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利诺伊州租金支付计划（Illinois Rental Payment Program） 

常见问题 

租户 

上次修订：2021年12月2日 

 

申请  

1. 我如何申请伊利诺伊州租金支付计划（Illinois Rental Payment Program）？ 

2. 用于申请的门户网站会开放多久？ 

3. 我收到通知，称我的房东提交了一份伊利诺伊州租金支付计划（简称ILRPP）的申请。这意味

着什么？ 

4. 应该由租户还是房东先填写申请？ 

5. 我是否可以保存未完成的申请，稍后再继续完成吗？ 

6. 如果我的房东不想参加ILRPP，我该怎么办？ 

7. 如果提交申请后发现自己的申请有误，该怎么办？  

 

计划概述 

8. 租户可以得到多少援助金？ 

9. 伊利诺伊州租金支付计划的资金将如何分配给获得批准的申请人？ 

10. 如果申请被批准，租户是否以后需要偿还任何资金？ 

11. 如果申请获得批准，租户是否需要为ILRPP的资金缴税？ 

12. ILRPP会支付水电费吗？ 

13. ILRPP会支付搬家费用吗？ 

14. 伊利诺伊州租金支付计划会不会资金耗尽？ 

15. 某些申请是否会得到优先考虑？ 

16. 对于拥有自己住房的人，是否有援助？ 

 

资格  

17. 谁有资格获得伊利诺伊州租金支付计划的援助金？ 

18. 伊利诺伊州租金支付计划援助金有移民身份方面的要求吗？ 

19. 我已经从ILRPP或其他机构获得了联邦紧急租金援助。我能否申请其他援助？ 



20. 居住在补贴住房或使用第8节/住房选择优惠券（Housing Choice Voucher）的租户是否有资格申

请ILRPP？ 

 

所需文件 

21. 租户需要提供哪些文件来申请ILRPP？ 

22. 租户需要哪些资料来申请ILRPP？ 

23. 租户是否需要一份租约才能申请？ 

24. 租户是否需要社会安全号码才能申请？ 

 

通过审查程序 

25. 我填好我的申请部分后会怎么样呢？ 

26. 对于其房东不作回复或不合作的租户，租户会获得一个怎样的审查程序？ 

27. 如何查询我提交的申请状态？ 

28. 各种申请状态的术语都是什么意思？ 

29. 如果我的申请被批准或被认定为不符合获得援助金的资格，我什么时候会接到通知？ 

30. 如果我的申请被批准或被认定为不符合获得援助金的资格，我将如何得到通知？ 

 

更多信息 

31. 我是否可以申请本市或本县提供的其他紧急租金援助计划？ 

32. 在等待这些资金的过程中，租户能否被驱逐？ 

33. 在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大流行期间，我在哪里可以找到额外的帮助？ 

34. 如果对ILRPP有任何疑问，我应该与谁联系？ 

35. 如果我认为有人向伊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IHDA）提交与伊利诺伊州租金支付计划有关的虚

假信息，我应该怎么办？ 

 

常见问题  

 

免责声明： 

• 本文件中的信息将在适用时定期更新。 

申请 
 



1. 我如何申请伊利诺伊州租金支付计划？ 

• ILRPP申请是一个联合申请，由租户和房东提出此申请。租户和房东均可以通过访问www.Il

linoisHousingHelp.org填写资格预审问卷，创建ILRPP账户以及提供所需信息和文件来完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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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租户或房东谁先完成其申请，未作任何要求。 

 

• 完成申请后，将对租户和房东的申请进行配对，并进行资格审查。若需提供更多信息，伊

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IHDA）将通过DoNotReplyILRPP2@ihda.org联系您。  

 

• 对于租户或房东来说，如果在使用在线申请时遇到障碍，住房稳定服务（HSS）提供者可

随时提供帮助。请拨打1-866-IL-HELP1 (866-454-

3571)联系伊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IHDA）的ILRPP呼叫中心，或访问www.IllinoisHousingHe

lp.org与住房稳定服务（HSS）提供者联系。  

 

