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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PLIFIED CHINESE

纽约移民联盟（New York Immigration Coalition）
制定了这个工具包，为社区成员以及为其服务的合作伙
伴和盟友提供资源。本工具包根据法律和政策的变化定
期更新。
信息上次更新日期：2022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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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最新信息
自2022年2月10日起，全州要求室内商业场所
戴口罩或接种疫苗的规定将解除，企业、地方
政府和郡县可选择解除。
根据联邦法规，医院、疗养院、庇护所、交通
工具和其他地方仍需要戴口罩。
所有国内外旅客都应继续遵守美国疾病控制与
预防中心 (CDC) 的所有旅行要求：
cdc.gov/coronavirus/2019-

。
从2021年12月27日开始，纽约市私营企业的
所有员工必须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如需了
解此政策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nyc.gov/vaxtowork。
获得免费新冠居家快筛检测剂（free at-home
COVID-19 tests）
美国的每个家庭都有资格获得4套免费新冠居
家快筛检测剂，由USPS（美国邮政署）寄
送。无论保险或移民身份如何，测试都是免费
的。
请立即在COVIDtests.gov订购免费检测
盒
从1月15日开始，大多数拥有健康保险计划的人
可上网、前往药店或商店免费购买新冠居家快
筛检测剂（每月最多8套），可采用报销方式
或使用保险免费购买。
请访问cms.gov/how-to-get-your-atncov/travelers

请立即接种
在纽约州接种新冠疫苗从未如此简单过。任何
5岁及以上的人都有资格接种疫苗。12岁及以
上的所有人都可以接种加强针。
无论移民是何种身份，保险承保与否，皆可免
费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疫苗在药店、当地卫生部门、诊所、联邦授权
医疗中心和纽约州的其他地方均可大范围接
种。
请访问 Vaccines.gov，将您的邮政编码
用短信发送至438829，或拨打1-800232-0233 (TTY 888-720-7489) 查找
您附近的预约站点。
在 ny.gov/vaccine 上查找纽约州众多疫
苗接种站点的预约
许多地方卫生部门在提供免预约疫苗诊所
接种或在家接种。查找地方卫生部门的联
系方式，请访问
nysacho.org/directory。

home-OTC-COVID-19-test-for-free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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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预防建议
接种疫苗及施打加强针
任何新冠病例都可能导致严重症状、住院
和长期健康影响。未接种疫苗的人患重病
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戴口罩
考虑在疫苗接种状态未知的公共室内环境
中佩戴口罩。
升级到更高质量的口罩，包括KN95、
KF94、N95，或在医用口罩上加一个布口
罩。
重病高危人群、65 岁以上或未接种疫苗的
人将从这一额外的保护层中受益最大。
接受检测
如果您有症状或最近接触过病毒，请做检
测。未接种疫苗的人更应该经常做检测。
如果生病或最近接触过病毒，请待在家里
遵守所有的隔离和检疫指导，包括戴口
罩。新冠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即使您没
有症状，也会传播新冠病毒。
洗手
经常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20秒，或使用免
洗手消毒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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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英雄法案 (NY HERO Act)
《纽约健康和基本权利法案》于 2021 年 5 月
5 日签署通过成为法律。该法律要求纽约州劳
工厅开展模拟空气传播传染病暴露计划，以此
保护雇员免于新冠肺炎等疾病的暴露风险。
2021 年 9 月 6 日，州长霍楚宣布根据“英雄
法案”（HERO Act）将新冠肺炎指定为空气传
播传染病。这项指定要求所有雇主均应落实工
作场所安全计划。
雇主采用的计划必须涉及多项安全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员工健康检查、口罩和社
交距离要求、工作场所卫生站、工作场所
清洁协议、隔离协议和建筑物空气流通技
术。
雇主必须将其工作安全计划分发给全体员
工，并将其张贴在每个工作场所的显眼位
置。
此外，法律保护员工免受因遵循上述计划
的要求、报告对雇主执行法律的担忧或拒
绝工作而遭到报复。
所有私营企业的雇主和工作人员都包括在内。
从 11 月 1 日开始，必须允许私营公司的员工
（在拥有 10 名或更多员工的公司工作）成立
工作者委员会，以解决工作场所的任何健康和
安全问题政策，而不仅是与新冠相关的问题。
可在 dol.ny.gov/ny-hero-act 上查看“英雄
法案”模拟计划的落实情况和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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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资源：
纽约州–I-ARC 的阿富汗安置项目：
immigrantarc.org/afghanistan

