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主报销计划 

房主申请 
房主报销计划申请说明 

1. 申请人信息：您必须填写本节的所有字段。如果某些内容不适用，请用 N/A（不适用）表示。 

2. 共同所有人信息：仅当共同所有人也 居用 受损房屋时，才使用此部分。如果是，请填写所有字

段或用 N/A 表示。如果有共同所有人，但他们不住在家里，那么请不要完成此部分。 

3. 资格信息：您必须回答本节中的所有问题。要获得房主报销计划的资格，您必须自己花钱进行

与飓风哈维 (Hurricane Harvey) 造成的损害直接相关的维修。您还必须有良好的财产税缴纳记

录，或参与了某一进行中的支付计划。如果您需要支付子女抚养费，您也必须参与某一进行中

的支付计划。您申请报销的所有维修必须在申请时完成。 

4. 家庭组成和特征：您需要在此处提供您的所有家庭成员的信息。所有成员：包括住在家里的每

个人，不论是否有血缘关系。请从户主开始填写。 

a. 成员姓名：您需要在此处提供家庭成员的名字和姓氏。 
b. 婚姻状态：提供每个家庭成员的婚姻状况。 
c. 与户主的关系：描述该家庭成员与您的关系。 
d. 出生日期：您需要在此处提供每个家庭成员的出生日期。 
e. 受抚养人：您需要在此处用 Y（是）或 N（否）指明每个家庭成员是否为您的受抚养人。 
f. 年收入：您将需要报告每个家庭员的年收入。如果家庭成员没有收入，请用 N/A 表示。

您需要提供每个家庭成员的最新缴税记录。 

5. 家庭人口统计信息：使用与上述相同的顺序，为第 4 节中列出的所有家庭成员提供以下详细信

息。 

a. 民族：提供每个家庭成员的民族（从以下选择一项）：西班牙裔/拉丁裔、非西班牙裔/
拉美裔或其他。 

b. 种族：提供每个家庭成员的种族。 
c. 性别：提供每个家庭成员的性别，注明 M（男）或 F（女）。 
d. 有孩子的单身（未婚）户主：仅当您是有孩子的单身未婚户主时，此字段适用。 
e. 全日制学生：如果家庭成员是全日制学生，请用 Y（是）表示，如不是全日制学生，请

用 N（否）表示。 
f. 退伍军人：对于每个家庭成员，请用 Y（是）或 N（否）表明此家庭成员是否为美国武装

部队的退伍军人。 

6. 受损房产信息：在本节中，您将需要回答与受损房屋有关的问题。您必须回答本节中的所有问

题。下文有帮助回答申请表中问题的描述。 

a. 单独住宅单元是指类似于位于您的房产，由承租人居用的带车库的公寓或单独建筑物。 
b. 您的主要住所是指您在 2017 年大部分时间居住的主要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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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商业或店面活动不包括经营家庭办公室或在家中囤货。 
d. 如果一个住房位于码头且满潮时四面淹水，则此住房属于完全建在水上。 

7. 住房援助和保险信息：在本节中，您将需要提供有关风暴相关援助或您收到的保险赔付的详细

信息。您必须完整填写此部分。 

a. 风暴相关援助：前三个问题将询问 FEMA（联邦应急管理局）、SBA（小企业管理局）以

及施工相关的援助。如果适用，提供您的 FEMA 个人援助 IA 登记号，以及 SBA 申请和贷

款编号。如果您接受了 DAHLR（有限住房维修直接援助）、PREPS（住所部分维修和基本

保障）、HAP（房主援助计划）和/或其他计划的施工援助，请勾选本节中的相应方框。 

b. 保险相关问题：您需要指出在风暴发生时您是否有以下任何保险单：洪灾险、风暴险和/
或房主险。对于每个保单，您需要提供以下信息并提供文档： 

i. 保险公司名称 
ii. 保单号 

iii. 代理人姓名 
iv. 电话号码 
v. 为结构、屋内物品、ALE（额外生活费）和其他项目赔付的金额。 

8. 住房援助和保险详细信息：请在本节提供各项援助来源提供的金额。如果未接受任何金额，请

用 N/A 表示 

请阅读其余各部分的说明内容并提供所需的信息。须填写本申请所有部分，以供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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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填写所有字段，或用“N/A”表示 
1.申请人信息： 
申请人姓名：  
街道地址：  
城市/州/邮政编码： 县：  
主要电子邮件： 家用电话：  
备用电子邮件：  手机：  
首选联系方式： 
首选语言： 
2.共同所有人信息：（如果适用） 
申请人姓名： 
街道地址： 
城市/州/邮政编码： 县： 
主要电子邮件： 家用电话： 
备用电子邮件： 手机： 
首选联系方式： 
首选语言： 
3.资格信息：请回答下列全部问题： 
除了从其他来源（FEMA、SBA、保险或非营利组织）获得的资金外，您是否还将自己