2. 用于申请的门户网站会开放多久？ 

• 将于2021年12月6日星期一开始接受申请，直至2022年1月9日星期日晚上11点59分为止。

在该截止日期之后，租户或房东任何一方都不会有额外时间提交申请。可能会在2022年宣

布额外的申请日期。请查看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来了解未来的计划公告。  

 

3. 我收到通知，称我的房东提交了一份伊利诺伊州租金支付计划（简称ILRPP）的申请。这意味

着什么？ 

• 房东可以在其ILRPP申请中提交其租户的联系信息，随后将发送一封电子邮件邀请函，请租

户参与该计划。租户应按照提供的链接，创建一个账户，并使用电子邮件中列出的确切地

址和单元号（如果适用）提交申请。如果电子邮件中列出的地址不正确，请致电 (866) 

454-ILHELP-1 (866-454-3571)联系伊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IHDA）的呼叫中心。 

 

4. 应该由租户还是房东先完成他们的申请？ 

• 没有要求一方必须在另一方之前完成申请。租户和房东都应该稳妥收集所有必要的文件，

并在2022年1月9日晚上11点59分或之前完成申请。如果租户或房东的某一方先完成了申

请，另一方将收到电子邮件邀请，以便创建ILRPP账户并提交申请。  

 

5. 我可以保存未完成的申请，稍后再完成吗？ 

http://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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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每次点击“Save and 

Next（保存和下一步）”按钮时，您的申请进度将被保存。如果您在申请过程中做了中途

暂停，当稍后需要继续完成您的申请时，您可以访问ilrpp2.ihda.org，登录您的ILRPP账户，

查看您的申请窗口，然后点击“Resume（继续）”，从上次保存的时间点继续进行申请。  

 

6. 如果我的房东不想参加ILRPP，我该怎么办？ 

• 如果房东不愿意参加该计划或对伊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IHDA）关于填写申请的要求未作

出回复，其租户仍有资格获得援助。租户仍应完成他们的申请，并联系

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中所列的住房稳定服务（HSS）提供者，以获得进一步指示。

了解更多信息，请见问题26。  

 

7. 如果提交申请后发现自己的申请有误，该怎么办？ 

• 请致电1-866-ILHELP-1 (1-866-454-

3571)联系伊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IHDA）呼叫中心，详细说明您的申请所需更正的信息

。 

计划概述 
 

8. 租户可以得到多少援助金？ 

• 租户有资格获得一次性补助，补助金额最高可达25,000美元，并直接以他们的名义支付给

房东。但是，如果房东选择不填写他们的申请，则租户可以直接收到ILRPP付款。资助金额

将有所不同，并将与租户的具体需求相匹配。  

 

• 该援助将包括最多18个月的紧急租金援助，支付最多15个月的未付租金和最多3个月的未

来租金。可使用ILRPP资金来支付2020年6月至2022年4月所欠的租金 

 

• 请注意，以前接受过联邦租金援助的家庭，无论所提供的援助来源如何，其可能不会获得

超过18个月的援助总额。此外，通过ILRPP获得的援助总额不得超过25,000美元。最后，之

前获得紧急租金付款援助的家庭，在同一月份可能不会再获得ILRPP付款。 

 

9. 伊利诺伊州租金支付计划的资金将如何分配给获得批准的申请人？ 

https://ilrpp2.ihd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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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申请获得批准，伊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IHDA）将根据申请中提供的付款信息，以支

票形式代表租户直接向房东发放补助金。但是，如果房东选择不填写他们的申请，则租户

可以通过特别审查过程直接获得ILRPP付款。对于其房东不作回复或不合作的租户，伊利诺

伊州住房发展局（IHDA）将与他们联系，以提供进一步的指导。 

 

10. 如果申请被批准，租户是否以后需要偿还任何资金？ 

• 不需要偿还，援助金属于补助金。 

 

