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VID-19 -纽约州工作者情况与相关补贴 
工作者情况 

纽约市带

薪安全休

假 & 病假 

纽约州紧

急病假 

纽约州特

别临时残

疾险 

纽约州=
特别带薪

家庭休假 

纽约州/疫
情失业援

助 

家庭和医

疗休假法

案 

联邦紧急

家庭休假 
联邦紧急

带薪病假 

工作者出现了 COVID-19 症状。 
工作者尚未收到进行自我隔离的

官方命令或医生建议。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工作者出现了 COVID-19 症状。 
工作者已收到医生进行自我隔离

的建议。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工作者已确诊患有 COVID-19。工

作者已按照官方命令进行自我隔

离。 
是 是 是 是 是 有可能 否 是 

工作者未出现症状，但已按照官

方要求进行 14 天预防性隔离。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否 是 否 否 是 

个人已因 COVID-19 导致的企业

倒闭而失业。 有可能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工作者的工作时间已由于业务量

减少或缺乏需求而缩减 有可能 否 否 否 有可能 否 否 否 

工作者未得病但具有免疫缺陷。

已听取医生建议进行隔离。* 是 否 否 否 有可能 有可能 否 否 

工作者没有免疫缺陷，但害怕在

工作环境中染病。* 否 否 否 否 有可能 否 否 否 

工作者害怕感染具有免疫缺陷的

家庭成员。 否 否 否 否 有可能 有可能 否 否 

学校或儿童护理机构由于出现公

共卫生紧急事件而关闭。 
工作者正在看护自家儿童。 

是 否 否 有可能 是 否 是 是 

工作者正在看护按照官方命令进

行隔离/自我隔离的需要照顾的

幼儿。 
是 否 否 是 是 有可能 否 是 

工作者正在看护按照官方命令/
医生建议进行隔离的已患病成年

家庭成员。 
是 否 否 否 是 有可能 否 是 

工作者补偿 ADA/OSHA/ 
NLRA 保护 

常规 
纽约州临时

残疾险

（TDI） 

独立 
承包商 

疫情失业 
援助 (PUA) 

 失业补贴资格 
视工作状态 
而定 

*如果您是在治疗 
COVID-19 的工作

过程中被感染的

医护工作者，则

您可能有资格获

得工伤补偿。 

*您可能有资格

获得纽约州额外

补贴； 
根据 ADA 获得

住宿安排； 
或者根据 OSHA 
或 NLRA 第 7 章
获得保护。 

*如果您出现

了 COVID-19 
症状，或您

认为自己是

携带者，则

有资格获得

常规性临时 
残疾险 (TDI) 

*纽约市正在考

虑立法，为独立

承包商类别的工

作者延长受保护

时间 

*受保人员包括没有资格

获得常规州失业补贴 的
人员，其中包括已领取

至州 失业补贴上限的人

员和误分类的工作者。 

*如果工作者可以带薪远

程工作，或者享受带薪

病假或带薪休假补贴，

则不符合享受补贴的资

格 

远程工作 
*如果您可以 
远程工作 
则将失去享受 
部分补贴的资格 

纽约市低薪工作者特别组 
日期：2020 年 3 月 25 日 



橙色=补贴资

格视工作状态 
而定 

补贴 符合资格的需求/类别 时间要求 限制 雇主类型 

纽约市带薪安

全休假 & 病
假 

每年最高 40 小时带薪

休假，每工作 30 小时

可累积 1 小时假期。假

期时间 5 天封顶 

医疗护理、治疗、诊断或预防

护理；照顾家庭成员；受雇企

业暂时停业；或子女的学校/儿
童护理机构因公共卫生紧急事

件而关闭 

120 天后符合

资格。如果连

续3天及以上

申请安全休假

/病假，则可

能需要证明文

件 

不包含某些受限

类别的工作者 
员工人数小于等

于 5 名 - 无薪休假

员工人数大于 5 
名 - 带薪休假 

纽约州紧急病

假 
按照官方命令进行隔离

期间的病假。根据雇主

规模决定是否带薪休假 

接受政府公共卫生机构发布的

强制或预防性隔离或禁足命

令，可申请此假期 
--- 

需要官方发布的

隔离命令 
小型雇主提供 
无薪或有限带薪

休假 
纽约州=特别

带薪家庭休假 
PFL 可提供全薪补贴，

上限为 $840.70/周 
工作者出于官方隔离命令无法

工作；或是看护按照官方命令

进行隔离、需要照看的幼儿 --- 

有资格获得紧急 
PSL 的工作者，必

须将PSL申领完毕 
后，才能申领

TDI/PFL 

拥有 0-99 名员工

的雇主：员工可

在隔离期间申请

特别 PFL 

纽约州特别临

时残疾险 
在 PFL 补贴基础上提供 
100% 支付 TDI 补贴和总

支付额之间差额的补贴 

周工资高于 $840.70，出于官方

隔离命令无法工作的工作者 
--- 

综合补贴最高可

达 $2,043.92/周 
拥有 0-99 名员工

的雇主：员工可

在隔离期间申请

特别 TDI 
纽约州失业险 基于此前收入，最长可

享受 26 周补贴，$504/
周封顶。追溯至申请日

期开始支付。 

非自身过错失去工作，并且有

能力和意愿继续工作的工作

者。 
*纽约州DOL 的 失业补贴资格会

发生变化 

对于由 
COVID-19 导
致失业的人员

免除 7 天等候

期 

*纽约州DOL 获取

条件会发生变

化。无法同时获

得失业补贴和带

薪病假/家庭休假 

所有员工 

疫情失业援助 
(PUA)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可享受最高 39 周
补贴。追溯资格从 2020 
年 1 月 27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完全或部分失业，或者出于 
COVID 相关疾病或自我隔离的原