的资金用于与灾难相关的支出？ 
☐ 是 
☐ 否  

您目前是否保持了良好的房产税缴纳记录或在财产税支付计划中有良好记录？ 
☐ 是 
☐ 否 

如果您需要支付子女抚养费，您是否正在支付中或在支付计划中有良好记录？ 
☐ 是 
☐ 否 
☐N/A 

您是否完成了本申请中要求报销的所有维修？ 
☐ 是 
☐ 否 

4.家庭组成和特征：请列出现有的所有家庭成员 
成员姓名 婚姻状态 与户主的关系 出生日期 受 抚 养 人 

（是/否） 
年收入 

1.   户主    
2.       
3.       
4.       
5.       
6.       
7.       
8.       

家庭成员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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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庭人口统计信息：  
 民族 种族 性别 有孩子的单身（未婚） 

户主？ 
全日制学

生？ 
退伍军人？ 

1 （户主）    ☐是           ☒ 否   
2       
3       
4       
5       
6       
7       
8       

 
6.受损房产信息： 
房产的结构类

型是什么？ 
☐独户住宅 ☐多户住宅 ☐活动住房单元 (MHU) ☐共管公寓

或合作公寓 
☐其他  
在下方描述： 
  

受损房产街道地址：  修建年份：   
城市/州/邮政编码：  县：   
请回答下列全部问题： 

您现在是否拥有一处因飓风哈维而受损的房产？ 
☐是 
☐ 否 

灾难发生时您是否拥有该受损房产？ 
☐是 
☐ 否 

该房产是由租户/承租人居用，还是由房主居用？ 
☐仅房主居用 
☐ 仅承租人居用 
☐ 房主和承租人居用 

该房产包含几个居住单元？ 
☐一个 
☐ 一个以上 

风暴发生时，该房产是否为您的主要住所？ 
☐是 
☐ 否 

该房产现在是您的主要住所吗？ 
☐是 
☐ 否 

该房产是否有任何部分是专门用于商业/店面活动的独立单元？ 
☐是 
☐ 否 

该房产是否完全建在水上？ 
☐是 
☐ 否 

该房产是否为活动房屋或房车？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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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房产为活动房屋或房车，其是否建在永久框架上？ 
☐是 
☐ 否 

如果该房产为活动房屋或房车，是否拆除了所有车轮？ 
☐是 
☐ 否 

如果该房产为活动房屋或房车，您是否拥有该土地？ 
☐是 
☐ 否 

如果该房产为活动房屋或房车，其是否固定在永久地基上？ 
☐是 
☐ 否 

如果该房产是活动住房单元，您是否向德州住房和社区事务部  (Texa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Community Affairs) 申报了有效的所有权声明？ 

☐是 
☐ 否 

该受损房产目前是否在止赎状态？ 
☐是 
☐ 否 

 
7.住房援助和保险信息： 
您是否曾为受损房产向任何来源（当地、州、联邦或私人）申请过风暴相关援助，或对风暴相关损坏提出了保险

索赔？如果是，请填写本部分。  

您有飓风哈维的 FEMA IA 申请/登记号吗？ 

☐是 
如果是，请输入您的 FEMA 申请/登记号： 
 
☐否 

您是否接受过 SBA 提供的灾害相关援助（例如 SBA 贷
款），用于房屋结构损坏？ 

☐是 
如果是，请输入您的 SBA 申请号：  
 
以及您的 SBA 贷款号：  
 
☐否 

您是否接受过 USDA（美国农业部）提供的灾害相关援

助（例如 USDA 贷款），用于房屋结构损坏？ 

☐是 
如果是，请输入您的 USDA 申请号：  
 
以及您的 USDA 贷款号：  
 
☐否 

您是否接受过任何额外来源的援助以维修房产？ 

☐DALHR 
☐  PREPS 
☐  HAP 
☐  其他，如为其他，请描述： 
    ☐N/A 

您是否预期获得未在本申请表中报告的，FEMA 或其他

任何来源提供的任何 额外 飓风哈维相关的恢复资金？  
☐是 
☐ 否 

请回答下列所有关于洪灾险的问题： 
您是否被要求为建筑物投保洪灾险，作为接受先前灾难

援助的条件？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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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发生时，该房产是否拥有有效的洪灾险保单？  