11. 如果申请获得批准，租户是否需要为伊利诺伊州租金支付计划的资金缴税？ 

• 不，向租户提供的ILRPP援助在税务上不被视为收入。  

 

12. 伊利诺伊州租金支付计划会支付水电费吗？ 

• 不会，为了向尽可能多的家庭提供帮助，ILRPP补助金仅用于支付逾期或未来的租金款项。

如果您需要公用事业方面的援助，请访问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了解申请公用事业

援助计划的更多信息和说明。  

 

13. ILRPP会支付搬迁费用吗？ 

• 不会。如果您需要搬家费用方面的帮助，请访问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了解伊利诺

伊州及其合作伙伴提供的其他计划和支持。  

 

14. 伊利诺伊州租金支付计划会不会资金耗尽？ 

• ILRPP的资金是有限的，伊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IHDA）将优先考虑失业90天以上或家庭

收入低于地区收入中位数50%的租户的申请。当ILRPP资金用完时，伊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

（IHDA）将发布新闻公告。 

 

15. 某些申请是否会得到优先考虑？ 

• 联邦法规要求伊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IHDA）优先考虑失业90天以上或家庭收入低于地区

收入中位数50%的租户的申请。伊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IHDA）保留进一步确定申请优先

顺序的权利，以确保为住房不稳定和无家可归风险最高的租户提供ILRPP援助。 

 

16. 对于拥有自己住房的人，是否有援助？ 

• ILRPP只适用于租房者。伊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IHDA）将在2022年初提供一个抵押贷款

援助计划。与该计划相关的更多信息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在如下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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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进行提供。在此期间，鼓励房主联系他们的抵押贷款服务机构

（发给您按揭月结单的机构），以讨论他们的具体情况。 

资格 
 

17. 谁有资格获得伊利诺伊州租金支付计划的援助金？ 

• 在下列情况下，伊利诺伊州的租户可能有资格获得伊利诺伊州租金支付计划的援助金： 

o 该家庭面临无家可归或住房不稳定的风险（例如该家庭收到房租逾期未付或驱离通

知）。  

o 该家庭住在伊利诺伊州，该租房为其主要住所。 

o 属于低收入家庭（是指那些收入不超过该地区收入中位数80%的家庭，需根据家庭

人数调整，并由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确定）。请点击此处查找您所在县的收

入限制。 

o 在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期间，或由于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而直接或间接导致家庭内

有一人或多人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或家庭收入减少却发生大量费用，或经历其

他经济困难。 

 

18. 伊利诺伊州租金支付计划援助金有移民身份要求吗？ 

• 不，伊利诺伊州所有符合资格的租房者都可以获得伊利诺伊州租金支付计划的援助金，无

论其移民身份如何。伊利诺伊州租金支付计划的援助金不是“公共负担”的福利。  

 

19. 我已经从ILRPP或其他机构获得了联邦紧急租金援助。我能否申请其他援助？ 

• 可以，租户可以通过ILRPP申请额外的援助，不论所提供的援助来自什么机构，只要您获得

的联邦租金援助的总月数不超过18个月的计划限制。此外，通过ILRPP获得的援助合计不得

超过每户25,000美元的总额。最后，之前获得联邦租金援助的家庭在同一月份不会再获得

ILRPP付款。在这些情况下，伊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IHDA）将调整ILRPP的补助金额，以

避免援助的重复发放。 

 

20. 居住在补贴住房或使用第8节/住房选择优惠券（Housing Choice 

Voucher）的租户是否有资格申请ILRPP？ 

• 可以，居住在州或联邦补贴住房的租户有资格获得ILRPP援助，以支付其部分租金。申请人

须按要求在其申请中提供优惠券和收入重新认证的证明。如果租住的单元位于被补贴的物

http://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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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之中，对于已经或将要由任何其他联邦援助报销的费用，则ILRPP资金不能用于支付这些

