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迈出一小步，实现大学梦

大学储蓄计划 (Save for College Program) 和公共福利

您的纽约市奖学金账户

由于纽约市奖学金账户归 NYC Kids RISE 所有和管理，所以纽约市奖学金账户中的资金只要仍存于账

户内，就不会影响现有或未来的公共福利。未来几年，NYC Kids RISE 将提供更多信息，以说明学生在
纽约市奖学金账户中的支出会如何影响他们进入大学后可享受的公共福利。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拨打 

NYC Kids RISE 热线电话 833-KID-RISE (833-543-7473)或访问 nyckidsrise.org。

您自己的大学储蓄账户

为大学储蓄的方法不胜枚举，大学储蓄账户的种类也是纷繁复杂。为此，大学储蓄计划为您准备了两种

大学储蓄账户，您可以选择其中一种开户，并与您孩子的奖学金账户关联：

本文介绍了开户和将资金存入这类账户会如何影响您（账户所有人）获得公共福利的资格。文中并未描

述孩子上大学后，此事对他们自己的公共福利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 

NYC Kids RISE 不提供投资建议或推荐任何特定类型的大学储蓄账户。每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同，在储
蓄或投资之前，请慎重考虑您的自身情况。

如需了解大学储蓄计划为您提供的大学储蓄选项，

请访问 nyckidsrise.org/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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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请阅读以下信息，了解您的家庭公共福利会如何受到大学储蓄账户各个选项的影响。下表还列出了一些联系方式，可

为您提供更多信息。请注意，资产限额及其他规则可能随时改变。使用以下联系信息联系福利机构，以了解每项福利

最新的资产限额详情。

拥有或将资金存入纽约市奖学金账户或您自己的大学储蓄 开户或将资金存入您自己的大学储蓄账户可能会对以下

账户将不会影响以下福利： 福利产生影响： 

• 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营养计划 (Special • 纽约市房屋局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Supplemental Nutrition Program for Women, NYCHA) 住房 

Infants, and Children, WIC) • NYCHA 的第 8 节 (Section 8) 计划 

• 免费和优惠午餐 • 廉租房（由纽约市住房维护与发展局或住房开发公司 

• Medicare 和 Medicare Savings Plus 补贴的住房） 

• 社会保障残疾保险 (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 Medicaid 
Insurance, SSDI) • LIHEAP 应急计划 (Emergency LIHEAP) 

• 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 (Low Income Home • 公共援助（TANF/贫困家庭临时援助、现金援助、 

Energy Assistance Program, LIHEAP) 福利、家庭援助或安全网援助） 

• 儿童健康保险计划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 食品券/SNAP 
Program, CHIP)

是否有兴趣了解您可能有资格获得但尚未拥有的福利？

请访问 https://access/nyc.gov。

PubBen_CN 
2021 年 10 月

请注意，下面几页的信息可能会因为您和您家庭的情况而改变，具体视您目前是否领取福利或者您将来是否申请福利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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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下表。

