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获得受害者服务办公室 (OVS) 的补偿需要
执行哪些步骤？
•

完整填写 OVS 申请表

•

符合资格要求

•

已有或未来会有应予以补偿的自付额损失

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费用补偿？
OVS 提供如下各项相关补偿：人身伤害、死亡、基

请将填写完毕的 OVS 申请表连同下列文件的影印
本寄给我们：
•

警方报告

•

保险卡

医疗和咨询费用

•

基本个人财产的收据

•

基本个人财产损失或损坏（最高 500 美元，

•

受害者的出生证明

•

死亡证明和殡葬合同

•

其中包括现金 100 美元）
安葬/丧葬费用（最高 6,000 美元）

•

医疗账单明细

•

工资损失或赡养费损失，包括因儿童受害者住院

•

任何保险公司拒绝或授权支付本申请表中

本个人财产损失。OVS 可能补偿的具体费用包括：
•

所列服务的信函

治疗，其父母损失的工资（最高 30,000 美元）

谁有资格获得补偿？

•

交通运输费（提出起诉时的必要出庭）

•

年龄证明（驾照、出生证明等）

•

专业/职业康复服务

•

法定监护权文件

•

受害者必须是无辜的罪行受害者

•

使用家庭暴力庇护所

•

罪行受害者因犯罪行为身体受到伤害

•

清理犯罪现场（最高 2,500 美元）

•

犯罪受害者身体未受到伤害，但其未满

•

因善行而导致的财产损失（最高 5,000 美元）

18 周岁，已满或超过 60 周岁或为残障人

•

搬迁费用（最高 2,500 美元）

士
•

主要依赖受害者赡养的某些亲属和家属，
其中包括未亡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
妹、继兄弟姐妹、继父母或其他个人

•

为无辜的罪行受害者支付或承担丧葬费用
的个人

•

儿童受害者、目睹犯罪行为的儿童、儿童
的父母、继父母、祖父母、监护人、兄弟
姐妹或继兄弟姐妹

•

被非法拘禁或绑架的某些受害者

•

某些被骚扰的受害者

•

劳工贩卖或色情贩卖的某些受害者

•

美国境外恐怖主义行为的受害者（纽约州
居民）

•

犯罪人对其受害者提起琐屑无聊诉讼的受
害者

如果我的财产因犯罪行为导致丢失、损坏或损
毁，该如何处理？
如果您未满 18 周岁，已满或超过 60 周岁，残障

如果我没有 OVS 需要的全部文
件，该怎么办？
立即邮寄您的申请表。您可以稍后
再邮寄其他文件。

我还应该做些什么才能获得福利？

或受伤，您可以申请福利以修复或更换因犯罪行

•

一周内向警方或其他刑事司法机构报案

为而丢失、损坏或损毁的基本个人财产（在没有

•

犯罪行为发生后一年内起诉

•

说明拖延报案或起诉的正当理由

•

配合执法部门和 OVS

其他资源可偿付这些损失的情况下）。

基本是指维持您的健康和福利的必需品，例如眼
镜、现金及衣物。

HIPAA 授权书是什么？
HIPAA 授权书允许医疗保健服务提供

我该如何申请补偿？

方与 OVS 讨论您的健康信息。您必须
为每一个医疗保健服务提供方签署一

您可以直接向 OVS 索取申请表，
或联系我们以查询您附近的当地
受害者援助计划。您也可以通过任何警察局、派
出所或医院急诊室取得申请表。

份 HIPAA 授权书。

谁可以签署申请表？
受害者必须签署申请表，但如果她/他未满 18 周岁，
或身体上或精神上无能力签署，则必须由其法定
监护人签署申请表。

我可以在哪里取得我所需要的表格？

其他受害者服务：

可以从 OVS 网站下载表格，网址是：

很多受害者援助计划（Victim Assistance

www.ovs.ny.gov。您也可以致电

Programs，简称 VAP）由纽约州 OVS 资助，遍

1-800-247-8035 联系 OVS，或者咨询您
当地的受害者援助计划。

布整个纽约州。这些计划可以帮助您向 OVS 提交
索赔申请。VAP 可以为受害者提供即时帮助，以
及提供并非由 OVS 直接提供的额外服务。在这些

我是否需要聘请律师为我向 OVS 提交索赔
申请？

服务当中，有很多能够给予罪行受害者极大的安
慰和援助。如欲索取您当地的 VAP 清单，请直接

不需要。但是如果您聘请律师协助您

联系 OVS，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提交索赔申请，OVS 可补偿最高

身为在纽约州的罪行受害者，您应该知道：

1,000 美元的律师费。

•

如果我需要立即获赔，该怎么办？
特殊情况下，您可以要求发放紧急补偿金，最高

您可以免费获得一份警察报告（《纽约州行政
法》第 646 条 (NYS Exec. Law §646)）。

•

法律可保护您免遭嫌犯或嫌犯家属的威胁或
恐吓。当地警察局及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可以

可达 2,500 美元。

为您解释这些法律。

如果我搬家了，该怎么办？
致函 OVS，通知我们您的新地址和

•

警察局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可以为您解释您在

新电话号码。另外，如果您更改了电

司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该过程中的重要步

子邮件地址，也请通知我们。

我可以在哪里获得更多信息？

您有权参与刑事司法过程中的某些阶段。当地

骤，以及您如何获取有关这些步骤的信息。
•

如果您是重罪受害者，当被告人接受审判时，
您有权发表声明。

我们可以帮助您找到您附近的受害者援助
计划。请联系我们：1-800-247-8035

•

您有权获得被告监禁状态的通知。您可以致
电 1-888-846-3469 联系 VINE，以告知您的
联系方式。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ovs.ny.gov

有关罪行受害者权利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我们网
站上的出版物《纽约州罪行受害者的权利》(The
Rights of Crime Victims in New York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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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索赔申请表、需要索赔提交帮
助或有任何疑问，可以联系以下受害者服
务办公室：
总办公室
AE Smith Office Building
80 S. Swan Street, 2nd Floor
Albany, NY 12210
(518) 457-8727
纽约市办公室
55 Hanson Place, Room 1000
Brooklyn, NY 11217
(718) 923-4325
水牛城办公室
65 Court Street, Room 308
Buffalo, NY 14202
(716) 847-7992

1-800-247-8035
http://www.ovs.ny.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