纽约市–可获取包括达里语和普什图语版本
在内的城市服务路线图：
nyc.gov/afghanistanresources

海地移民资源
12月22日，纽约市市长移民事务办公室

主
任宣布，纽约市将提供150万美元的资金，帮
助新抵达的海地人获得移民法律援助和社会服
务。
如需纽约市海地社区的支持服务资源列表，请
访问 on.nyc.gov/3y6bo2Z
该资源在 on.nyc.gov/334dJQx 上以多
种语言提供
(Mayor’s Office of Immigrant Affairs)

阿富汗难民和假释人员的适用资源
9月30日，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持续决议，其
中包括支持阿富汗难民和假释者的规定，包
括：
让阿富汗“人道主义假释者”有资格获得难
民安置服务和福利，如接待和安置支持以
及食物援助
要求联邦政府加快审理阿富汗假释者的庇
护申请
让阿富汗假释者有资格获得真实身份
(REAL ID) 驾驶执照和身份证
联邦政府资源：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对阿富
汗人的公共指导：

uscis.gov/humanitarian/information
-for-afghans

以英语、达里语和普什图语提供的“关于阿
富汗特殊移民签证持有者和假释者的就业
信息”：justice.gov/crt/workerinformation

由难民安置办公室编制的联邦政府的阿富
汗援助资源：

acf.hhs.gov/orr/programs/refugees/
afghan-assistance-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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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西部–布法罗阿富汗撤离者援助联合
会 (Buffalo United for Afghan
Evacuees)：wnyrac.org
奥伯尼/州府地区–资源列表：
bit.ly/3kvWRZd

伊萨卡/五指湖地区–康奈尔阿富汗资源列
表：bit.ly/3CwfFxy
用于确定需要从阿富汗撤离人员的人权第一数
据收集表：humanrightsfirst.org/afghanevacuation

最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 (DACA) 暂停首次申请
2021 年 7 月 16 日，得克萨斯州联邦法院法官
哈宁 (Hanen) 发布了一项判定，称“童年入境
暂缓遣返计划”不合法。该决定阻止了国土安全
部批准任何“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 的首次申
请。目前，国土安全部可能会继续批准“童年入
境暂缓遣返计划” 的延期申请。
如果您目前已经申请通过“童年入境暂缓遣
返计划”，您的身份仍然有效。
如果您的“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 很快到
期，请立即申请延期！
如果您向移民局提交了一份尚未获得批准的
首次最初的“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申请，
该申请将被暂停。在另行通知前，申请均不
会处理。
若有诉讼正在进行，程序可能会出现额外的更
改。
将防止ICE进行非法逮捕的新集体诉讼和解
伊利诺伊州的一家联邦法院最近批准了一起案件
的最终和解，该案件将阻止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
局 (ICE) 进行非法逮捕。
Castanon Nava对ICE一案的裁决将要求该机
构采取与无法令逮捕相关的新政策，对其执法人
员进行再培训，并在违反和解协议的情况下释放
被拘留者。和解协议在全美具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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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执法重点限制了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的
目标对象
2021年9月30日，国土安全部 (DHS) 发布了
新的移民执法指南，包括逮捕和拘留：
ice.gov/doclib/news/guidelinescivilimmigrationlaw.pdf

