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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阿拉米达县居民的

疫情公共福利 
 

 

 

补充保障收入（SSI）/
州补充付款（SSP） 

资格要求：SSI联邦计划适用于65岁及以上、失明或残障的

低收入人士。SSP州计划是对SSI的补充。SSI和SSP均由社会

保障局（SSA）施行。 

详细信息：必须满足收入和资产限制。2021年个人补助金水

平为每人$955和每对伴侣$1,598。 
更多信息：https://www.ssa.gov/benefits/ssi/ 

 

资格要求：CAPI计划完全由州资助，面向仅由于移民身份

而不符合SSI/SSP要求的人士。CAPI由阿拉米达县社会服务

局（ACSSA）施行。 

详细信息：CAPI金额与SSI/SSP所提供金额相当。 

更多信息：

https://www.alamedacountysocialservices.org/our- 

services/Immigrants-and-Refugees/CAPI#overview 

CalFresh 和  
 

资格要求：必须符合CalFresh要求。 

详细信息：无论收入和支出情况如何，所有家庭都会根据其

家庭规模获得最高金额的每月CalFresh福利。此外，2021年9

月，CalFresh的所有福利均上调15%。通过阿拉米达县/ACSSA

常规资格和重定资格流程来申请福利。 

更多信息： 

https://www.alamedacountysocialservices.org/our- 

services/Health-and-Food/CalFresh/index 

资格要求：来自领取CalFresh食品福利家庭的0-6岁儿童。在 

2020-2021学年通过远程学习或远程结合面对面学习上学的学

龄儿童有资格获得免费或减价餐食。 

详细信息：每个孩子每月最高福利为$123。P-EBT 2.0计划无需

申请，将在2021年7月至8月向6岁以下儿童自动邮寄，在2021

年 8月至11月向学龄儿童自动邮寄。 

更多信息：https://capandemic-ebt.org/ 

疫情-EBT (P-EBT) 2.0 

妇婴儿童计划（WIC） 

资格要求：如果申请人的年收入等于或低于联邦贫困线的185%

（目前一个四口之家的标准为$48,470），孕妇或哺乳期妇女、

婴儿和幼儿可以参加WIC计划。最近因 COVID-19失业或无法工作

的人可能有资格参加该计划。 

详细信息： 这是一项面向妇女和5岁以下儿童健康和营养计

划，通过公共卫生部门申请。 

更多信息：https://acphd.org/wic/ 

 

资格要求：面临粮食不足或需要应急食品或送餐服务的个人

或家庭。 

详细信息：致电2-1-1或使用阿拉米达县COVID-19食品配送、

检测和服务地图（Alameda County COVID-19 Food Distribution, 

Testing, and Services map）查找您附近的食品配送点。 

更多信息： 

https://www.acgov.org/maps/food-services.htm 

http://www.ssa.gov/benefits/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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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暂停租客驱逐令 

资格要求：无法支付总租金的25%以上且因COVID-19影响

而出现经济困难的租户。 

详细信息：加州暂停租客驱逐令可防止因在COVID-19期间出

现困难而未支付租金的租户被驱逐。暂停驱逐令将于2021

年9月30日失效。 

更多信息：

https://housing.ca.gov/tenant/protection_guidelines.html 

资格要求：满足收入要求，且因 COVID-19而需要帮助支付未

付和未来租金及水电费的租客。无论移民身份如何，申请人

都可能符合要求，房东也可以申请。 

详细信息：该计划可以帮助支付最多100%的租金和水电费

欠款。 

更多信息：

https://housing.ca.gov/covid_rr/program_overview.html 

分享季计划（SOS） 

资格要求：阿拉米达县居民，家中有受抚养子女或残障人

士、55岁或以上的老人、曾被寄养的青少年、退伍军人、

亲密伴侣暴力和暴力犯罪的幸存者以及孕妇。 

详细信息：为遇到住房危机且可通过一次性援助解除危机

的人士提供一次性援助。拨打预筛选热线：510-272-

3700。 

更多信息：

https://www.alamedacountysocialservices.org/our- 
services/Shelter-and-Housing/Other-Support/season-of- 
sharing 