费用。如果某家庭中有人接受了ILRPP补助以外的租金援助，则ILRPP援助只能用于支付租

户应付但尚未使用其他租金援助支付的那部分租金。 

o 例如，如果租金为1,000美元，租户每月支付200美元，其余部分使用优惠券或其他

补贴支付，则租户每月有资格获得200美元的ILRPP援助。 

所需文件 
 

21. 租户需要提供哪些文件来申请伊利诺伊州租金支付计划？ 

• 租房者需要以下文件来申请： 

o 政府颁发的带有照片的证件（无论是否到期） 

o 申请前90天的水电费账单或地址证明（如果您身份证上的地址不是您当前的地址

） 

o 家庭收入证明 

o 逾期未付租金的证明 

o 公共援助证明（如有） 

o 收入重新认证（如有） 

 

• 请参阅此处的可接受文件的完整列表。 

 

22. 租户需要哪些资料来申请ILRPP？ 

• 租房者需要以下资料来申请： 

o 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在整个申请审查过程中必须为可用状态） 

o 有效的电话号码 

o 月租金和逾期未付金额 

o 问题21中所列的所有必要文件 

 

23. 租户是否需要一份租约才能申请？ 

• 如果有的话，房东必须在其申请中提供当前的租赁合同。如果没有当前的租赁合同，租户

和房东仍然可以申请。 

 

24. 租户是否需要社会安全号码才能申请？ 

• 不需要，租户不需要提供社会安全号码（SSN）或个人纳税人识别号（ITIN）。  

https://assets.website-files.com/617033bdd8cf10d9f75baef2/61857cfeffb8e7211069d998_6184179f2aa8ca74da463563_Acceptable%20Proof%20for%20Tenant%20%26%20Housing%20Provider_IHDA_ILRPP2.pdf


通过审查程序 
 

25. 我填好我的申请部分后会发生什么？ 

• 租户完成其申请后，如果房东已经提交了申请，则将与其房东的相应申请进行匹配，并且

将被视为符合进行审查的资格。如果房东尚未完成其申请，房东将收到一份邀请其创建ILR

PP账户的通知，并进行申请。租户可以访问ilrpp2.ihda.org，登录其ILRPP账户，在申请窗口

查看其房东是否已经完成了申请，且可查看自己的申请状态。  

 

• 若需提供更多信息，伊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IHDA）将通过DoNotReplyILRPP2@ihda.org与

您联系。 

 

• 如果房东未完成其申请部分，则视为房东未作出回复，租户的申请将通过单独的审查程序

。这些租户可以直接获得ILRPP资金，伊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IHDA）将与这些租户联系

，并提供进一步的指示。  

 

26. 对于其房东不作回复或不合作的租户，租户会获得一个怎样的审查程序？ 

• 其房东未作回复和/或不合作的租户，将被要求参加由伊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IHDA）或

我们的住房稳定服务（HSS）合作伙伴提供的租房指导会议。完成申请后，将提供进一步

的指示。 

 

27. 如何查询我提交的申请状态？ 

• 申请人可在ilrpp2.ihda.org登录其ILR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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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各种申请状态的术语都是什么意思？ 

• 在该过程中，您会看到以下各种状态术语： 

o 已提交，待匹配（Submitted Waiting for 

Match）：该申请正在等待与相应的申请相匹配，以进行审查。  

o 准备审查（Ready for Review）：该申请已完成，并准备好进行审查。 

o 审查中（In Review）：该申请目前正在审查中。  

o 需要更多信息（Needs More Info）：需要提供更多信息。请使用“ADD 

DOCUMENT（添加文件）”按钮，上传所需文件。  

https://ilrpp2.ihd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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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等待主管审查（Ready for Supervisor 

Review）：该申请已被标记为需要进一步审查。 

o 最终审查中（In Final Review）：该申请正在进行最终的审查。 

o 处于QC（In QC）：该申请被选中进行特别的审查。 

o 已批准（Approved）：该资助申请获得了批准。 

o 被拒绝（Rejected）：该申请不符合资助的资格。 

o 正在审查的申请（App Under Review）– 1：该申请已被标记为需要进一步审查。 

o 正在审查的申请（App Under Review）– 2：该申请已被标记为可能是重复申请。 

o 重复申请（Duplicate Application）：该申请已被发现是重复申请。 

 