因无法/不可能寻找工作；看护

处于隔离状态的家庭成员；或

是学校或儿童护理机构关闭 

--- 

仅适用于无资格

获得常规州失业

补贴的人员。持

续时间为 39 周 

所有雇主。包含

自由职业/独立承

包商 

疫情失业补偿 
(PUC) 

$600/周的额外失业补

助，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止 

申领人拥有失业补贴或疫情失

业援助 
可在工作者开

始享受州失业

补贴或疫情失

业援助后领取 

额外补偿不可追

溯 
所有员工 

疫情紧急失业

补偿 (PEUC) 
在 26 周的纽约州失业

补贴领取完毕后额外提

供 13 周的纽约州失业

补贴 

申领人拥有纽约州失业险 延长补贴开始

于州失业补贴

补贴领取完毕

后 

额外补贴的获取

条件与纽约州失

业补贴相同 

所有员工 

家庭和医疗休

假法案 
12 周停薪留职假期 员工可以用此假期来治疗自身

的严重健康问题；或者看护拥

有严重健康问题的配偶、子女

或父母 

受雇满 12 个
月后即符合资

格 

需要符合“严重健

康问题”的要求 
雇主的员工人数

至少达到 50 人，

距离工作地点 75 
英里以内 

联邦紧急家庭

休假 
12 周留职假期。最初 
10 天将会停薪。其后假

期享受正常薪资的 
2/3。薪资上限为 $200/
日 

此假期适用于因紧急公共卫生

事件导致学校/儿童护理机构关

闭，需看护年幼儿童的员工 

受雇满 30 天
后即符合资格 

如果可以远程工

作即失去资格。 
员工人数低于 500 
名的雇主（可适

用豁免条件） 

联邦紧急带薪

病假 
全职工作者：最多 80 
小时带薪休假 兼职工作

者：带薪休假时间等于

两周内的平均工作时间 

强制或医生建议的自我隔离；

COVID-19 诊断；看护处于自我

隔离状态的家庭成员；或是 
COVID-19 导致学校/儿童护理机

构关闭 

4 月 2 日起条

例生效 
健康护理人员或

应急响应人员可

能会排除在外 

员工人数低于 500 
名的雇主（可适

用豁免条件） 



纽约公共补贴计划 

申请流程 
如果您由于失业、工作时间减少或处于隔

离、自我隔离或自我禁足状态而导致收入

减少，即可参加符合各项公共补贴计划。

如果您在申请时遇到问题或需要书面申

请，请联系当地的社会服务部门。州内的

每个县都有相应的办公室，网站和电话号

码参见下方网址：

http://otda.ny.gov/workingfamilies/dss.asp
。 

您还可以填写书面组合申请，同时申请 SNAP、现金援

助、Medicaid（医疗补助）和其他计划，您可通过 
https://otda.ny.gov/programs/applications/2921.pdf 或当

地的社会服务部门进行申请。如果您使用上述方式申请 
Medicaid（医疗补助），必须同时申请 SNAP 或现金援

助。如果您只需申请 Medicaid（医疗补助），请通过 
https://nystateofhealth.ny.gov/在线申请，或者点击 
https://www.health.ny.gov/-forms/doh-4220.pdf下载申请

