前居住在哥伦比亚特区  

 您是承租人，而且签署了现有住宅租赁、租赁、转租或有限产权合作房(LEC)协议  
 您的家庭目前符合收入指南。  

 
除了上述问题全部回答“是”之外，如果您或您的租房家庭的任何成员满足如下条件，则您即可符合资格:  

 2020年1月1日以后有资格申请失业 
 家庭收入下降 
 2020年4月1日之后，因新冠疫情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开支大幅增加 



 经历经济困难(例如，有资格获得福利援助，如Medicare、SNAP或TANF)  

 可证明存在无家可归或房屋不稳定风险(例如逾期通知书、拖欠租金证明或驱逐通知书)  
 
向合资格家庭提供租赁援助时，不能与向该家庭提供的任何其他联邦资助的租赁援助重叠。  
 
我必须是美国公民或合法的外侨居民才能申请援助吗？  

不。该计划对哥伦比亚特区所有租房家庭开放，与目前的公民身份无关。 
 
如果我已通过其他计划获得了租赁援助，怎么办？  

您可能仍然享有资格。STAY DC计划资金只能用于支付您尚未支付或其他租赁援助计划尚未支付的租金和公用事

业费用。   
 
我是一名需要帮助支付按揭贷款的房主，该计划能否提供帮助？ 

否。然而，哥伦比亚地区委员会通过了紧急立法，该法律目前有效期至2021年5月，它规定，只要住宅和商业按

揭贷款持有人申请，即享有强制性的90天按揭贷款延期计划。不会产生滞纳金或罚款，延期款项可以通过付款

计划偿还，而不用一次性偿还。  
 
点击以下常见问题了解更多信息或联系 哥伦比亚特区保险、证券和银行部。   

  常见问题和指南:住宅按揭贷款和商业按揭贷款延期计划  

银行采取哪些举措对房主提供支持  
  

新冠疫情期间防止房屋查封哥伦比亚特区住房金融局(DCHFA)认识到有必要向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人提供经济援助

。通过新冠疫情DC 

MAP(按揭贷款援助计划)，符合条件的借款人每月可获得不超过5000美元的贷款，用于支付不超过6个月的按揭

贷款、公寓或房主协会费用。借款人必须为其主要住宅申请经济援助，且其主要住宅必须位于哥伦比亚特区。新
冠疫情DC 
MAP帮扶计划将在2020年4月1日开始偿还月度按揭贷款。感兴趣的申请人需要参加DCHFA网站上的 调查 以确

认他们是否有资格申请。 点击这里查看完整的借款人资格列表 并申请该计划。  

 
如果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付了房租，但是我一直入不敷出，我担心我以后支付不起该怎么办？  

根据您的收入和情况，您可能仍有资格获得未来租金援助。 
 
  

https://disb.dc.gov/
https://disb.dc.gov/
https://coronavirus.dc.gov/sites/default/files/u65602/DISB%20FAQs%20Residential%20Comm%20Mortg%20Deferment%20Program%20Proposed%20-%20v6.15.20.pdf
https://coronavirus.dc.gov/sites/default/files/u65602/DISB%20FAQs%20Residential%20Comm%20Mortg%20Deferment%20Program%20Proposed%20-%20v6.15.20.pdf
https://coronavirus.dc.gov/sites/default/files/dc/sites/coronavirus/publication/attachments/FINAL%20-%20Covid%20Response%20Bank%20Chart%203.31.30.xlsx
https://disb.dc.gov/node/1470981
https://disb.dc.gov/node/1470981
https://dchfa.org/homeownership/available-programs/dcmap_test/
https://dchfa.org/homeownership/available-programs/dcmap_covid/
https://dchfa.org/homeownership/available-programs/dcmap_covid/


