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萨默维尔住房稳定
办事处

市长卡蒂娅娜·巴兰坦 
萨默维尔市，2022 年 6 月

如果您没有收到住房稳定通知法案 (HSNA) 要求的文件：请致电 311 报告违规行为。 
告诉他们您需要向检查服务署提出投诉。如果您需要帮助，请致电住房稳定办事处OHS， 
电话 617-625-6600，分机号码 2581 ，或到访 somervillema.gov/ohs，  
并点击「提出转介 (MAKE A REFERRAL)」。

P 适用于所有口头或书面租约，无论租约长短。 

P 必须在租约开始后的五天内，透过亲身或通过挂号信和电子邮件（如果知道）的方
式将其提供予租户。

P 如果你知道租客的主要语言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海地克里奥尔语、尼泊尔语或
中文，则必须以租户的主要语言提供。

P 新的通知和翻译版本将可会在 7 月 13 日前在somervillema.gov/ohs 找到。

了解暂停驱逐令之外，您的住房权利和资源

重要的住房信息更新

萨默维尔住房稳定通知法案
新修订 – 于2022 年 7 月 13 日生效 

2019 年的住房稳定通知法案 (HSNA) 保障了居民了解自己的
权利以及寻求帮助的渠道。法案要求房东和断赎业主在租约
结束时，需提供基本住房权利和资源的通知。在住房稳定办
事处 (OHS) 的网站 somervillema.gov/ohs 可找到翻译
成多种语言的通知。

住房稳定通知法案 (HSNA) 经市议会修订，并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由巴兰坦市长签署成为法案。从 7 月 13 日开始，房东
亦必须在租约开始时向新租户提供有关租户权利和资源的通
知：

新的保护令



如果您的房东试图或威胁要驱逐您，请致电住房稳定办事处 OHS，电话 617-625-6600， 
分机号码 2581， 或到访 somervillema.gov/ohs ，并点击「提出转介 (MAKE A 
REFERRAL)」。我们可以提供法律帮助 - 请参阅「获取法律援助」。

了解你的权益：驱逐和断赎
在新冠疫情 (COVID) 其间，政府提供了不同的临时住房保护
措施，但许多措施已经结束或更变。基于政策可能会迅速改
变，请在 somervillema.gov/alerts 上注册以获取最
新情况。

重要提示：只有法院可以下令驱逐您

  萨默维尔暂停强制驱逐令

•	 将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结束。

•	 即使法院允许进行驱逐，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禁止对萨默
维尔居民进行实际逼迁。

  暂停强制驱逐令结束后 

•	 暂停强制驱逐令结束后，房东仍需要向法庭申请驱逐令，并需要获得法院的许可
（「执行令」）才能实际驱逐住客。

•	 只有警员或縣治安官可以实际驱逐住客，他们亦必须提前 48 小时发出书面通知
（「征收通知」）。

  麻州新冠疫情 (COVID) 驱逐保护令已延长至 2023 年 3 月

•	 如果租客已申请租金援助并等待批准，麻州法律要求法院推迟因未能缴付租金而进行
的驱逐。

•	 更多信息，请参见 mass.gov/noticetoquit。

  马萨诸塞州屋主援助基金 (Mass HAF) 的断赎保护

•	 联邦资助的贷款减免计划 - mass.gov/HAF（请参阅「获得租金或贷款援助」）。

•	 如果您的贷款服务商参与 Mass HAF ，而您通知了他们您已申请此计划，他们则必须
停止断赎程序。

•	 到访 mhp.net/news/2022/attention-mortgage-servicers-sign-
up-for-mass-haf 以查看您的贷款提供商是否参与在计划内。

保持消息灵通



获得租金或贷款援助

尽管萨默维尔禁止在 6 月 30 日暂停强制驱逐令结束之前进
行实际驱逐，但您必须继续缴付房租或贷款。 无论您的移民
身份如何，均可透过以下列出的机构获得经济援助。 经济援
助有可能会因应您的收入或其他条件而有所限制。

