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利诺伊州紧急房主援助资金（ILHAF）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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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概述

1. 什么是伊利诺伊州紧急房主援助资金（ILHAF）计划？

2. 30,000美元的ILHAF拨款将用于哪些方面的支付？

3. ILHAF计划的申请时间是什么时候？

资格

4. 谁有资格根据ILHAF计划申请援助？

5. 如果我因为新冠肺炎（COVID）疫情拖欠了住房付款而接受了抵押贷款调整，我可以申请ILHAF
吗？

6. 如果我仍处于银行的宽限期，我可以申请ILHAF吗？

7. 如果我目前正处于因拖欠住房付款而进行的法律诉讼中，我可以申请ILHAF吗？

8. 如果我过去收到过伊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IHDA）的紧急抵押贷款援助，我还可以申请
ILHAF吗？

9. 如果我的房屋没有抵押贷款，我可以申请ILHAF吗？

ILHAF申请

10. 我如何申请ILHAF援助？

11. 申请时，我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

12. 申请ILHAF需要哪些文件？

13. 在申请ILHAF时，我需要将哪些人列为我的家庭成员？应该包括孩子吗？
14. 在申请ILHAF之前，我是否必须等待银行提供帮助？

15. 如果我对如何联系银行或服务机构以减少损失一事有疑问，谁可以帮助我？

16. 我如何查看提交的申请的状态？

17. 各种申请状态的术语是什么意思？

18. 如果我的申请被批准或被拒绝，我什么时候会得到通知？

更多信息

19. 如果我申请ILHAF援助，我的抵押贷款服务机构会暂停止赎程序吗？

20. 我可以申请我所在城市或郡县提供的其他紧急抵押贷款援助计划吗？

21. 如果我需要帮助支付水电费，应该怎么办？

常见问题



免责声明：

● 本文件中的信息将在适用时定期更新。

计划概述

1. 什么是伊利诺伊州紧急房主援助资金（ILHAF）计划？

根据美国国会于2021年3月通过的《美国救援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为伊利诺伊州提供资金，
以帮助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面临违约、止赎和流离失所风险的房主。伊利诺伊州的房主如果遇到与新
冠肺炎疫情有关的经济困难，可以申请最高30,000美元的住房援助拨款。该计划由伊利诺伊州住房
发展局（IHDA）进行管理。

该援助金将以房主的名义直接支付给抵押贷款服务机构、税务机构或其他核准的实体。在分配资金

时，将优先考虑那些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房主。

2. 30,000美元的ILHAF拨款将用于哪些方面的支付？

符合资格的房主可以获得每户最多30,000美元的拨款，用于支付：

● 拖欠的抵押贷款付款项
● 抵押贷款重置或住房方面的费用，该费用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宽限期有关
● 拖欠的房产税
● 拖欠的房主保险和/或洪灾保险
● 拖欠的房主/共有公寓/合作公寓费用
● 拖欠的活动房屋地块租金
● 如有必要，最多3个月的预期费用

3. ILHAF计划的申请时间是什么时候？

将从2022年4月11日开始受理ILHAF计划申请。在线申请网站为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

资格

4. 谁有资格根据ILHAF计划申请援助？

伊利诺伊州的房主可能有资格获得ILHAF援助，前提是：

● 该家庭经历了与新冠肺炎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经济困难，并且经济困难是在2020年1月21

日之后开始，并持续或恶化。

● 该家庭至少逾期30天未支付初级/第一笔抵押贷款，但有一个例外：没有抵押贷款的房主

如果逾期未支付拖欠的房产税，也可以申请援助。

● 该家庭的收入等于或低于其所在地区的中等家庭收入的150%。

● 该家庭拥有且目前居住在作为其主要住所的房屋内。符合资格的房产包括：

o 单户（排屋或独立屋）房产

o 共有公寓单元

o 1至4个单元的房产，房主居住在其中一个单元且为其主要住所

o 永久固定在土地之上并作为不动产被征税的预制房屋

http://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


o 未永久固定在土地之上的活动房屋

5. 如果我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拖欠了住房付款而接受了抵押贷款调整，我可以申请ILHAF吗？

可以，但前提是您因与新冠肺炎有关的经济困难而至少逾期30天未支付调整后的抵押贷款付款项。
目前正在支付调整后的月度抵押贷款付款项的房主将没有资格获得ILHAF援助。