如果我转租或者与室友合租，我是否可以申请援助？  

是。只要您的名字出现在租约或转租租约上，或者您正在就您承担的那部分租金申请协助，您就有资格申请。租

赁合同上的室友也可以就其承担的那部分租金申请援助。每个申请人还必须满足所有其他资格标准，您需要提供

承担上述租金或过往付款的相关文件。  
 
我已领取失业救济金，我是否有资格申请援助？  
是。 
 
我收到一份即将生效的驱逐通知；这个计划能否帮到我？  

否。但是，您可以阅读新冠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所有租户权利和资源摘要， 点击此链接，进入租户支持

办公室的网站。要与OTA的某人通话，可以直接拨打(202) 719-6560联系他们。  
  

哥伦比亚特区律师公益中心的住房提供商租户资源网络电话号码为202-780-

2575，它对于所有面临被驱逐的租户和小型住房提供商开放，该中心的律师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此电话号

码可以作为通信中心，可以联系到所有六个民事法律顾问项目计划(CLCPP)的提供商，我们将其称为住房提供商

租户法律援助网络(LTLAN)。   
 
我在互联网服务方面需要帮助，以支持孩子们远程学习。此计划能否提供帮助？ 

否。然而，就读于PK3 - 

12年级学生的家庭目前正在接受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或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TANF)。根据家庭地区互联

网覆盖情况，可提供的两个计划分别是Comcast internet Essentials或RCN Internet 

First。这两种服务可提供高达50/5 Mbps的互联网访问速度，费用大约为10美元/月。  
 
合资格家庭会收到来自地区政府的电话、短信或电子邮件，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加入该计划，并询问合资格家庭是

否同意与提供服务的互联网提供商(Comcast或RCN)分享他们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如果您是合

资格家庭，请致电202-266-6328与OCTO联系。  
 
如果我没有资格获得STAY DC计划下的任何援助，但我仍然需要帮助，该怎么办？  

也许有其他计划可以帮助您。请访问 https://coronavirus.dc.gov查看能为您提供帮助的资源列表。 
 
  

https://ota.dc.gov/publication/covid-19-state-emergency-tenant-rightsservices
https://ota.dc.gov/publication/covid-19-state-emergency-tenant-rightsservices
https://ota.dc.gov/publication/covid-19-state-emergency-tenant-rightsservices
https://secure-web.cisco.com/1AXrXE7JntcALzAkF8FTjGm0UHiy5jxJ7A6XBFw9UZyawFSJkIZdpM2ZtlScx_8YSNhW1UHJxh7PXUEDJzFMY06Wk3b8Ky6da3eal5Ui8XTTr1Eqn4iIuRqQPnV_Jps3gVbacNBaitpJcZxV2JC4zcU1DbrWMupN3BZ7bIqb98UNA-qyxPtSi91C42mZImnru9wI-s4nZE4ZSCG22eOPviUTzD4xphy9wfYKN4bVNKy2Hd8At-_6mU60gByv0GWbZGawdPasWtSvpUmDQ4tGiLSYHME1_N_VL16cuA6ZrWAwHHk7QNinj4SucXwdfyj6FYPzeaW7LN1ckXLijCQHyyIRy6FfnVtDxPiyls-aLEyNz66qSVwKyCAo8PfkinU3mnUB4jvuCXKL3oasIbUtiBkhxdotGby2vyXSopijbnIQBydQ6cQEO5d8gPfWHMq73TznzG8Ije5S7ZbrhzDy6WNK_36u_qKry6_ZD0FFePfW6pekRMHX2i43sBRjonDyV/https%3A%2F%2Fwww.internetessentials.com%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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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确定 
返回顶部 

对于收入要求有哪些要求？ 

如下表所示，只有您的家庭总收入应等于或少于地区收入中位数的80%，方可享有资格: 
 

家庭成员人数 家庭总收入小于或等于… 
1 57650美元 
2 65850美元 
3. 74100美元 
4 82300美元 
5 88900美元 
6 95500美元 
7 102100美元 
8 108650美元 

 
如何确定我的家庭收入是？  
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之一确定家庭收入:  
 2020年收入:使用美国国税局(IRS)表格1040系列中用于个人联邦年度所得税的调整总收入(AGI)，计算所

有租房家庭成员在2020年的收入之和；或  

 最近一年的收入:把您所有家庭成员最近两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乘以6。如果使用此方法来确定收入资格，