临时保护身份最新信息
拜登政府最近宣布了针对苏丹、乌克兰和阿富
汗国民的临时保护身份 (TPS)。
2022年3月2日，国土安全部 (DHS) 宣布
将苏丹指定为TPS，为期18个月。
2022年3月3日，DHS宣布将乌克兰指定
为TPS，为期18个月。
2022年3月16日，DHS宣布将阿富汗指定
为TPS，为期18个月。
拜登政府最近宣布了针对委内瑞拉、缅甸和海
地国民的临时保护身份 (TPS)。
个人可在 2022 年 9 月 9 日前申请委内瑞
拉临时保护身份。
个人可在2022年 11 月 25 日前申请缅甸
临时保护身份。
个人可在 2023 年 2 月 3 日前申请海地临
时保护身份。
国土安全部将索马里的临时保护身份延长并重
新规划至 2023 年 3 月 17 日。
国土安全部将也门的临时保护身份延长并重新
规划至 2023 年 3 月 3 日。
南苏丹的TPS已延长至 2023 年 11 月 3 日。
国土安全部 (DHS) 将自动延长萨尔瓦多、海
地、尼加拉瓜、苏丹、洪都拉斯和尼泊尔临时
保护身份 (TPS) 指定受益人所持 TPS 相关文
件的有效期，从目前的 2021 年 10 月 4 日延
长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国土安全部将叙利亚的临时保护身份延长并重
新规划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所有临时保护身份 (TPS) 的申请人现在都可以
在网站uscis.gov/i-821 在线提交I-821表
格，申请临时保护身份。
查看 uscis.gov/TPS 获取最新信息。
NY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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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备忘录于2021年11月29日正式生效。
您可以请求自己的律师与案件指派的政府律师
共同探讨起诉裁量权的可能性。如果您在案件
中没有法律代表，可以在听证会上向政府律师
询问本人是否有资格行使起诉裁量权。进行法
律咨询以了解您是否能获取一名律师帮忙：
纽约州居民：拨打新美国人（New
Americans）办公室热线 1-800-5667636

纽约市居民：拨打 311 并说出
“ActionNYC” 寻求市政府资助的免费安全
的法律帮助
对具有特殊移民少年身份 (SIJS) 的移民青年的保
护
2022年3月7日，拜登政府宣布了明确SIJS资
格标准的新政策，比如更新了一项超龄条款，
以保护年满21岁但申请未决的申请者。该规则
是为受虐待、被遗弃和被忽视的移民青年提供
安全和稳定的一个关键步骤，他们之中的许多
人已获得了SIJS，正等待符合资格申请绿卡和
获得永久居留权。在此处提供最终规则：
federalregister.gov/d/2022-04698

还更新了他们的政策，以逐案考虑为受
到SIJS签证积压影响的青年提供免受驱逐和工
作许可的保护。更多信息：
USCIS

uscis.gov/newsroom/alerts/uscis-tooffer-deferred-action-for-specialimmigrant-juven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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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
纽约州教育厅 (NYSED) 宣布，州会考将于
2022年6月和2022年8 月举行。
NYSED和教育理事会批准在2020年6月、
2020年8月、2021年1月、2021年6月、
2021年8月和2022年1月的州会考的COVID19豁免。如果学生获得COVID-19考试豁免，
他们不需要参加/重新参加此考试才能毕业。目
前，尚未批准2022年6月或2022年8月考试的
COVID-19豁免。
有关COVID-19豁免的更多详细信息，请查
看纽约儿童权益保护协会的“COVID-19导
致的毕业要求变更摘要”。
有关学生的州会考权利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阅纽约儿童权益保护协会的“州会考权
利”。
提供多种语言版本的信息

2021–22

advocatesforchildren.org/get_help/
guides_and_resources/transition

纽约州取消了对学校戴口罩的要求，允许当地
学区决定是否戴口罩。

纽约市2022年暑期计划
纽约市将再次为想要参加暑期课程的K-8学
生提供夏季崛起 (Summer Rising) 计
划。该计划将包括上午的学术部分和下午
的充实活动，包括实地考察、艺术活动和
户外休闲。此计划将从上午8点到下午3点
进行，可以选择一天延长到下午6点。
对于高中生，纽约市正在扩大其暑期青年
就业计划，旨在为大约10万名14-24岁的
纽约人提供工作和实习机会。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chools.nyc.gov/