住房和应急住宿计划（HELP） 

资格要求：居住在阿拉米达县的单身成年人，不符合SOS计

划要求、无家可归或有无家可归的风险，且有可持续收入。 

详细信息：HELP计划在危机发生时提供一次性经济援助，

满足迫切住房需求。如需申请，请致电510-259-2200或发送

电子邮件至 HoEmLodgP@acgov.org。 

更多信息：

https://www.alamedacountysocialservices.org/our- 

services/Shelter-and-Housing/Other-Support/HELP 

资格要求：残障人士和低收入家庭中的成员（包括CalFresh

或 Medi-Cal接收者）。 
详细信息：每月最多提供$50用于帮助支付联网费用，并为

符合条件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或计算机提供最多$100的

津贴。 

更多信息：https://getemergencybroadband.org/ 

应急宽带福利 

资格要求：为2021年1月20日之后死于COVID-19者支付

葬礼费用，对死者无公民身份要求，但申请人必须是美

国公民、美国非公民国民或符合要求的外国人。 

更多信息：
www.fema.gov/disasters/coronavirus/economic/funeral- 
assistance/faq 

COVID-19丧葬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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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紧急失业补偿
（ ） 

资格要求：2018年7月8日或之后开始的常规失业保险（UI）

索赔。必须通过加州就业发展部（EDD）进行申请。 
详细信息：如果您已使用所有可用福利，最多可为您额外提

供53周的失业保险。在收到前24周的保险金后，后29周可发

放时间为2021年3月14日至2021年9月4日。 

更多信息：

https://edd.ca.gov/about_edd/coronavirus-2019/cares- 

act.htm#PEUC 

疫情失业援助（PUA） 

资格要求：因COVID-19直接导致不能工作或工作时间减少

的人，包括企业主、个体经营者、独立承包商和工作经历

有限者。必须通过加州就业发展部（EDD）进行申请。 

详细信息：可发放时间为2020年2月2日至2021年9月4日。 

更多信息：

https://edd.ca.gov/about_edd/coronavirus-2019/cares- 

act.htm#PUA 

疫情额外补偿
（ ） 

资格要求：接收UI、PEUC、PUA和其他失业救济金的人士。

必须正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无需其他操作。 

详细信息：2020年3月29日至2020年6月25日，每周额外

补偿$600；2020年12月27日至2021年9月4日，每周额外

补偿$300。 

更多信息：

https://edd.ca.gov/about_edd/coronavirus-2019/cares- 

act.htm#PAC 

混合收入者失业补偿
（MEUC）  

资格要求：接收UI、PEUC 或联邦州延长期限（FED-ED）的人

士。不适用于PUA或培训延期（TE）福利的接收者。必须通过

加州就业发展部（EDD）进行申请。 

详细信息：为申请前一年获得符合要求的UI且有自雇收入者每

周额外提供$100。 

更多信息：

https://edd.ca.gov/about_edd/coronavirus-2019/cares- 

act.htm#MEUC 

资格要求：居住在阿拉米达、奧柏尼、伯克利、爱莫利维

尔、奥克兰或皮埃蒙特的家庭。 

转介联系方式：510-658-0381 bananasbunch.org 

托儿资源及转介：Bananas 托儿资源及转介：
阿拉米达县4Cs  

资格要求：居住在卡斯特罗谷、费利蒙、海沃德、纽瓦克、圣

利安卓、圣洛伦佐或联合市的家庭。 

转介联系方式：510-244-0506 info@4c-alameda.org 

资格要求：居住在都柏林、利弗莫尔、普莱森顿或苏尼奥尔的家

庭。 

转介联系方式：925-417-8733 hello@behively.org 

托儿资源及转介：Hively 

https://bananasbunch.org/
mailto:info@4c-alameda.org
mailto:hello@behively.org
https://edd.ca.gov/about_edd/coronavirus-2019/cares-act.htm#PE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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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税收抵免 