则申请人需要每3个月重新证明其收入，以申请延长援助期限。  
 
哪些属于合资格家庭收入来源？ 

合资格收入来源包括:工资、薪酬、小费、佣金、营业收入、利息、红利、社会保障金、养老金、保险、社会保

险、保险单、退休金、养老金、伤残或死亡抚恤金、失业和残疾抚恤金、职工补偿和遣散费、福利援助金。  
 
  



是否会给申请人提供优先权？ 

是。除了满足上述计划资格要求外，将根据以下标准分配资金: 

 如下表所示，总年收入在地区中位数50%或以下的家庭 

 目前个人失业超过90人的家庭 

 收到有效驱逐通知，使其面临无家可归风险的家庭 
 

家庭成员人数 家庭总收入小于或等于… 
1 45150美元 
2 51600美元 
3. 58050美元 
4 64500美元 
5 69700美元 
6 74850美元 
7 80000美元 
8 85150美元 

 
计划时间表  
返回顶部 
 
什么是计划关键日期？  

该计划将于2021年4月12日(周一)开放，我们预计将在2021年9月31日之前接受申请，付款截止到2021年11月
底。  
 
我如何知道计划的最新进展？  

计划如有任何更改，均会在STAY DC计划网站上公布，网址为 stay.dc.gov  

请定期浏览该网站，查看是否发布任何最新消息。  
 
计划支持资源 
有哪些资源可以帮助我完成申请过程？  

您可以访问STAY DC计划网站STAY . DC .gov，获得以下资源: 
 用户申请指南和视频介绍了在线申请门户网站的导航说明 

 所需文件清单概述了完成申请过程所需要的文件和信息。  

 通过选定的社区组织可以亲自完成申请和投递  

 拨打833-4-STAYDC(833-478-2932)免费致电联系中心提问。联系中心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为美国东部时

间周一至周五的上午07:00时至晚上19:0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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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范围 
返回顶部 
 
我可以申请几个月的租金援助？  

您最多可以申请 18 个月的欠租（不早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只要有资金。只要不超过 18 个月的期限，您一

次最多可申请三 (3) 个月的未来租金。 
 
我有资格获得多少租金援助？  

目前，申请人有资格获得的最高租赁援助金额还有待核实。没有设定最高金额限制，只要能够证明所要求的数额

有效且已到期即可。然而，今后可能会进一步优先考虑资金或资金限额，以确保公平分配给受疫情严重影响的人

或证明比一般困难人群更加需要援助的人。  
 
我应该请求多少租金和/或公用事业援助？  

您只能申请拖欠的租金或公用事业费用，以及最多三个月的未来租金。您需要提供欠款的证据，您的申请才会得

到批准。  
 
滞纳金可以包括在请求援助的范围内吗？  

不。现行哥伦比亚特区法律禁止承租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收取滞纳金。  
 
但是，在公共卫生应急期结束后的任何时间，滞纳金将限制在不超过批准支付租金的5%，只要每户的援助总额

不超过可获得的援助上限即可。  
 
STAY DC是否支付因支付租金而产生的债务？ 

不。STAY DC仅支付应向住房提供商支付的实际租金债务。 
 
申请流程  
返回顶部 
 
如何确定我是否有资格申请？ 

STAY DC计划网站 stay.dc.gov 提供了租户资格预审表格，以帮助您确认是否有资格完成申请。该资格预审工具

旨在帮助您确定适合您的资源；然而，它不会自动使您有资格获得这些服务。提交此表格后，您会收到可能最适

合您需求的资源信息，以及关于如何申请这些服务的信息。  
 
如何填写在线申请表格？  

申请人可以通过STAY DC计划的网站stay.dc.gov使用在线申请表。 
 
我是否可以用我的移动设备填写申请和提交文件？  

是，申请门户网站支持移动设备。可以使用您的手机或其他移动设备，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和证明文件。  
 