。计划报名将于4

enrollment/summer

月开始。

暑期艺术机会
纽约州暑期艺术学校 (NYSSSA) 将为高中生提
供总计为15万美元的奖学金机会，让他们参加
2022年夏季的其他地区暑期艺术课程。
奖学金计划的目标是通过向追求暑期学习机会
的低收入学生提供基于需求的补助金来促进艺
术教育的获取和公平。
奖学金申请将评估财务需求，不包括面试或作
品集部分。
学生可以在2022年5月1日之前在线申请。了
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NYSSSA 网站：
oce.nysed.gov/nys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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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习生家庭的适用资源
了解情况是保障英语学习者 (ELL) 获得优质服
务的关键。纽约州教育厅制定了《英语学习者
家长权利法案》(English Language
Learner Parents’ Bill of Rights)，其中总
结了英语学习者及其家长在教育机会和方案规
划方面的重要权利：bit.ly/3EJd0Td
提供多种语言版本的信息，包括阿拉伯
语、孟加拉语、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
语、法语、海地克里奥尔语、克伦语、尼
泊尔语、俄语、西班牙语、乌克兰语和乌
尔都语。
如有疑问或担忧，可以拨打 ELL 家长热
线：800-469-8224。

适用于无证学生的大学就读资源
新的“知情移民”(Informed Immigrant) 指
南为无证高中生和大学生提供了资源和信息
（无论其是否加入“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计
划”(DACA)），帮助此类学生对自身未来做出
明智决定，同时还提供辩护所需的相应工具：

informedimmigrant.com/guides/studen
ts

根据“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DACA) 的最新
更新内容，“最佳大学”(Best Colleges) 机构
近期发布了适用于 DACA 成员和无证学生的大
学指南：bestcolleges.com/resources/
undocumented-students/collegeguide

大学经济援助和纽约州梦想法案 (DREAM Act)
上大学需要钱吗？ 您的第一步是填写联邦政府
的免费联邦学生援助申请表 (FAFSA)。现在是
开始申请的时候了：一些联邦和州的资金是先
到先得。请在studentaid.gov/FAFSA申请。
在UnderstandingFAFSA.org 获得帮助，这
是一个回答纽约市高中生和家庭最常见问题的
新网站。免费的 FAFSA 高中生指南有十种语
言版本。
参议员佩莱塔（José Peralta）敦促的纽约州
梦想法案给了无证学生和其他学生同样获得申
领纽约州管理的助学金和奖学金机会，以支持
他们支付高等教育费用。
获取更多信息或报名申请，请访问
hesc.ny.gov/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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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
学区委员会选举：2022年5月17日
投票：选举您所在学区的代表及对预算进行表
决（包括K-8、K-12和中央高中系统）。
选举将在所有地区进行，水牛城 (Buffalo)、
纽约市、罗彻斯特 (Rochester)、雪城
(Syracuse) 和杨克斯 (Yonkers) 地区除
外。
学区委员会选举登记投票的截止日期为2022
年5月10日。
学校或学区查找器：
nces.ed.gov/ccd/schoolmap

找到您的学校或学区，然后访问他们的网
站或致电了解更多信息。
初选：2022年6月28日
投票：选举州长、副州长、总检察长、州主计
长、州参议员、州议会、美国参议院、美国众
议院。
您可通过邮寄投票或亲自投票（提前投票或在
选举日投票）
初选登记投票的截止日期为2022年6月3日
（非公民投票法案）– 我们的城市我们
的投票（纽约市）
纽约市议会已通过立法，将投票权扩大到约90
万名合法永久居民和居住在纽约市有工作许可
的人士。该法案被称为Intro 1867，由市长亚
当斯 (Eric Adams) 于2022年1月签署成为法
律。
从2023年开始，这些人士将能够在市级选举
中对纽约市各机构（包括市议会、市长、公益
维权人、主计长）及公投议案进行投票。
符合资格的个人将能够在2022年底登记投
票。
该法案不适用于州或联邦选举。
请访问ourcityourvote.org了解更多信息。
Intro 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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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投票
如果您年满16岁，是美国公民、在选举前为纽
约居民至少30天，您就可以登记投票。
如果你是16岁或17岁，你可以预先登记投
票，但要到18岁才能投票。
如果你因重罪被判入狱，或被法院判定为
心智能力不足，则你不能登记投票。
纽约州选举委员会：
www.elections.ny.gov/
VotingRegister.html