现在立即申请。 租金和贷款援助申请需时，并视情况而定。

  租金援助

•	 萨默维尔无家可归者联盟 (Somerville 
Homeless Coalition), 617-623-6111 
在somervillehomelesscoalition. 
org/rapid-response申请。

•	 萨默维尔社区行动局 (Community Action 
Agency of Somerville), 617-623-7370。
在caasomerville.org/hap-  
application 申请。

•	 波士顿都会住房 - 联邦租金救济基金 
(Metro Housing Boston – RAFT 
Assistance) 在 metrohousing 
boston.org 申请。

  贷款援助和避免断赎

•	 马萨诸塞州屋主援助基金 
(Massachusetts Homeowner 
Assistance Fund , Mass HAF) 是一项新
的联邦政府资助的贷款减免计划 —— 请
参见 mass.gov/HAF。 符合条件的
房主将可获得补助金，以支付贷款欠款
和其他与房屋相关的开支。 要查看您是 

 
否符合资格并在线申请，请到访 
mahahome.org/Homeowner- 
Assistance-Fund 或致电 
617-265-1982，分机号码 313。马萨诸
塞州可负担房屋联盟 (Massachusetts 
Affordable Housing Alliance, MAHA) 
是一家涵盖萨默维尔的非营利住房咨询
机构。 致电 833-270-2953 寻求更多帮
助，包括语言翻译援助。

•	 如果您需要贷款援助但不符合马萨诸塞
州屋主援助基金 (Mass HAF)  的资格，
请致电住房稳定办事处 OHS，电话 
617-625-6600，分机号码 2581， 或到
访 somervillema.gov/ohs ，并点
击「提出转介 (MAKE A REFERRAL)」。

•	 城市边缘 (Urban Edge) 
非营利小区发展机构，提供个性化咨
询，通过宽容、修改贷款内容和其他方
式来避免断赎– 请参阅 urbanedge.
org。可致电 617-989-9320 或发送电
子邮件予 Bob Credle，bcredle@
urbanedge.org。

寻求协助

如果您需要租金或贷款方面的帮助，但又不知从何入手？ 请拨打 617-625-6600，分机号码
2581与住房稳定办事处 OHS 联系，或到访 somervillema.gov/ohs ，并点击提出转介 
(MAKE A REFERRAL)」。



免费法律服务
如果您的房东对你进行驱逐，或者您面临断赎而城市边缘 
(Urban Edge) 无法提供援助（请参阅「获得租金或贷款援
助」），请尽快寻求法律缓助。 不论移民身份如何，低收入
租户和屋主都可以获得免费的法律缓助。

  驱逐

•	 剑桥和萨默维尔法律服务 (Cambridge & Somerville Legal 
Services), 617-603-2700

•	 De Novo, 617-661-1010

•	 哈佛法律援助局 (Harvard Legal Aid Bureau), 617-495-4408 

  避免断赎

如果城市边缘 (Urban Edge) 无法提供援助，请联络大波士顿
法律服务部 (Greater Boston Legal Services) 客户部，电话 
617-603-1671或电邮至 consumer-intake@gbls.org.

如果您需要房租或贷款援助，或正面临驱逐，我们可以提供不同语言的帮助。 请致电 
617-625-6600，分机号码2581，联系住房稳定办事处。 或到访 somervillema.gov/
ohs ，并点击「提出转介 (MAKE A REFERRAL)」。

关于萨默维尔市住房稳定办事处
住房稳定办事处 (OHS) 提供住房信息、建议、转介和倡议。
服务包括：

•	 协助解决房东/租户事务，包括驱逐
•	 法律服务转介
•	 协助申请租房援助
•	 协助预防断赎 
•	 协助入住紧急避护所
•	 协助申请可负担房屋
•	 租户外展和教育

关于我们

如需获得更多信息或取得住房稳定办事处 (OHS) 的服务，请致电 617-625-6600，分机号码 
2581， 或到访 somervillema.gov/ohs ，并点击「提出转介 (MAKE A REFERRAL)」。 
住房稳定办事处工作人员会说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印地语，并会使用翻译专线来翻
译其他所有语言。

获取法律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