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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由申請人/共同申請人填寫 
 

1. 申請人資訊 
申請人是戶主,就本申請而言。 

名稱:   中間名稱:   姓氏:                                           

損壞的財產位址 
:(被颶風哈維破壞) 

  損壞的財產城市, 州, 郵編: 
(受颶風哈維破壞) 

  

您收到郵件的上方是否位於損壞的屬

性位址? ☐是的 ☐不 

目前郵寄位址: 
( 如果與損壞的位址不同 ) 

  

目前的信件城市, 州, 郵編: 
(如果不同於損壞的城市,州,郵編) 

  

家庭電話:   日用電話:   手機:   

電子郵件地址:   出生日期:   

婚姻狀況 ☐結婚 ☐單 ☐離婚 ☐寡婦 

2. 共同申請人資訊 
列出與申請人一樣對財產負有同樣多責任的家庭成員。此人通常被稱為財產的共同擁有
者。 

☐不適 

名稱:   中間名稱:   姓氏:   

目前位址:( 
共同申請人居住的地方) 

  
目前城市, 州, 郵編: 
(共同申請人居住的地方) 

  

郵件寄地址 
:(如果與目前位址不同 ) 

  
郵件城市, 州, 郵編: 
(如果不同於當前城市、州、Zip) 

  

家庭電話:   白天電話:   儲存格 
Ph1: 

  

電子郵件地址:   %1 :   

與申請人的關係: ☐配偶 ☐父母 ☐孩子 ☐其他:   

3. 通訊設計或替代接觸(S) (IIf 適用) ☐不適 
(如果您分配了通訊指定人或替代連絡人,請指定每個指定人/替代聯絡人填寫通訊指定人表格。 

名稱   中間名稱:   姓氏:   

目前位址: 
 

  

城市, 州, 郵編:   損壞的財產城市, 州, 郵編: 
(如果不同於當前城市、州、Zip) 

  

家庭電話:   白天電話:   儲存格 Ph1:   

電子郵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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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申請人的關係: ☐配偶 ☐父母 ☐孩子 ☐孫子 ☐兄弟 ☐朋友 ☐其他: _____________ 

 

4. 家庭人口資訊負責人為HUD報告(只檢查一個) 

戶主種族: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和白人 
☐☐亞裔美國人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和黑人/非裔美國人 
☐黑色/A輕快的美國☐亞裔和白色 
☐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島民☐黑人/非裔美國人和白人 
☐白色☐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戶主的種族: 
☐西班牙裔/拉丁裔 – 墨西哥人、古巴人、波多黎各人、南美人或中美洲人,或其他西班牙文化或血統的人,不分種族。 
☐非西班牙裔/拉丁裔 – 非墨西哥人、古巴人、波多黎各人、南語或中美洲人,或其他西班牙文化或血統的人,不分種族。 

5. 家庭構成和特點 
列出所有家庭成員並提供所要求的資訊。"家庭"的定義是居住在同一住房單元中的所有人,不論關係或年齡如何。 

家家成員名稱 與戶主的關係 性別 出生日期
mm/dd/yyyyy 

從屬 
(Y/N) 

關閉 
(Y/N) 

老兵 
(Y/N) 

       

       

       

       

       

       

       

       

       

       

a. 在未來十二(12)個月內,你預期收入會增加或減少? ☐增加 ☐減少 ☐沒有變更 

如果是Yes,請解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在未來十二(12)個月內,你預期家庭成員會增加或減少? ☐是的 ☐不 ☐未知 

如果是Yes,請解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一般資訊 

這個財產受到哈威颶風的破壞嗎? ☐是的 ☐不 

b. 您是否於 2017 年 8 月 25 日擁有該房產? ☐是的 ☐不 

c. 這是您的主要住所在2017年8月25日嗎? ☐是的 ☐不 

d. 是否有任何家庭成員負責子女撫養費? ☐是的 ☐不 

 如果是YES,責任方是否目前支付子女撫養費? ☐是的 ☐不 

 負責方是否負責兒童撫養費的付款計劃? ☐是的 ☐不 

e. 損壞的財產的物業稅是現行的嗎? ☐是的 ☐不 

 如果否,是否對已批准的付款計劃徵稅? ☐是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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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應用程式是否包含付款計劃的副本? ☐是的 ☐不 

f. 受損財產是否有任何房主協會對契據限制的要求? ☐是的 ☐不 

7. 損壞的財產資訊 

a. 損壞的財產被拆毀了嗎? ☐是的 ☐不  

b. 您有目前正在支付損壞財產的抵押貸款嗎? ☐是的 ☐不  

 如果是YES,您當前按揭付款嗎? ☐是的 ☐不  

c. 您目前是否也住在與受損財產不同的地點支付租金? ☐是的 ☐不  

d. 受損財產目前是否喪失抵押品贖回權? ☐是的 ☐不  

e. 損壞的財產上是否有留置權? ☐是的 ☐不 ☐未知 

f. 你對損壞的財產有契據嗎? ☐是的 ☐不  

 如果是YES,則為契據上列出的各方(包括任何實體,例如信託)提供以下資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損壞的財產是哪種類型的結構? 
☐單獨立☐多單元☐製造住房單元☐模組化-獨立☐聯排別墅☐公寓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 如果損壞的財產是 MHU,您是否提交了有效的位置聲明 (SOL)? ☐是的 ☐不  

i.如果你正在尋找一個人造住房單位的援助,你擁有土地嗎? ☐是的 ☐不  

8. 臨時搬遷和移動和儲存協助 

a. 您目前是否住在受損財產中? ☐是的 ☐不  

b. 如果您住在受損的房屋中,並且由於維修工作需要搬家,是否需要移動和存儲説明? ☐是的 ☐不  

c.如果你因修理工作而需要搬家,您是否安排了臨時居住的地方? ☐是的 ☐不  
 如果是,在哪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NO,是否需要臨時房屋援助? ☐是的 ☐不  

d. 我,如果你不住在損壞的財產,你接受臨時住房援助嗎?    