加州税收抵免 

资格要求：已提交2020年纳税申报表（每个纳税年度一

次），收入低于家庭规模所对应的标准。 

详细信息：仅2021纳税年度，个人最高抵免额为$1,052， 

2021之前和之后年度的最高抵免额为$543。一对有3个或以

上孩子的已婚夫妇最多可抵免$6,600。 

更多信息：

https://www.irs.gov/credits-deductions/individuals/earned-

income-tax-credit-eitc 

资格要求：已提交2019年或2020年纳税申报表，或在非申报人

国税局（IRS）申请中输入信息，且有一个18岁以下的受抚养子

女。 

详细信息：仅2021纳税年度，6岁以下儿童的年度抵免额为

$3,600；6-17岁的儿童每年可抵免$3,000；每月可领取抵免金额

的一半。 

更多信息：

https://www.irs.gov/credits-deductions/advance-child-tax-

credit-payments-in-2021 

资格要求：申报人（每个纳税年度一次）在工作或找工作

期间付钱让某人照看孩子或受抚养人。 

详细信息：在2021纳税年度，一名儿童的最高抵免额为

$4,000，两名或以上儿童的最高抵免额为$8,000。 

更多信息：

https://www.irs.gov/forms- pubs/about-publication-503 

儿童及受抚养人照护税收抵免 

资格要求：有有效社会安全号码（SSN）或个人报税识别号码

（ITIN）、有收入所得、报税、调整后收入在$30,000或以

下，并拥有符合要求之子女的成年人或个人可能符合条件。 

详细信息：CalEITC是一项可退税的税收抵免，旨在帮助中低

收入人群和家庭。个人最高抵免额为$243，一对有三个或以

上孩子的已婚夫妇可抵免$3,027。 

更多信息：

https://www.ftb.ca.gov/about-ftb/newsroom/caleitc/

index.html 

幼儿税收抵免（YCTC） 

资格要求：有6岁以下儿童且报税的中低收入的在职父

母。有资格获得CalEITC者可能也有资格获得YCTC。 

详细信息：YCTC是一项可退税的税收抵免，旨在帮助有幼

儿的中低收入家庭，为每位报税人提供最多$1,000援助。 

更多信息：

https://www.ftb.ca.gov/file/personal/credits/california- earned-
income-tax-credit.html 

https://www.irs.gov/credits-deductions/individuals/earned-income-tax-credit-eitc
https://www.irs.gov/credits-deductions/advance-child-tax-credit-payments-in-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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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经济影响付款（EIP） 

即“激励支票”（ Stimulus Checks） 

加州激励付款 

2020年经济影响付款 

资格要求：已提交2019年或2020年纳税申报表，或在非申报人

国税局（IRS ）申请中输入信息，且收入低于家庭人数的某些限

制。 

详细信息：2020年4月的第一笔付款最高为$1,200，2020年12

月的第二笔付款最高为$600。大部分款项已发放。 

更多信息：
https://www.irs.gov/newsroom/recovery-rebate-credit 

2021年经济影响付款 

资格要求：已提交2019年或2020年纳税申报表，或在非申报人

国税局（IRS ）申请中输入信息，且收入低于家庭人数的某些限

制。成年受抚养者仅在本纳税年度有资格获得付款。 

详细信息：2021年春季的第三笔付款最高为$1,400。大多数

符合条件的个人将自动获得付款，无需其他操作。 

更多信息：
https://www.irs.gov/coronavirus/third-economic-impact- 
payment 

黄金州激励一（GSS I） 

资格要求：已提交2020年纳税申报表并获得了加州收入所得税

抵免（CalEITC），用ITIN报税，调整后收入不超过$75,000。 

详细信息：GSS I向低收入家庭和因移民身份而被排除在联邦激

励拨款之外的人一次性支付$600或$1,200。 

更多信息：

https://www.ftb.ca.gov/about-ftb/newsroom/golden-state-

stimulus/gss-i.html 

黄金州激励二（GSS II） 

资格要求：已提交2020年纳税申报表，调整后收入不超

过$75,000，用ITIN报税。 

详细信息：GSS II向领取GSS I且有受抚养人者一次性支付$500，

为未领取GSS I者一次性支付$600，为未领取GSS I且有受抚养人

的家庭再支付$500，以及为ITIN报税人支付$500 （为有受抚养

人的ITIN报税人支付$1,000）。 

更多信息：

https://www.ftb.ca.gov/about-ftb/newsroom/golden-state-

stimulus/gss-ii.html 

https://www.irs.gov/coronavirus/third-economic-impact-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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