福利 529 账户中的存款是否

会影响这项福利？

银行储蓄账户中的存款

是否会影响这项福利？

如果我需要福利援助，

可以与谁联系？ 

WIC（妇女、婴儿和儿童特

别补充营养计划）

否 — 确定 WIC 资格时无需

进行资产调查。

否 — 确定 WIC 资格时无需

进行资产调查。

请拨打咨询热线 

800-522-5006
免费和优惠午餐 否 否 纽约市所有公立学校免费为学

生提供午餐。 

Medicare 和 Medicare 
储蓄计划

否 — Medicare 并非需要接

受经济情况调查的福利，因此

无需进行资产调查。

否 — Medicare 并非需要接

受经济情况调查的福利，因此

无需进行资产调查。

请拨打咨询热线 

718-557-1399 

SSDI/残疾

（社会保障残疾保险）

否 — SSDI 并非需要接受经

济情况调查的福利，因此无需

进行资产调查。

否 — SSDI 并非需要接受经

济情况调查的福利，因此无需

进行资产调查。

如需联系您当地的办事处，

请拨打全国热线电话 

800-772-1213

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 

(LIHEAP)
否 — 确定 LIHEAP 资格时无

需进行资产调查。

否 — 确定 LIHEAP 资格时无

需进行资产调查。

如果您对 HEAP 有疑问，

请拨打 HEAP 咨询热线 

800-692-0557，或致电 

212-331-3126 获取接线员

协助。

如果您无力支付暖气账单，或

者因行动不便无法外出而需要 

HEAP 的帮助，请拨打热线电

话 212-331-3150。

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 

(LIHEAP) 应急计划

可能会 — 此账户中的存款被

视为资产，可能会影响您获得

此福利。

若要符合 LIHEAP 应急计划的

资格，每个家庭的财务资源不

能超过 2,000 美元，如果有

家庭成员超过 60 岁，则财务

资源不能超过 3,000 美元。

可能会 — 此账户中的存款被

视为资产，可能会影响您获得

此福利。

若要符合 LIHEAP 应急计划的

资格，每个家庭的财务资源不

能超过 2,000 美元，如果有

家庭成员超过 60 岁，则财务

资源不能超过 3,000 美元。

如果您对 HEAP 有疑问，

请拨打 HEAP 咨询热线 

800-692-0557，或致电 

212-331-3126 获取接线员

协助。

如果您无力支付暖气账单，或

者因行动不便无法外出而需要 

HEAP 的帮助，请拨打热线电

话 212-331-3150。

纽约市房屋局 (NYCHA) 
住房

否 — 529 账户中的存款总额

不计算在内。 

NYCHA 不会将 529 账户中

自主申报的任何利息计入您的

收入。

可能会 — 银行账户中的存款

总额不计算在内。

但 NYCHA 可将传统储蓄账

户中的任何自主申报利息计入

您的收入。 

NYCHA 的客户联系中心 

718-707-7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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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 529 账户中的存款是否

会影响这项福利？

银行储蓄账户中的存款

是否会影响这项福利？

如果我需要福利援助，

可以与谁联系？

纽约市住房局 (NYCHA) 
的第 8 节计划

否 — 529 账户中的存款总额

不计算在内。 

NYCHA 不会将 529 账户中

自主申报的任何利息计入您的

收入。

可能会 — 银行账户中的存款

总额不计算在内。

但 NYCHA 可将传统储蓄账

户中的任何自主申报利息计入

您的收入。 

NYCHA 的客户联系中心 

718-707-7771

廉租房（由纽约市住房维护与

发展局或住房开发公司补贴

的住房）

可能会 — 您的 529 账户中的

余额不计入资产限额。（请注

意，529 账户中的存款不计

入资产限额，但银行账户中的

存款会计入。）

但是您 529 账户中的所有利

息将计入您的收入。如果您

的总资产1价值低于 5,000 美
元，那么所赚取的利息将计

入您的收入。如果您的总资

产价值超过 5,000 美元，那

么所赚取的利息或其价值的 

0.06% 将计入您的收入，以

数额较大者为准。

可能会 — 银行账户中的存款

在两种情况下会影响您的廉租

房租住资格。储蓄账户的总价

值将被计入适用的资产限额。

通常情况下，资产限额相当于

您一年左右的家庭总收入。另

外，如果您的总资产价值低于 

5,000 美元，那么所赚取的

利息将计入您的收入。如果您

的总资产价值超过 5,000 美
元，那么所赚取的利息或其

价值的 0.06% 将计入您的收

入，以数额较大者为准。

纽约市住房连接计划 

(NYC Housing Connect) 
电话 212-863-7990

纽约市儿童健康保险计划 

(CHIP)，儿童健康附加计划 

(CHPlus)