6. 如果我仍处于银行的宽限期，我可以申请ILHAF吗？

是的。您可以在您还在宽限期内时申请ILHAF。

7. 如果我目前正处于因拖欠住房付款而进行的法律程序中，我可以申请ILHAF吗？

可以。如果您目前处于止赎或其他类型的法律程序中，您仍然可以根据ILHAF计划申请援助。鼓励正
处于法律程序的房主在该计划启动后尽快申请援助，如果您还没有律师代理，ILHAF计划还可以协助
您联系免费的法律服务。

8. 如果我过去收到过伊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IHDA）的紧急抵押贷款援助，我还可以申
请ILHAF吗？

是的，房主可以申请ILHAF援助，即使这类房主在过去接受了紧急抵押贷款援助。但如果房主在2020
年获得了紧急抵押贷款援助以支付抵押贷款付款项，那这类房主只能就2021年发生的费用获得
ILHAF援助。

9. 如果我的房屋没有抵押贷款，我可以申请ILHAF吗？

可以，没有抵押贷款但拖欠房产税的房主可以提出申请以协助支付拖欠的税款，以防止赎的发生。

ILHAF申请

10. 我如何申请ILHAF援助？

房主可以通过访问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并填写资格预审问卷，创建一个ILHAF账户并提供所

需信息和文件，来完成ILHAF在线申请。鼓励申请人在开始申请之前访问

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来查看相关资格标准和所需文件的清单。

11. 申请时，我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

强烈建议申请人在申请ILHAF之前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 了解情况：强烈鼓励房主在申请门户网站开放之前参加由伊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IHDA）主
办的网络研讨会。该网络研讨会将为您提供申请指南，使申请过程更加高效。该网络研讨会

的主题将包括：

o 抵押贷款基础知识

o 关于减少损失的说明

o 止赎程序

o ILHAF的申请程序和计划资格

o 您可以利用的其他免费资源，包括住房咨询和法律援助

http://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
http://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


关于完整的网络研讨会的时间表和参会说明，请查看ILHAF主页。

● 了解您可以选择的方案：房主必须与他们的抵押贷款服务机构或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
认证的住房咨询机构联系，讨论减少损失的方案，然后才有资格获得援助。请尽快安排与住
房和城市发展部（HUD）批准的住房咨询机构进行会谈。

● 操作指南：审核可接受的文件清单，并在申请于2022年4月启动时准备好所有必备文件。

12. 我需要哪些资料来申请ILHAF？

请参阅此处的可接受文件的完整列表。

对于所有申请：

● 产权证明

● 地址/居住证明

● 申请人和任何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明

● 每个家庭成员的收入证明

● 住房咨询证明

● 抵押贷款服务机构的信函，详细说明为减少损失而开展的工作

适用于所申请的援助：

● 抵押贷款报表（除非仅申请税务援助，否则所有此类申请者均需提供）

● 活动房屋贷款报表（如适用）

● 二次抵押和三次抵押贷款报表（如适用）

● 房产税报表（申请税务援助时需要）

● 房产保险报表（申请财产保险援助时需要）

● 房产洪灾保险报表（申请洪水保险援助时需要）

● 房主协会/共有公寓协会/合作公寓报表/地块租金报表（如适用）

● 地块租约（申请地块租约援助时需予以提供）

特定情况下的附带文件（提交已收到的任何文件的副本）：

● 服务机构的违约通知

● 止赎程序的法庭文件

● 关于即将进行的房产税拍卖的通知

● 关于即将进行的强制拍卖的通知

● 破产受托人之批准书，其允许伊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IHDA）与债权人进行沟通

● 破产解除通知

● 宽限协议

13. 在申请ILHAF时，我需要将哪些人列为我的家庭成员？应该包括孩子吗？

您必须报告居住在您家中的总人数，以及任何年满18岁并有收入的成员，无论他们是否分担家庭

的开支。

14. 在申请ILHAF之前，我是否必须等待银行提供帮助？

https://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ilhaf
https://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ilhaf#locator-map
https://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ilhaf#locator-map
https://assets.website-files.com/617033bdd8cf10d9f75baef2/623b39a1d5ad855aeac7116e_ILHAF%20Acceptable%20Documents%20Form%20English%20V6%2003.15.2022.pdf
https://assets.website-files.com/617033bdd8cf10d9f75baef2/623b39a1d5ad855aeac7116e_ILHAF%20Acceptable%20Documents%20Form%20English%20V6%2003.15.2022.pdf


