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次申领

大规模流行
性疾病紧急失业补偿



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紧急失业补偿

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紧急失业补偿 (Pandemic Emergency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PEUC) 是根据《2020 年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
(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CARES) 法案》制定的一项
计划。

PEUC 是一项临时计划，它向那些已经用尽所有定期失业保险赔偿权利，
并且没有资格在另一个州或通过联邦计划申请新的定期赔偿的个人提供
长达13周的延长失业补偿。

本文件将帮助您完成首次申领申请。请阅读所有说明并查看 PEUC 页面
上的常见问题解答，以确保您申请的计划正确，并避免申请被延迟处理。



PEUC 资格标准

符合资格的个人包括：

• 在 2019 年 7 月 1 日或之后到期的补偿申请中，已经用完所有的定期
失业保险福利金，且没有资格申请任何其他补偿的人士

• 在 Oregon 州、其他州、加拿大或其他联邦计划中没有资格提成新的
申领的人士；以及

• 当州和地方有关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紧急声明不再有效时，能够工作
并愿意寻找工作的人士。



如果您认为您有资格在 Oregon 州申请新的定期失业保险金，您应该
利用在线申领系统提出申领。

如果您认为您有资格在另一个州申领，请联系该州提交新的申领申请。

如果我们确定您不符合新的定期失业保险金申请资格，您可申请 PEUC 
延期，有效期为您最后一次支取定期失业保险福利金后的一周（有效
期为 2020 年 3 月 29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6 日）。

如果您知道您不满足申请新的定期失业保险金的资格，并且正在根据
PEUC 计划申请福利金，请查看所有说明。

https://secure.emp.state.or.us/ocs4/index.cfm?u=F20200519A175147B10111478.144&lang=E


在开始填写 PEUC 申请表之前，将表格保存在您的设备上。如
果不先保存表格，您的进度将会丢失。

在保存该申请表后，如果可能，直接在 Acrobat 或 Acrobat 
Reader 中打开它。这样，您就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该申请表使
用选项卡。



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
PEUC 申请表：

https://unemployment.oregon.
gov

选择在线申领系统选项，然后点击
Extension (PEUC)（延期 (PEUC)）按钮。

如果您需要邮寄纸质申请表，请致
电 503-947-1563。此电话号码仅用
于申请纸质申请表。

延期
(PEUC)

https://unemployment.oregon.gov/


您还可在我们的网站 unemployment.oregon.gov 上找到初始申请表格。

找到表格并将其保存到您的设备上。

https://unemployment.oregon.gov/


可填写的PDF表格不会自动保
存。我们强烈建议您使用表格
上的“Save（保存）”按钮或点
击“File>Save（文件>保存）”
（或“Save As（另存为）”）来
频繁保存已输入到表格中的数
据。

请确保您已填妥整个表格。
不完整的表格将延迟申请进
程。如果您没有完整填写表
格或未能对表格进行认证和
签名，您必须填写一份新的
表格，并附上所有资料。

重要信息



请提供您的全名和客户 ID 号
或您的社会保障号码。您的
客户 ID 在我们发送给您的所
有文件上。

需要您的信息来验证您的身
份并制定一个 PEUC 延期。

请提供您的电子邮件地址，以便我们通知
您您的申请已得到处理。

请提供您获得语音指示的首选语言，该语
言可与书面文档中的语言有所不同。

请提供您的现住地址和电话号码。

如果您是从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搬出
的，请选中此框，以便我们知晓。

您必须填写所有字段。



您可使 PEUC 从 2020 年 3 月 29 日起的任何一周生效，在本周之前，您将无法获得
定期失业保险金的福利金。您必须提供正确的周日到周六日期，否则将延迟处理
您的 PEUC 申请。

“工作”包括任何 1099（独立承包商）或临时工作。

您必须填写所有字段。



提供在各个字段中需要
的所有详细信息。

本节中的信息仅与自您上次在州外
提出申领, 或自最近 18 个月内受联
邦政府或军方雇用以来的任何就
业有关。

您必须填写所有字段。



每周认证

如果您在 PEUC 申请日期部分中没有选择的同一周申领福利金，请完成每周认证部分。

如果已经使用在线申领系统或每周申领电话线申领了PEUC 延期的第一个有效周，请
不要填写每周认证。

您必须输入您要申领的该周的星期六的日期。如果您输入的日期不正确，则您的周福
利金处理将延迟。

请观看这段 YouTube 视频获取关于
每周福利金申请的信息。

这将解释当前的期望，直到与 2019 
冠状病毒病相关的州和地方紧急声
明不再有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82E6ApKik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82E6ApKiko&feature=youtu.be


您可在我们的网站 unemployment.oregon.gov 上找到每周申请表格。

找到表格并将其保存到您的设备上。

https://unemployment.oregon.gov/


每周认证

您可以完成其他周的额外申领，以便在生
效周之后进行申领。

在 PEUC 页面上下载 PEUC 每周援助申请。

您必须在您想申领的每一周完成

*日历周——星期日到星期六。示例：2020 年 5 月 3 日至 2020 年 5 月 9 日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https://govstatus.egov.com/ui-benefits/CARES