否 — 确定 CHPlus 资格时无

需进行资产调查。

否 — 确定 CHPlus 资格时无

需进行资产调查。

儿童健康附加计划咨询电话： 

800-698-4543 
877-898-5849（听障专线） 

Medicaid 可能会 — 儿童、只抚养一个

小孩的家长或孕妇消费者

（MAGI 群体）没有 

Medicaid 资产限额。

盲人、残疾人或 65 岁及以上

群体（非 MAGI 群体）有资

产限额。某些非 MAGI 群体

可豁免资产调查（例如，21 
岁以下 ADC 相关人士）。此

资产调查因资格类别和家庭规

模而异。

在回溯期（申请 Medicaid 
之前五年）取款可能会延迟 

Medicaid 补助的发放。可能

需要合理支出账户中的金额，

才有资格获得 Medicaid。

可能会 — 家长和孕妇消费者

没有 Medicaid 资产限额。盲

人、残疾人或 65 岁及以上人

群有资产限额。

在回溯期（申请 Medicaid 
之前五年）取款可能会延迟 

Medicaid 补助的发放。可能

需要合理支出账户中的金额，

才有资格获得 Medicaid。

盲人、残疾人或 65 岁及以

上人群，以及通过 HRA 现金

援助计划领取 Medicaid 的
人士： 

Medicaid 帮助热线 

888-692-6116

纽约州医疗保险交易所客户：

纽约州卫生局 

855-355-5777 
800-662-1220（听障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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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 529 账户中的存款是否

会影响这项福利？

银行储蓄账户中的存款

是否会影响这项福利？

如果我需要福利援助，

可以与谁联系？

食品券/SNAP 否 — 529 账户中的资金可豁

免记入资产限额调查。

可能不会 — 由于只有一小部

分 SNAP 家庭需要接受资产

调查，所以拥有一个储蓄账户

不会影响绝大多数 SNAP 家
庭的 SNAP 福利资格或福利

水平。

纽约市 SNAP 福利食物银行

帮助热线 

212-894-8060

公共援助（贫困家庭临时援

助/TANF、现金援助、福

利、家庭援助或安全网援助）

否 — 由于设立该账户的唯一

目的是支付教育费用并且不能

用于任何其他目的，因此该笔

资金无需接受资产限额调查。

可能会 — 每个家庭最多可以

在一个单独的储蓄账户中存入 

1,400 美元，专门用于支付两

年制或四年制大学的学费，这

笔资金不会计入资产调查。

如果储蓄被用于其他目的，

那么账户中的全部金额都会

计入资产调查，可能会影响

福利。3

人力资源管理 

(HRA) 帮助热线 

718-557-1399

补充保障收入 (SSI)
请注意：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

能自行领取 SSDI。因为这是一

种辅助性福利。辅助性福利是指

目前正在领取 SSDI 福利或退休

金的工薪阶层，其未成年子女有

权享受的福利。

是 — 此账户中的存款被视

为一种资产，可能会影响

资格。

要获得 SSI，每个人每月的

财务资源不得超过 2,000 美
元，每对夫妻每月的财务资源

不得超过 3,000 美元，将资

金投资于 ABLE 账户的情况

除外。4

是 — 此账户中的存款被视

为一种资产，可能会影响

资格。

要获得 SSI，每个人每月的

财务资源不得超过 2,000 美
元，每对夫妻每月的财务资源

不得超过 3,000 美元。

如需联系您当地的办事处，

请拨打全国热线电话 

800-772-1213 

1这包括此账户中的所有资金以及您可能拥有的任何其他储蓄或资产。 
2这包括此账户中的所有资金以及您可能拥有的任何其他储蓄或资产。 
3如果申请公共援助的家庭（包括以前接受过公共援助并重新提交申请的家庭）有任何储蓄，无论是否用于缴纳学费，都必须通过资产调查。如果您的资产

超过 2,000 美元（如果有 60 岁以上的家庭成员则为 3,000 美元），那么您可能无法获得公共援助的资格。 
4如需了解关于 ABLE 账户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ablenrc.org/what-is-able/what-are-able-a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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