☐是 
如果是，请输入您的洪灾险保单号： 
  
☐否 

如果适用，您的洪灾险保险公司名称是什么以及保单号

是多少？ 
保险公司名称：  
保单号：  

如果适用，请提供您的洪灾险代理人的姓名和电话号

码。 
代理人姓名：  
电话号码：  

如果适用，您是否向您的洪灾险保险公司提出了索赔？ 
☐是 
☐ 否 
☐N/A 

如果适用，您的洪灾险索赔的索赔编号是多少？ 索赔编号：  
请回答以下所有关于风暴险的问题： 

风暴发生时，该房产是否拥有有效的风暴险保单？ 
☐是 
☐ 否 

如果适用，您的风暴险保险公司名称是什么以及保单号

是多少？ 
保险公司名称：  
保单号：  

如果适用，请提供您的风暴险代理人的姓名和电话号

码。 
代理人姓名：  
电话号码：  

如果适用，您是否向您的风暴险保险公司提出了索赔？ 
☐是 
☐ 否 
☐N/A 

如果适用，您的风暴险索赔的索赔编号是多少？ 索赔编号：  
请回答以下所有关于房主/灾害险的问题： 

风暴发生时，该房产是否拥有有效的房主/灾害险保单？ 
☐是 
☐ 否 

如果适用，您的房主/灾害险保险公司名称是什么以及保

单号是多少？ 
保险公司名称：  
保单号：  

如果适用，请提供您的房主/灾害险代理人的姓名和电话

号码。 
代理人姓名：  
电话号码：  

如果适用，您是否向您的房主/灾害险保险公司提出了索

赔？ 

☐是 
☐ 否 
☐N/A 

如果适用，您的房主/灾害险索赔的索赔编号是多少？ 索赔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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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住房援助和保险详细信息：  
请填写下列每个援助来源提供的金额。如果您没有任何补贴，请输入 N/A。 
来源 接受的金额 

FEMA 住房维修援助： $  

FEMA 租赁援助： $  

FEMA 迫切需求援助（或其他）： $  

SBA 贷款 - 不动产维修/更换援助： $  

SBA 贷款 - 减灾援助： $  

USDA - 住房维修/重建援助： $ 

洪灾险结构索赔授款金额： $  

洪灾险屋内物品索赔授款金额： $  

洪灾险合规成本增加 (ICC) 补贴授款金额： $  

洪灾险 ALE 或其他任何索赔授款金额： $  

风暴险住宅索赔授款金额： $  

风暴险个人财产索赔授款金额： $  

风暴险 ALE 或其他任何索赔授款金额： $  

房主险结构索赔授款金额： $  

房主险屋内物品索赔授款金额： $  

房主险 ALE 或其他任何索赔授款金额： $  

灾害损失造成的保险法律理赔： $  

结构维修的其他慈善现金援助补贴： $  

临时住房的其他慈善现金援助补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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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BA 信息发布： 
根据《隐私法》(Privacy Act) 要求，我授权美国小企业管理局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向 Texas General Land 
Office (GLO) 及其受让人、雇员、代理人和承包商发布与本申请有关的信息，以获得与灾后恢复相关的拨款、贷款或

其他补贴。 
☐我同意 
☐我拒绝  
 

申请人签名：  
 
 

日期:  

 
10.准入权： 
本人特此提供并授权 Texas General Land Office (GLO) 及其各自雇员、供应商和承包商享有上述房产的“准入权”，

以执行所有必要的活动来开展 CDBG-DR（社区发展整笔拨款灾后恢复）计划。我确认这些官员、公职人员或雇员将

在要求进入房产时出示身份证件，包括带照片的证件，并说明查访原因。在知晓伪证罪处罚的前提下，我/我们证

明，据我所知所信，本宣誓书中提供的信息均真实准确。我/我们进一步理解，在此提供虚假陈述构成欺诈行为。虚

假、误导或不完整的信息可能导致我没有资格参加本计划或任何其他接受本宣誓书的计划。美国法典 (U.S. Code) 第 
18 篇第 1001 节规定，故意且蓄意向美国任何政府部门做出虚假陈述即构成重罪。 

☐我同意 
☐我拒绝 
 

申请人签名：  
 
 

日期:  

 
11.子女抚养证明： 
申请人证明，根据有效的法院指令，其没有拖欠子女抚养费超过 30 天的行为，因而根据《德克萨斯州家庭法》

(Texas Family Code) 第 231.006(a)(2) 节，其未被禁止获取本拨款补贴。申请人确认，如该证明存在虚假信息或在提供

援助期间确定有拖欠行为，则其将失去援助资格。本人，即下列申请人，证明：  
 
1) 本人没有拖欠抚养费超过 30 天的行为，并且有资格根据《德克萨斯州家庭法》第 231.006(a)(2) 节获得本计划的补

贴。  
2) 本人承认并理解，在此提供虚假陈述构成欺诈行为，根据 U.S.C.（美国法典）第 18 篇第 1001 节规定可予以处罚。 
 
申请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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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纳税申报证明： 
需提供您最近的 IRS（国税局）纳税申报表，以便认定资格。如您没有纳税申报表，请通过此链接开始向 IRS 索取纳