纽约市选举委员会：

vote.nyc/page/register-vote

在线注册（如果您有纽约州驾照、许可证或非
驾驶员身份证）：
voterreg.dmv.ny.gov/MotorVoter

可通过电话索取纸质登记表（讲英文或西班牙
文）：1-800-FOR-VOTE (1-800-3678683)

是否不确定您已登记投票？请在

voterlookup.elections.ny.gov

查看选民登

记状态
您在选举中的权利
选民可以到自己居住县中的任何一个提前投票
中心，但纽约市除外，纽约市选民是通过地址
分配到一个提前投票站。
如果您认为自己符合选民资格并已及时登记投
票，但在选民名册上找不到您的名字，则可以
申请一张临时选票或宣誓书选票。
即使您是第一次投票，也不用在投票时出示身
份证。
如果您无家可归，则仍可以投票。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您被判犯有重罪，则仍有
资格投票。
有关更多资格要求，请访问：
nyccfb.info/nyc-votes/how-tovote/know-your-rights

一些纽约州雇员有资格获得两小时的带薪休
假，以便投票。查看您的资格情况：

www.elections.ny.gov/NYSBOE/election
s/TimeOffToVoteFAQ.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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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年报税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及其造成的经济影响，国会
扩大了税收优惠，这可能会增加您通过退税所
获得的金额。虽然您可能在2021年收到了一些
预付款，包括子女税优惠，但当您在2022年
报税时，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其他福利。请参阅
完整指南

2022

www.consumerfinance.gov/coronaviru

s/managing-your-finances/guide-filingtaxes-2022

抚养子女抵税 (CTC)
这项福利在2021年有所增加，并将部分优
惠发放给许多家庭作为全年预付款。对于
2021年的CTC可全额退还，这意味着如果
您不欠任何税款，作为退税的一部分，您
将有资格获得全额款项。
对于每位0至5岁的子女，您可能有资格获
得最多3,600美元，每位6至17 岁的子女
可获得3,000美元。
子女和被抚养人的照护抵税 (CDCC)
在2021年，如果您在工作或积极找工作期
间花费了照管费，则可以报销更高比例的
照管费。
例如，有13岁以下子女或其他符合条件的
被抚养人的家庭可能能够获得 2021年照管
费用的50%（从35%增加），最高可达特
定金额。
NY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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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所得税抵免 (EITC)
在2021年，EITC最高额度提高，更多人有
资格申请抵免。对于2021纳税年度，您还
可以使用2019年的收入（如果它高于您的
2021年收入但低于EITC最高收入）来计算
您的福利。
注意：申请EITC，申报人和所有受抚养子
女都必须有有效的社会安全号码 (SSN)。
2021年纾困补助金
许多美国人在2021年收到了1,400美元的
纾困补助金 (EIP)。如果您没有收到最新
的EIP，可以在提交2021年报税表时申
请。
注意：个人纳税识别号码（ITIN）持有者
不符合申请EIP的资格，但可以为所有持有
效SSN的家庭成员或被抚养人申请。
紧急租金援助 (ERA) 款项
如果您在2021年收到ERA款项以支付租
金、水电费或家庭能源费用，这些款项不
被视为应纳税收入，无需在您的报税表上
申报。
如果您符合以下条件，可以在志愿者所得税援
助 (VITA) 或老年人税务咨询 (TCE) 地点获得
由国税局 (IRS) 认证志愿者提供的免费报税协
助：
您的收入为58,000美元或更少
您已年满60岁，或
残障者或英语能力有限
在getyourrefund.org 网站上查找免费的
VITA支持
在irs.treasury.gov/freetaxprep 查找
您附近的VITA或TCE站点
提交报税表或申请延期的截止日期是 2022年4
月18日。
当心诈骗！美国国税局（和其他政府机构）绝
不会通过短信、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与您联
系，向您索要个人或财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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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您的权利
在与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边境巡逻队或
其他执法部门打交道时，社区成员和盟友应了解他
们的权利。
如果您被移民局或其他执法部门拦截，请记住：
要保持冷静。不要跑。不要反抗或阻挠执法官
员。
不要撒谎或提供虚假文件。
您有权利保持沉默。您说的任何话都可能被用
于对您不利的证据。
如果探员询问他们是否可以搜查您或您的个人
物品，您有权拒绝。
但是，您不可以进行身体抵抗。
如果警察怀疑有武器，他们可能会拍身检
查。
如果您不是美国公民移民局官员要求您提供移
民证件，您必须出示这些证件（如果您随身携
带的话）。
如果您被执法部门拦截、拘留或骚扰，请尝试
获取这些官员的姓名、号码和任何其他识别信
息。
您或社区中的其他人可以拍摄与执法部门互动
的视频或音频。您也可以写下他们离开后发生
的事情。
执法人员根据您的种族、国籍、宗教、性别或
民族进行任何拦截、搜查、拘留或驱逐是违法
的。