表，提交书面申请。 
请尽量先尝试在线申请，以确保您更快地完成申请并开始

享受补助。 

现金援助 

在纽约，现金援助计划由家庭援助 (FA) 和
安全网援助 (SNA) 两种计划构成。参与计

划后，您可以通过一张类似借记卡的银行

卡每月获取现金补贴。 
领取资格及补贴金额由多种因素决定，包

括家庭规模、收入水平、住房状况、收入

类型以及所享受的其他资源或补贴等等。 

家庭援助计划可为需要援助、符合资格的家庭提供现金援

助，符合资格的家庭需包括一名与单亲（双亲）父母或监

护人亲属共同生活的幼儿。 
安全网援助可为不符合 FA 资格、符合本援助资格的需援

助个人和家庭提供现金援助。如果您的工作时长受到 
COVID-19（冠状病毒）的影响而减少，同时无力支付租

金，您可以申请现金援助特别授予资格，以获取紧急援助

补贴。 
如果您居住在纽约市，请访问 https://a069-
access.nyc.gov/accesshra/ 申请现金援助。如果您是纽约

州其他地区的居民，请访问 
https://otda.ny.gov/programs/temporary-assistance/ 进行

申请或拨打 1-800-342-3009。 

Medicaid（医疗补助） 
Medicaid 可为低收入成人和儿童免费提供

综合健康保险。Medicaid 涵盖住院治疗、

门诊服务、牙科护理、视力护理、处方药

报销、个人护理服务、社区长期护理服

务、居家护理等多个方面。 

它针对孕妇、儿童、家长和老年人制定了不同的收入资格

指导原则。SSI 和现金援助获得者将自动获得 Medicaid资
格。请访问 
https://www.health.ny.gov/health_care/medicaid/ 了解有关 
Medicaid 资格指导原则的更多信息。 
要申请 Medicaid，请访问 https://nystateofhealth.ny.gov/ 
或点击https://www.health.ny.gov/forms/doh-4220.pdf 下
载申请表，进行书面申请。如果您需要其他协助，请拨打 
1-855-355-5777。 

Child Health Plus（儿童健康

加强版补贴） 
Child Health Plus 通过受到良好管理的护理

计划为儿童提供免费或低廉的综合健康保

险，涵盖住院和门诊服务。其中不包括免

赔额、共同支付或共同保险部分，但家庭

可能需要根据其收入每月缴纳保费。 

该补贴的资格要求如下：19 岁以下的纽约州居民，不符

合 Medicaid 或 Medicare 资格，其家庭收入必须低于 
https://www.health.ny.gov/health_-
care/child_health_plus/eligibility_and_cost.htm 中列出的水

平线。 
要申请 Child Health Plus，请访问 
https://nystateofhealth.ny.gov/或拨打 1-800-698-4543。 



纽约公共补贴计划（续） 

妇女、婴儿和儿童营养补充

计划（WIC） 
WIC 提供可在 WIC 认可的店铺使用的优

惠券，该优惠券可以兑换购买指定食

品。WIC 申请者的资格要求如下：孕

妇、不超过 5 周岁的儿童、6个月以下婴

儿的母亲，或是完全或部分哺乳喂养1 
岁以下幼儿的母亲。申请者必须是纽约

州居民。 

申请者必须已接受医疗专家实施的营养风险评估，且收

入低于联邦政府设定的水平线。例如，一个两口之家的

每月收入不得高于 $2,607。此外，参与 SNAP 和 
Medicaid 等其他补贴计划的个人或特定家庭成员将自动

满足收入资格条件。 
您可以访问 https://www.fns.usda.gov/wic/frequently-
asked-questions-about-wic 了解更多申请资格详情。如需

有关 WIC 申请方式的信息，请访问 
https://www.health.ny.gov/prevention/nutrition/wic/ho
w_to_apply.htm 或拨打 1-800-522-5006 

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 
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也称为食品

券，为所有符合计划资格的人士提供购

买食品的资金。SNAP 资金通过一张类似

借记卡的银行卡发放，只能用于购买食

品。您可以通过当地的社会服务部门申

请 SNAP。在大多数情况下，您不需要亲

自前往社会服务办事处，可以在遵守纽

约州PAUSE指令要求的同时申请 SNAP。
SNAP 资格根据相较家庭规模而言的收入

和储蓄情况进行确定。 

例如，对于没有劳动收入的两口之家，符合 SNAP 资格

的最高月收入为 $1,832，而对于有劳动收入的两口之

家，相应的最高月收入为 $2,114。请访问 
https://www.ny.gov/services/apply-snap 以获取更多关于

收入资格的信息。如果您的收入由于无工作、工作时间

减少或处于隔离、自我隔离或自我禁足状态而减少，您

即符合 SNAP 的资格。只要您的收入和储蓄低于您的家

庭规模的相关下限值，您就可以享受 SNAP 和本情况说

明上面列举的其他计划，例如紧急病假、失业保险和临

时残疾险等。纽约市居民可通过 https://a069-
access.nyc.gov/accesshra/ 在线申请 SNAP。 
纽约州其他地区的居民可通过 
https://mybenefits.ny.gov/mybenefits 在线申请 SNAP 或
拨打 1-800-342-3009。您将需要接受面谈，但您也可以

通过电话接受访谈。 

家居能源援助计划（HEAP）
（常规和紧急） 
HEAP 可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经济援助，以

帮助其支付能源费用。参加者可获得供

暖/公用事业供应商的直接费用减免或信

用额度。其资格通过家庭规模和收入水

平确定。例如，要获得 HEAP 的资格，单

人家庭总体月收入最高不得超过 
$2,494，三口之家则最高不得超过 
$4,030。 

接受现金援助或 SNAP 的家庭，以及 SSI“独居”家庭将自

动获得 HEAP 的资格。请访问 
https://otda.ny.gov/programs/heap/ 了解相关资格的更

多信息。 
要申请本补贴，请访问 
https://mybenefits.ny.gov/mybenefits/ 或联系 HEAP 本
地区联系人，具体请参见 
https://otda.ny.gov/programs/heap/contacts/。出于 
COVID-19 疫情的原因，我们已取消了 HEAP 的现场面谈

要求，现在可通过电话进行资格访谈。申请和证明文件

可通过邮寄或传真（或者是手机应用程序，如适用）方

式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