 
如果是,誰在提供協助? 
☐FEMA ☐保險☐非營利性____________☐其他____________ 

   

 您是否還為您的臨時住房援助獲得移動和存儲援助? ☐是的 ☐不  

e.您是否願意在財產的修復或重建期間搬遷? 
*請注意,恢復和重建途徑需要搬遷。 

☐是的 ☐不  

f. 截至 2017 年 8 月 25 日,受損房產的租戶已到位嗎? ☐是的 ☐不  

g. 自 2017 年 8 月 25 日以來,損壞的財產是否有租戶? ☐是的 ☐不  

9. 環境資訊 

a.該房產是在 1978 年 1 月 1 日之後建造的嗎? AFTER  ☐是的 ☐不  

休士頓市提供飲用水嗎? ☐是的 ☐不 ☐未知 

c. 是否有與本物業相連的氣體或燃油儲存罐用於加熱或烹飪? ☐是的 ☐不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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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這家酒店是否有刺鼻、污濁或有毒氣味? ☐是的 ☐不  

e. 該房產的院子區域是否清除了碎片、非工作車輛、非工作用具、儲罐和/或裝有潛在危險材料
的桶? 

☐是的 ☐不  

 如果否,您能否清除受損財產,以便進行環境檢查? ☐是的 ☐不  

受損財產的網站歷史記錄是什麼? 

☐住宅☐農場☐業務☐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該網站在歷史上是否包含以下任何內容? 
☐化糞系統☐水井☐地下儲罐☐未知☐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以前的聯邦援助 

在199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間,損壞的財產因任何聯邦宣佈的違約r 而遭受
損害嗎? 

☐是的 ☐不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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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申請人發佈和認證 
申請人姓名:  

損壞的屬性位址: 
(街道, 城市, 州, 郵編) 

  共同申請人姓名: 
( 如適用 ) 

  

釋放 

1. I/我們授權德克薩斯州土地總局 (GLO) 代表休斯頓市/HCDD 使用我在 GLO、,休斯頓市和 HCDD 聯盟宣傳材料處的我/我們

房產的照片。我/我們也明白,我/我們可以隨時退出宣告或以書面形式發佈此照片。請確認您同意或不同意以下陳述: 
a. ☐我同意 
b. ☐我不同意 

2. I/我們代表休士頓市及其任何正式授權的代表授權 GLO 驗證本申請提供的所有資訊,包括獲取有關我/我們、我/我們的家
庭及其成員的資訊,這些資訊與確定我/我們參加GLO 和休斯頓市房主援助計劃的資格有關。 

3. I/我們理解,為了向下列任何一方獲取第三方資訊,可能會進行以下查詢: 
a. 災害援助(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SBA、保險等); 
b. 收入(所有來源); 

c. 資產(所有來源); 
d. 佔用偏好(特殊需求,如適用); 
e. 兒童撫養費驗證; 

f. 財產稅支付驗證。 
4. 我/我們承認並理解: 

a. 此表格的影印件與原件一樣有效; 

b. 我/我們有權查看使用此版本收到的資訊; 
c. 我/我們有權得到提供給實體的資訊的副本,並要求更正我認為不準確的任何資訊; 
d. 提交的檔可能以電子形式永久化。 

認證 

1. 我/我們證明我/我們是位於上述位址的房屋的擁有者。 

2. 作為申請人/共同申請人,我/我們確認有責任在申請材料上註明的期限內完成所有必需的檔並將其退還給房主援助計劃。如果我/
我們未能及時提供這些檔,或者我/我們未能回復房主援助計劃就我/我們的援助申請提出的任何詢問,我/我們可能被取消參加此
計劃並領取福利的資格,或者我/我們可能不得不重新申請,因此,我/我們的原始提交日期不再有效。 

3. I/我們理解該計劃的資金有限,即使我/我們確定有資格獲得援助,這並不意味著保證獎勵。 
4. I/我們理解,在法律要求完成援助後,我/我們可能需要在法律要求完成援助後,獲得和維護危險保險、洪水和/或風暴保險(如適用)
。 

5. I/我們理解,提供虛假陳述或資訊是喪失資格和終止住房援助的理由,根據聯邦法律應受到懲罰。 
6. 我/我們證明,據我所知,我/我們填寫並提交給我/我們的協助申請的所有所需檔和材料都是真實和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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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任何人如果故意向 HUD 提出虛假聲明或陳述,可能會受到 18 U.S.C. 287、1001 和 31 U.S.C. 3729 的民事或刑事處罰。根據偽證的處罰,我/我們
證明上述資訊是真實和準確的,以我/我們的知識和信念。我/我們進一步理解,在此提供虛假陳述構成欺詐行為。虛假、誤導性或不完整的資訊可能
導致我沒有資格參加本計劃或任何其他將接受本文檔的計劃。《美國法典》第1001條規定,如果某人明知故犯,故意向美國政府任何部門作出虛假陳
述,即構成FELONY罪。 

      

申請人 = 列印姓名 申請人 + 簽章 日期 

      

共同申請人 – 列印姓名(如適用) 申請人 + 簽章(如適用)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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