私人空间
您的家和其他“私人空间”（例如工作场所的员
工专用区域）具有公共空间所没有的特殊保
护。官员只有在征得您的同意或向您出示司法
令（由法官签署）的情况下才能进入私人空
间。
受保护区域
2021年10月27日，国土安全部发布了一项新
政策，限制ICE和CBP（联邦海关及边境保护
局在“受保护区域”内或其附近采取执法行动。
受保护区域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学校和其他
教育机构或活动、医疗设施、宗教场所、儿童
聚集的地方、社会服务场所、灾难或应急中
心、婚礼和葬礼等仪式，以及游行和集会等公
共示威活动。
在纽约州，联邦移民局官员如没有司法令，就
不能逮捕身在州、市和市法院，或前往或离开
这些地点的人士。

您可以向移民防御计划 (IDP) 报告与联邦探员的互
动情况。

警惕移民诈骗
移民法很复杂。在与任何人或企业讨论您的情
况时，请务必要小心。
您应该只向律师或司法部 (DOJ) 的授权代表咨
询有关您的情况的法律建议。
千万不能从“公证人”、旅行社、报税代理人、
填表人或公证员那里获得移民帮助。在美
国，“公证人”不是律师！

还向被逮捕、开具传票或被判有罪的移民提供
法律信息和转介。请拨打 212-725-6422 或发送
电子邮件至info@immdefense.org。

如果您的案件需要帮助，或有一般性移民问题，请
拨打新美国人办公室（Office for New
Americans）热线电话：1-800-566-7636。

I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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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犯罪

纽约市及周边县的居民适用
纽约市：
公益维护人

212-669-7250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

212-335-3100

近几个月来，有越来越多关于针对移民社区成员的
仇恨犯罪报道。

manhattanda.org/victim-resources/hatecrimes

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
718-250-4949

什么是仇恨犯罪？
仇恨犯罪是一种出于偏见动机的犯罪。
如果某人因为对种族、肤色、国籍、血统、性
别、宗教、宗教习俗、年龄、残疾或性取向的看
法或信念而针对受害者进行了一种特定的犯罪行
为，则此人就是犯了仇恨犯罪，或者由于对这种
类型的看法或信念而进行了此类行为。
州长葛谟成立了仇恨犯罪特别工作组（Hate
Crimes Task Force），以应对纽约州各地因
偏见引起的威胁、骚扰和暴力事件的增加。
举报仇恨犯罪时，与您的经历、身份和其他有关
的所有信息始终都会保密。

brooklynda.org/hate-crimes-bureau

皇后区地区检察官

718-286-6000

纽约市人权委员会（NYC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718-722-3131

nyc.gov/cchr

安全地带受害者援助（Safe Horizon Victim
Assistance）
1-866-689-4357

纽约市以外：
纳苏郡地区检察官（Nassau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
526-571-3505
nassauda.org

如果您看到某种仇恨犯罪或者是仇恨犯罪的受害者，
请向警方举报，并致电纽约州人权署（NYS Division
of Human Rights）。 拨打 1-888-392-3644 或
发送短信“HATE”至 81336

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是犯罪的受害者，纽约州受害
者服务办公室（NYS Office of Victim
Services）可提供医疗费用和咨询费用、丧葬费
用、工资损失和其它类型的协助。拨打
1-800-247-8035 或访问 ovs.ny.gov.