我是否需要使用电子邮箱地址进行网上申请？ 

https://stay.dc.gov/
https://stay.dc.gov/


是。申请时需要提供电子邮箱地址。 

我目前没有电子邮箱地址。我如何才能注册电子邮箱帐户？ 
创建Gmail帐户: 

1. 打开网络浏览器，进入谷歌帐户创建页面 (https://accounts.google.com/signup) 

2. 按照屏幕所示步骤设置您的帐户。 

3. 使用您创建的帐户登录到Gmail。 
 
创建Outlook帐户: 

1. 打开网络浏览器，进入Outlook.com注册界面(https://signup.live.com) ，选择“创建免费帐户” 

2. 按照屏幕所示步骤设置您的帐户。 

3. 使用您创建的帐户登录到Outlook 
 
如果我没有电脑用于完成在线申请该怎么办？  

有一些地方可以使用电脑，包括您当地的公共图书馆、当地的教堂，或者人口服务机构。如果您有社工，他们也

可以提供帮助。  
 
如果我不能自己完成申请怎么办？  

第三方，如家庭成员和朋友可以代您完成申请。  
 
从2021年5月开始，将通过选定的社区组织(CBO)提供的上门服务提供申请准备协助服务。未来会提供这些CBO

的地点和运作时间。 
 
我是否可以填写纸质申请书？ 

是。可以从STAY DC 计划网站检索纸质申请书，网址是stay.dc.gov  
 
申请书填妥后，可以在以下任一CBO地点投递: 
 

组织 电话号码 邮寄地址 区 
天主教慈善会 202-338-3100  2812 Pennsylvania Avenue, SE, WDC 20020 7 
GW城市联盟  202-265-8200 2901 14th Street, NW, WDC 20009 1 
救世军(东南) 202-678-9771 2300 Martin Luther King Jr. Avenue, SE, WDC 20032 8 
救世军(西北) 202-332-5000 1434 Harvard Street, NW, Suite B, WDC, 20009 1 
住房咨询服务 202-667-7339 2410 17th Street, NW, Suite 100, WDC 20009 1 

UPO 202-231-7910 2907 Martin Luther King Jr. Avenue, SE WDD, 2003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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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过程是否提供其他语言版本？  

是。在线申请将使用英语、西班牙语和阿姆哈拉语。  
 
我的住房提供商是否可以申请？ 
是。您的住房提供商可以使用单独的住房提供商申请来启动申请过程。但是，在完成之后，您会收到一封由系统

生成的电子邮件，其中包含一个唯一的7位数字代码和一个链接，供您进入租户申请门户网站进行申请。请保留

此代码，因为您需要在您开始申请时输入这个7位数代码，以将您的回复与住房提供商发起的申请关联起来。 
 
为了尽量减少处理过程出现问题，请确保向您的住房提供商提供的电子邮箱地址准确无误，以便您能收到电子邮
件通知。 
 
我需要哪些证明文件来完成申请？ 

STAY DC计划网站stay.dc.gov提供了必要的和可接受的支持文件列表。 
 
如果我无法找到或提供某些必需的文件该怎么办？ 
在特定情况下，STAY DC计划允许接受书面证明，代替支持文件。请参见STAY DC网站并填写自我证明书的相关

部分。 
 
是否存在某些我必须同意才能参加此计划的条款或条件？  

是。确认您已阅读、理解并同意这些要求和条件，这是审批过程的一个步骤。这包括但不限于:  
 

 证明据申请人所知和所信，向STAY DC计划提供的所有信息均准确、完整。 

 理解虚假陈述或信息会成为我们拒绝申请、终止租赁或公用事业援助和/或禁止参与其他当前或未来援助

计划的理由。 

 理解此申请是援助申请，签署此申请并不能约束STAY DC计划必须提供租赁或公用事业援助，也不会约

束租户必须接受提供的任何援助。 
 
申请状态进展  
返回顶部 
 
我如何知道我的申请已经收到，我可以检查申请状态吗？  

请参阅 stay.dc.gov 的用户申请指南，了解如何在线检查您的申请状态。您将在不同阶段收到电子邮件通知，包

括:(1)帳户创建；(2)申请提交；(3)申请决定；(4)资金发放。  
 
在我提交申请后，我是否可以更改我的申请？  

否。申请一旦提交，申请人便不能进行任何修改。在您开始在线申请之前，请通读用户指南，并确保您已提交所

需的文件。如果您的申请存在任何问题，我们会联系您。  
 
如果我获得资助，将通过哪种方式通知我？  

资助决定将通过电子邮件宣布。请确保您在申请表中填写的电子邮箱地址准确无误。  

https://stay.d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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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申请没有被批准，我是否可以知道原因？  