不是的，您应该在申请门户网站开放之后立即申请ILHAF。但是，在房主的ILHAF援助申请被纳入考虑
之前，房主必须与他们的抵押贷款服务机构或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认证的住房顾问联系，以试
图解决他们的抵押贷款拖欠问题。房主应尽快与他们的抵押贷款服务机构联系，讨论他们的方案。

15. 如果我对如何联系银行或服务机构以减少损失一事有疑问，谁可以帮助我？

请与离您最近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批准的住房咨询机构联系。

16. 如何查询我提交的申请状态？

申请人可登录其ILHAF账户，进而查询申请状态。您的申请窗口将显示您的状态。请注意，不会立即
提供申请状态的更新。

17. 各种申请状态的术语是什么意思？

在该过程中，您会看到以下各种状态术语：

● 已提交（Submitted，等待共同借款人的资料）：您的申请已经提交，但由于您在申请中确定的共同
借款人尚未填写他们自己的那一份资料，所以还不能进行审核。

● 审查中（In Review）：您的申请正在等待审核或正在审核中。

● 需要更多信息（More Info Needed）——相关指示已发送到电子邮件中：我们需要您提供更多信息
，以便我们完成您的申请审核。请检查您的电子邮件，看是否有告知您需要提供什么资料。

● 联系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批准的住房顾问（Contact a HUD Approved Housing Counselor）：我们需要
一份由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批准的住房顾问所提供的证明，以便我们完成您的申请审核。
请联系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认证的住房咨询机构，以获得一份证明并完成申请。

● 转介于法律援助机构（Referred to Legal Aid）：根据对您的申请资料的审核，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的
援助可能会对您有所帮助。我们与全州的法律援助组织进行合作，他们可能会提供帮助。关于合
作的法律援助组织名单，请访问illinoishousinghelp.org/ilhaf

● 等待抵押贷款服务机构的答复（Waiting for Mortgage Servicer Response）：我们需要您的抵押贷款
服务机构提供更多信息，以便我们完成您的申请审核。一旦我们收到答复，审核将继续进行。服
务机构可能需要长达6周的时间作出答复。

● 质量控制复核（Quality Control Review）：您的申请已经被选定做进一步的复核，以保证我们遵守
所有的计划规则。

● 已批准（Approved）：您的申请已被批准。我们将在1~3个工作日内提交付款。

● 已付款（Paid）：您的申请已被批准，我们已代表您拨付了已批准的援助付款项。

● 被拒绝（Denied）：您的申请不符合资格标准，已被拒绝。

18. 如果我的申请被批准或被拒绝，我什么时候会得到通知？

将于2022年5月开始对已填妥的ILHAF申请进行审核。付款时间将取决于您的抵押贷款服务机构的响
应时间以及其他因素。请检查您的ILHAF账户，了解申请状态的最新情况。

更多信息

19. 如果我申请ILHAF援助，我的抵押贷款服务机构会暂停止赎程序吗？

如果您的抵押贷款是由房利美（Fannie Mae）或房地美（Freddie Mac）提供支持，那么，您的抵押贷款
服务机构在收到您申请ILHAF援助的通知后，须暂停止赎活动，时间最长为60天。对于如何查找您的
抵押贷款支持机构，相关说明请查阅此处。

https://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ilhaf#locator-map
https://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ilhaf#locator-map
https://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ilhaf
https://www.consumerfinance.gov/ask-cfpb/how-can-i-tell-who-owns-my-mortgage-en-214/


20. 我可以申请我所在城市或郡县提供的其他紧急抵押贷款援助计划吗？

可以，但是，房主不能在同一时期从多个渠道获得抵押贷款援助。明确禁止重复获得福利。

21. 如果我需要帮助支付水电费，应该怎么办？

如果您还需要水电费方面的援助，请联系商业与经济机会部（“DCEO”），了解有关申请资格以及如
何根据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LIHEAP）申请水电费援助资金。

https://www2.illinois.gov/dceo/assistanceforindividuals/Pages/EnergyAssistance.aspx
https://dceocovid19resources.com/for-resi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