税申报表副本的流程： 

https://www.irs.gov/individuals/get-transcript  

IRS 处理一份申请需要约 5 天时间。请在收到最新的纳税申报表副本后于此处上传该文档。如果您向 IRS 提出了申

请，但 5 天后未得到 IRS 回复，那么您可以勾选下面的方框继续处理您申请的其余部分。GLO 的合作伙伴将在之后的

审查过程中要求您提供副本。您需要提供纳税申报表副本来处理您的申请。如果您有纳税申报表的副本，请继续下

一步。 

1. 在知晓伪证罪处罚的前提下，我证明，我已向 IRS 索要纳税申报表副本，然而 5 天后并未收到 IRS 回复。请继

续处理我的申请，此后我会应要求提供纳税申报表。 

☐是 
☐否 

如果您不需要提交纳税申报表，请证明以下哪些原因与您的家庭有关。如果这些条件适用于您，那么您需要填写并

上传所需的 AGI（调整后总收入）工作表，以便处理您的申请。该表可以在下方链接找到。 

http://recovery.texas.gov/files/resources/housing/s4-adjustedgrossincomeworksheet.xls  

如需完成此表格的协助，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dr@glo.texas.gov 或拨打 1-844-893-8937 或 512-475-5000。 

2. 在知晓伪证罪处罚的前提下，我证明，我的收入等于或低于标准扣除额。 

☐是 
☐否 

3. 在知晓伪证罪处罚的前提下，我证明，我已年满 65 岁，在本年度接受社会保障收入，并且低于 IRS 规定的免

申报纳税的收入门槛。 

☐是 
☐否 

4. 在知晓伪证罪处罚的前提下，我证明，我是某人纳税申报表申报的被抚养人，并且收入不超过 IRS 规定的免

申报纳税的收入门槛。 

☐是 
☐否 
 

申请人签名：  
 
 

日期:  

 

 

https://www.irs.gov/individuals/get-transcript
http://recovery.texas.gov/files/resources/housing/s4-adjustedgrossincomeworksheet.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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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资格信息发布： 

姓名：  

地址：  

申请人须知：您在此资格信息发布上的签名，即授权 Texas General Land Office (GLO) 及其承包商和代理人从第三

方获取关于您参加社区发展整笔拨款灾后恢复 (CDBG-DR) 房主报销计划 (HRP) 的资格和继续参加的信息。 

《隐私法》公告声明：Texas General Land Office (GLO) 要求收集本表中列出的信息，以确定申请人是否有资格参

加 CDBG-DR 计划。该信息将用于确定申请人有资格接受的补贴级别，并核实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为核实申请人

的资格而从申请人处获得的信息，可向相关的联邦、州和地方机构发布，或在相关情况下向民事、刑事或监管调

查人员和检察官发布。未能提供任何信息可能会导致延迟或拒绝批准您的资格。 

注意：本一般同意书不可用于申请纳税申报表副本。  

涵盖信息：可就以下所有项目进行查询。 

描述 是否需要核实 申请人姓名首字母 

灾难援助（FEMA、SBA、保险等） X 
 

收入（所有来源） X 
 

居用偏好（特殊需求）（如适用） X 

 

子女抚养费核实 X 

 

其他（列出）：被抚养人信息： X  

警告：申请人在签署本申请表后，即授权州或其任何正式授权代表核实本申请表所含信息，包括本部分内容。故

意向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HUD) 提出虚假索赔或陈述的任何人，可能会受到 U.S.C. 第 18 篇第 287 节、第 1001 
节和第 31 篇第 3729 节规定的民事或刑事处罚。《美国法典》第 18 篇第 1001 节规定，故意且蓄意向美国任何政

府部门做出虚假或欺诈性陈述即构成重罪。 

14.申请证明： 
在知晓伪证罪处罚的前提下，我/我们证明，据我所知所信，本申请表中提供的信息均真实准确。我/我们进一步

理解，在此提供虚假陈述构成欺诈行为。虚假、误导或不完整的信息可能导致我没有资格参加本计划或任何其他

接受本宣誓书的计划。美国法典 (U.S. Code) 第 18 篇第 1001 节规定，故意且蓄意向美国任何政府部门做出虚假陈

述即构成重罪。 

申请人签名：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