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rm M-860w (SC) (page 1) LLF  
Rev. 11/9/17 (ENG Rev. 7/9/13) 

  
Burial Claims Unit 
25 Chapel Street - 6th Floor 
Brooklyn, NY 11201-1954 
(718) 473-8310 

 
日期：

死者：

死亡日期：

丧葬求偿编号：

   
  

丧葬补贴申请 (Simplified Chinese) 
  
注意：如需申领丧葬补贴，请在死者去世 60 天内填写并提交申请。  
1. 死者信息 
死者姓名：  

死者的最后住址：  

出生日期：     死亡日期：    死亡地点：  

死亡原因：  

死亡是否引起任何法律诉讼？   否   是   如果是，请提供详情：   

2. 丧葬费：$  

墓地费： 墓穴开掘：  $ 火化：$  

支付人：  总丧葬费：$  支付日期：$  

殡仪馆名称：  地址：  

 

3. 丧葬补贴的申请人身份 

                                            亲属     朋友         组织内的朋友   

姓名：  关系：  

地址：  电话：   
4. 生者

死者身后有：负有法律责任的亲属 (LRR)？  否  是   
如果是，请提供其姓名、地址和出生日期 (D.O.B)：  配偶   父母    

出生日期：  姓名：       

地址：  

出生日期：  姓名：       

地址：  

负有法律责任的亲属 (LRR) 是否从家庭独立管理局或社会安全管理局收到过公共福利？  
 否 是   如果是，请指出类别和个案编号： CA  MA FS  SSI：   

配偶？   否  是（如果是，请提供姓名、地址和出生日期）   出生日期：   

姓名：      地址：   

前述某子女的父母？  否  是（如果是，请提供姓名、地址和出生日期）   出生日期：  

姓名：      地址：  

 

 

     

 

 

 



                                    
丧葬补贴申请（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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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退伍军人身份： 

死者是退伍军人吗？ 否  是   如果是，该退伍军人是否接受过任何退伍军人福利？ 否 是 
如果是，金额是多少：$  

 

死者是退伍军人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吗？ 否 是  
6. 房产 

死者是否留下遗嘱？ 否 是    死者是否留下房产？ 否 是  

如果是，请提供详情：

 
7. 资产 
死者在去世时，是否有任何下述资产？（如果是，请提供价值量）      

现金 
否 是 $     银行账户

否 是 $     保险单 
否 是 $    

不动产 
否 是 $     工会收益

否 是 $     丧葬信托 
否 是 $    

退休金 
否 是 $     汽车

否 是 $     其他 
否 是 $    

8.身世 

请描述死者如何谋生：  

死者在去世时是否受雇？  否 是 （如果是，请在下文提供详情）

 

雇主名称：  

地址：  

 

工作类型：  
  
死者是否从人力资源管理局或社会安全管理局接受过任何帮助？  
 否 是   如果是，请指出类别和个案编号： CA  MA FS  SSI：  

死者是否领取过社会安全金？   否 是，每月金额 $   

     

 
  
签字人授权纽约市人力资源管理局/ 社会服务局的局长或其授权的代表，开展所有跟本申请有关的必要调查，并完全许可其对
本申请中的任何或所有信息进行核实。 

申请人签字：     日期：
 

纽约州和纽约市郡 
  
在本人面前宣誓    日期   ，20  

 
公证人或契约专员  
（只有在申请由授权代表提交时，才必须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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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求偿申请程序 
  
  

背景： 
  
人力资源管理局 (HRA) 可向需要帮助支付丧葬开支的人提供财务资助。如果纽约市已故居民生前曾接受社会安全
补充收入 (SSI)、现金资助 (CA)，或者没有留下资金来承担其丧葬开支，而且也没有负有法律责任的亲
属 (LRR) 能够支付丧葬开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申请上述资金。 
  
资金可涵盖： 
  

 在丧葬费上，HRA 支付的费用可高达 $900，但总丧葬费不得超过 $1,700。火化或墓穴的花费，但墓穴挖
掘费用排除在外，不过，在计算 $1,700 总花费时，火化后埋葬骨灰的花费不可排除在外。如果总丧葬费超
过了 $1,700 的金额，HRA 将不予支付。 

 死者享有的任何资产（无论此前是否分配给 HRA）或某 LRR（比如配偶或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在死亡日可
能具有的任何金额都视为可用资产和金额，并且由任何其他来源已支付或将支付的金额都将从 $900 的款项
中扣除，只要索偿经认定适用于支付该款项即可。如果求偿由于其他原因而确定符合条件，死者在死亡日
留下的任何资产或资源，将从 $900 中扣除。 

  
申领程序： 
  
丧葬安排人或其代表应在自死亡日起的 60 天内，亲自前往我们位于 25 Chapel Street (6th Floor) Brooklyn 的办公
室提交申请。该申请人应携带下述任何文件参加初次晤谈，也可通过美国邮政提交所需的其余文件。 
  
所需文件： 
  

1. 由申请人填写并签名的《丧葬申请表》。 
2. 经认证的死亡证明原件（该原件将返还给申请人。） 
3. 一份《丧葬合同》，也称为《所选物品与服务清单》。该合同应由丧葬承办人和丧葬安排方签署。文件上

必须包含所需的连续发票号码。 
4. 一份墓地或火葬账单，逐条列计所有费用。 
5. 丧葬费用明细账单原件，由丧葬承办人签字，并且在公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公证。如果费用已支付，丧葬账

单应盖上“Paid-in-Full”（完全支付）印戳。 
6. 如果对丧葬机构有欠款，需要填写完毕的《丧葬承办人证词》表格原件，由丧葬承办人签名，并在公证人

在场的情况下公证。 
7. 每件个案都需要提供关于死者在死亡日时可用的资产/收入以及申请人（如果申请人是 LRR）可用的资产/

收入的信息和文件。 
8. 根据每件个案的特殊事实和情况，本机构可能索要其他必要文件以便确认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