是，申请决定的通知邮件会告诉您申请没有被批准的原因。  
 
我是否可以对决定提出上诉？  

是。在有限情况下，您可以请求第三方对您的拒绝决定进行审查。关于如何请求进行决定后第三方审查，可访问

STAY DC计划网站查看申请用户指南，网址为 stay.dc.gov 
 
 
税收影响 
返回顶部 
 
我收到的款项会否被视为应纳税所得?  

根据美国国税局(IRS)的规定，向合资格家庭支付的紧急租金援助款项（包括公用事业费用或家庭能源费用）不算

入家庭成员收入。参见https://www.irs.gov/newsroom/emergency-rental-assistance-frequently-asked-
questions  
 
联络中心支持 
返回顶部 
 
在申请期间和之后，我能得到哪些帮助？我预计会有一些问题无法在本常见问答部分得到回答。  

申请人可于美国东部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7时至晚上19时致电833-4-STAYDC(833-478-2932)。联系中心座席会

在通话过程中回答您的问题，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给您回电。请准备好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联系中心支持哪些语言？  

联系中心将支持以下语言: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广东话/普通话、韩语、越南语和阿姆哈拉语。  
 
资助/资金发放之后  
返回顶部 
 
房租或公共事业援助款项会支付给谁？  

租金援助款项将直接邮寄给住房提供商或公用事业提供商。如果住房提供商不愿意参加，则在获得批准后，可以

直接向合资格家庭支付资金。  
 
如果我或我的住房提供商或公用事业提供商没有收到支票，但我已经收到获资助通知，我应该怎么做？  

每周都会对支付至获准申请的款项进行处理，并将持续到计划结束。我们鼓励申请人登入网上门户网站，查询各

自申请的状态。 
 
我如何知道我的房屋提供商或公用事业提供商已收到款项？  

在申请过程的每个阶段都会发送电子邮件通知，包括批准支付援助款项的时间。我们鼓励申请人登入网上门户网

站，查询其申请状态。 

https://stay.d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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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合规性要求？  

住房提供商和租户同意，他们将遵守所有相关的计划要求，并接受哥伦比亚特区和/或财政部监察长办公室及其

指定人员的监督、监测和/或审计。不合规情况经确认之后可能导致收回资金和/或暂停参与当前和未来的援助计
划。  
我将来是否会被要求偿还这笔钱？  

否，只要您遵守该计划的条款和条件。  
 
如果我符合资格，是否能保证我获得援助？  

否，除了是否合格外，是否发放援助还将根据资金是否充足来决定。  
 
数据共享 
返回顶部 
 
我的哪些信息会被公开？  
STAY DC计划重视您的隐私和您所提供信息的私密性。因此，您可以预期您的个人信息不会被故意向公众披露。

任何有关计划执行情况的公开披露均仅限于哥伦比亚特区所作的全部援助及影响的摘要报告。虽然哥伦比亚特区

会就资金的使用情况发表公开报告，但不会公布参与该计划的租客或房屋提供商的个人身份资料。  
 
我的信息是否会与其他机构或实体共享？ 

为了评估潜在欺诈和加快审查过程，会传输涉及个人身份的数据和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获得的援助数据，用以

进行独立验证。任何个人或组织（包括任何政府机构）都可能被要求发布信息。可能要求发布信息的单位包括但

不限于法院、执法机构、住房提供商、过去和现在的雇主、社会服务机构、公用事业公司以及其他被认为合理的

商业、非盈利和政府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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