29. 如果我的申请被批准或被认定为不符合获得援助金的资格，我什么时候会接到通知？ 

• 将于2021年12月开始审查和支付已获得批准的申请。请访问ilrpp2.ihda.org查看您的ILRPP账

户，以了解申请状态的最新情况。 

 

30. 如果我的申请被批准或被认定为不符合获得援助金的资格，我将如何得到通知？ 

• 关于该计划的所有通讯都会发送到申请中所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在整个审查和批准的过

程中，请确保您能够使用与申请相关的电子邮件账户。 

更多信息 
 

31. 我是否可以申请本市或本县提供的其他紧急租金援助计划？ 

• 是的。但是，租户不能在同一月份从多个来源获得租金援助。禁止重复受益，伊利诺伊州

住房发展局（IHDA）将根据需要调整ILRPP的补助金额，以避免重复支付资金。  

 

32. 在等待这些资金的过程中，租户能否被驱逐？ 

• ILRPP补助资金是代表租户支付给房东的。作为接受ILRPP资金的一个条件，房东必须同意

不会因为其租户在计划保障期内未支付租金而驱逐其租户。计划保障期包括所有收到ILRPP

付款支付拖欠租金的月份，以及使用ILRPP预付款予以支付的未来月份。如果已经启动了驱

逐程序，则必须停止驱逐程序，才能考虑ILRPP申请的付款。如果房东驱逐了其租户，那么

房东将不再有资格代表该租户接受ILRPP援助。 

 

• 如果租户已被批准获得ILRPP资金，但其房东未停止驱逐程序，则该租户应提供ILRPP补助

的批准证据，供法庭在诉讼期间予以考虑。  

 

https://ilrpp2.ihda.org/


• 鼓励目前处于法庭驱逐诉讼阶段的租户通过伊利诺伊州特定法庭租金援助计划来申请加快

援助。   

 

33. 在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大流行期间，我在哪里可以找到额外的帮助？ 

• 面临其他经济或社会方面的问题的租房者应访问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了解伊利诺

伊州公共服务部、伊利诺伊州商业与经济机会部以及其他合作伙伴提供的计划的相关信

息，这些部门和合作伙伴旨在帮助那些面临食品无保障、有精神或身体健康问题、药物使

用问题、过度负债、法律问题、移民问题、司法介入以及家庭暴力的人士。 

 

34. 如果对ILRPP有任何疑问，我应该与谁联系？ 

•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对申请有任何不确定的地方，请查阅住房稳定服务（HSS）提供者的

名单，他们随时准备为您提供帮助，网址为 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如需更多援助，

请致电1-866-ILHELP-1 (1-866-454-3571)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Questions.ILRPP@ihda.org联系伊

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 

 

35. 如果我认为有人向伊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IHDA）提交与伊利诺伊州租金支付计划有关的虚

假信息，我应该怎么办？ 

• 伊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IHDA）严肃对待所有的欺诈指控。如果您有理由相信某人提供虚

假信息，企图获得紧急租金援助金，请访问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的“Report Fraud

（报告欺诈）”页面进行报告，并尽可能地详细说明情况，以便伊利诺伊州住房发展局

（IHDA）及时调查此事。另外，还可以向行政检察长办公室在线提出申诉。 

 

 

 

https://www.19thcircuitcourt.state.il.us/DocumentCenter/View/3582/Rental-Assistance-Program-Toolkit
http://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
http://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
file://///IHDA.ORG/HOME/USERS/Mmueller/2021%20ILRPP/12.2.21%20ILRPP2%20FAQs/Tenant%20FAQs/请发电子邮件至：Questions.ILRPP@ihda.org
http://www.illinoishousinghelp.org/
https://www2.illinois.gov/oeig/complaints/Pages/OnlineComplaint.aspx
https://www2.illinois.gov/oeig/complaints/Pages/OnlineComplaint.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