纳苏郡地区检察官移民事务办公室（Nassau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 Office of Immigrant Affairs）
516-571-7756

纳苏郡行政人员库伦（Nassau County Executive
Laura Curran）
516-571-3131

苏福克郡地区检察官（Suffolk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
631-853-4161

suffolkcountyny.gov/da

苏福克郡警察局仇恨犯罪小组（Suffolk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 Hate Crimes Unit）
631-852-6323

苏福克郡少数族裔事务部（Suffolk County,
Department of Minority Affairs）
631-853-4738

威彻斯特郡人权委员会（Westchester County,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914-995-7710

humanrights.westchestergo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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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资源
纽约州新美国人办公室
（NYS Office for New Americans）
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需要免费法律援助，请拨打
热线 1-800-566-7636。所有通话信息均保
密。提供200多种语言协助。
纽约州卫生厅
（NYS Department of Health）
有关新冠疫情的最新信息，请拨打热线 1-888364-3065 或访问 ny.gov/coronavirus.
要了解纽约新冠疫苗的情况，请访问
ny.gov/vaccine.
申请健康保险：拨打 1-855-355-5777 或访问
nystateofhealth.ny.gov.

纽约州心理健康厅
（NYS Office of Mental Health）
有关心理健康服务的问题或寻找心理健康服务提
供者，请拨打 1-800-597-8481 或访问
omh.ny.gov.
如因新型冠状病毒紧急情况而感到焦虑，请拨打
1-844-863-9314.
全国预防自杀生命线（National Suicide
Prevention Lifeline）：如果您或他人的生命迫
在眉睫，请拨打 911。如果遇到危机需要立即帮
助，请拨打 1-800-273-8255 或发送短
信“GOT5”至 741-741.
家庭暴力：如果您或他人在一段关系中被另一人
通过言语、身体、性虐待或其它手段控制，请拨
打纽约州家庭暴力（NYS Domestic Violence
Hotline）热线： 1-800-942-6906.

纽约州劳工部
（NYS Department of Labor）
劳工部致力于保护和促进工人的安全与健康、工
资和工作条件。
有关工资和工时法、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的信息
或要投诉，请拨打 1-888-469-7365 或访问
dol.ny.gov/safety-and-health
如需寻求失业保险金的帮助，请拨打 1-888209-8124 或访问 dol.ny.gov/
unemployment/unemploymentinsurance-assistance.

纽约州人权署
（NYS Division of Human Rights ）
纽约的《人权法》禁止基于年龄、种族、国籍、
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婚姻状
况、残疾、军事地位和其他阶级在就业、住房、
信贷、教育和公共设施等方面的歧视。
如果您觉得自己受到歧视，请拨打 1-888-3923644 或访问 dhr.ny.gov.
纽约市新冠疫情资源
纽约市居民在寻找服务提供者或其它资源时，可
使用以下目录查询：
教育：nyic.org/covid-educationresources
就业：nyic.org/covid-employmentresources
财务：nyic.org/covid-financialresources
食物：nyic.org/covid-food-resources
医疗保健：nyic.org/covid-healthcareresources
小型企业：nyic.org/covid-smallbusiness-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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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对本工具包或其中的信息有任何问题或意见，
请联系：
Bryan Lee
blee@nyic.org

查阅在线版文件或其他语言版本，请访问
nyic.org/KYR 或扫码：

（纽约移民联盟）是一个伞式政策和倡导组织，代表
了纽约各地200多个移民和难民权利组织。
NYIC

我们设想一个更强大的纽约州，因为所有人都受到欢迎、受
到公平对待并有机会追求自己的梦想。我们的使命是团结移
⺠、成员和盟友，让所有纽约⼈都能成功。

New York Immigration Coalition
131 W 33rd St, Ste 610
New York, NY 10001
212 627 2227
nyic.org

此资源指南支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