您上周没有接受工作邀请吗？

我们问的是您是否得到一个工作邀请，但您拒绝接受那份工作。

是，如果您拒绝工作。
否，如果您没有拒绝工作。

根据上一页中的示例，说明您希望在哪一周的星期六申领，并注明日期。

您上周辞职了吗？

我们问的是您上周是否自愿辞职。

是，如果您辞职。
否，如果您没有辞职或没有工作可以辞职。

您上周被解雇或停职了吗？

我们问的是您是否被停职，或者您的雇主是否解雇了您。

是，如果您被解雇或停职。
否，如果您既没有被解雇也没有被停职。

*注意：由于没有工作而停止工作是不视为解雇的。



您上周离开永久居住地超过 3 天吗？

我们想知道您在申领福利金的一周内，您外出的时间是否超过三天。

是，如果您离开超过三天。

否，如果您在申领当周内没有离开或离开不到三天。

您在身体和精神上都能完成您上周想要的工作吗？

我们问的是您在申领福利金的那一周是否有能力工作。

如果您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能工作，您则被认为“有能力”工作。
如果您被隔离，但没有生病，您则被认为“有能力”工作。

根据现行的临时规则，如果您因 2019 冠状病毒病或其他类似流感的症状一周大部分时
间（超过 3 天半）都呆在家里而无法工作，那么只要您在这一周内的任何时间点没有住
院，您则被认为“有能力”工作。

如果您在这一周内住院了，您在这一周则被认为“没有能力”工作。



在上周的每一天，您是否愿意工作，是否有能力接受和汇报全职、兼职和临时工作？

我们问的是，如果隔离措施未生效，或在与 2019 冠状病毒病相关的州和地方紧急声明不
再有效时，您是否愿意寻求或返回工作岗位。

您上周积极找工作了吗？

我们想知道的是您在申领福利金的那一周是否在找工作。

如果在州和地方有关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紧急声明不再有效时，您将回到您雇主那里工作
或者愿意找工作，那您就是在积极找工作。

*注意：请查看该 YouTube 视频，了解当前的紧急情况规则和期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82E6ApKik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82E6ApKiko&feature=youtu.be


您上周工作了吗？或者，您得到或将得到该周的假期或节日工资吗？

我们想知道的是您该周是否工作或在该周是否得到任何付款。

如果您在该周有工作，或者您得到了假期或节日工资，并且您计划回到您雇主那里工作，请报告
总收入。如果您已确定不会再回雇主那里工作，则不要报告假期或节日工资。

输入总小时数
此字段要求您输入该周的工作小时数。如果您没有工作，但得到了假期或节日工资，请输入至少 1 
小时。

总收入（任何扣除前）
此字段要求您输入申领当周的总收入，即使您尚未收到。如果您得到了假期、节日或任何其他类
型的休假工资（并且您将返回雇主那里工作），则必须在此字段中输入您收到的金额。

示例 1：您每小时挣 $14，在申领当周内工作
5 小时，但要到下一周才能收到付款。

$14 X 5 小时=70 您在该周收入70 美元

示例 2：您每小时挣 $14，在申领当周没有工
作，但获得了 5 小时的假期工资和 5 小时的节
日工资。

$14  X  10 小时 = 140 您在该周收入 140 美元



如果您没有列出至少两个直接的雇主联系人和三个求职活动，
请务必对上面显示的临时解雇 (Temporarily laid off, TLO) 回答
“Yes（是）”。如前所述，在当前临时规则下，选中此框表示您
正在“积极寻找工作”。

在以下情况下，您可以跳过
此框:

• 您计划在有工作时回到您
雇主那里工作，从而证明
您正在“积极找工作”；或

• 您愿意在州和地方紧急声
明失效时找工作。

如果您是入会
条件严格的工
会信誉良好的
成员，请选中
此框。

求职活动



您必须选择同意，否则您的申请将无法处理。

回答有关您薪酬的问题。付款方式将和以前一样。必须确认这一信息。

您可访问我们的 2019 冠状病毒病网页，完成截至上周的任何未申领周的额
外每周援助申请。



请阅读信息，并确认表格中所提供的信息据您所知是准确的。

您需要签名，并填上您在文件上签名的日期。

为了安全上传，您输入的姓名将作为被接受的签名。



访问在线申领系统上的安全上传门户。

选择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紧急失业补偿 (PEUC) 选项。

安全上传说明

在上传之前
保存您的申请表。

重要信息



输入您的 SSN 和您的 PIN 号码

注意：PIN 是您用于提交申领和每周申领的相
同号码

点击Continue（继续）

安全上传说明
在上传之前
保存您的申请表。

在上传您的申请表时，您可以不使用 PIN 号码，但在处理完 PEUC 申请表后，您仍
需要 PIN 来提交每周申领。

重要信息



请输入您的全名，以证明您同意欺诈声明。

点击Continue（继续）

安全上传说明
在上传之前
保存您的申请表。

名字和姓氏

重要信息



安全上传说明
在上传之前
保存您的申请表。

请输入一个可以联系
到您的准确电话号码。

请输入一个我们能通
知您您的申请已得到
处理的准确电子邮件
地址。

选择要上传的文件类型：

对于 PEUC 申请表，选择 PEUC Self Certification/Intake（PEUC 自行认证/输入）

对于每周援助申请，选择每周申领认证

您可以使用以下格式上传文件：PDF、PNG、GIF、TIF、BMP、JPG 或 JPEG。

重要信息



安全上传说明
在上传之前
保存您的申请表。

选择文件后，点击 “Upload（上传)”。

选择 “Browse
（浏览)”按钮，
查找要上传的
文件。

重要信息



安全上传说明
在上传之前
保存您的申请表。

如果上传完文件，请点击 “Complete My Submission（完成我的提交)”。

您可以上传其他
文件。

选择 “Browse（浏
览)”按钮，查找
要上传的文件。

重要信息



安全上传说明
在上传之前
保存您的申请表。

此页面将让您知道您的文件已成功上传。

您将收到确认号码和下一步操作的说明。把这个号码留作记录。

重要信息



重要提示：请确保您已在希望收到付款的每周申领福利金。

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紧急失业补偿
(PEUC) 网站：

unemployment.oregon.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