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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牧人家庭能源資助計豊 (日HEAP)興公用事業優恵計蓋 (UDP)申請表

請填篤以下資訊 。資訊不完整或遺漏可能造成申請被駁回或延遅 。請提交本申請表 ,並附上恋的llA人證明 所ヽ有家庭成員的社會安
全十以及煤氣 電ヽ氣設施 電ヽ話和水的帳軍影本 。

1.社會安全琥薦 2.出生日期 3.申請日期 4.性別 :()男 ()女

5姓 6名 7.中間名 8.聯繋電話

9.街道地址
14.這 是 臨 時
15,住宅類型 :

地 址 鳴 ?

()獨戸住宅

□是 □否

()多戸住宅

10.公寓門牌琥碍  11郵逓匡琥

16恋是屋主鳴 ?()是

12行政匠  13.ANC

()否

17.主要熱源 :()
19.供應商 (選揮一

電 ()煤氣 ()油  ()其他

(1)周 :□ PEPCO口 VVoshingIOn Cos □c&Mo‖
18.供熱含在恋的房租中鳴 ?()是 ()否

□cnffi十h/stucrt O‖   口其他 _____一―
20.帳琥 :

21家庭籠人数 22.家庭年度鰊牧人 :

□週 口雙週  □月   □半月  □年

23.家庭成員 社會安全琥薦 年齢 残障 ? 牧人

24o家庭成員 社會安全琥砺 年齢 残障 ? 牧人

24b.家庭成員

25 PEPCO

社會安全琥備 年齢 残障 ? 牧人

供應商名構 電費帳競 (住宅援助優恵―RAD) 帳軍姓名

26. Woshinoton Gos

供應商名稲

27.DC Woler

煤氣費帳競 (住宅基本服務―RES) 帳軍姓名

供應商名構 水費帳競 (客戸援助計書―CAP) 帳革姓名

28.本人螢誓並確認 :就本人所知 所ヽ能及所信 '本申請表包含的所有資訊以及本人為佐證本中請表己提交或膊提交的所有資訊皆真賞 正ヽ確並
完整 。本人瞭解 :如果倣出虚俄陳述 ,有可能遭受罰款和 (或 )監禁 。本人在此申請表上釜名 ,即許可特匠環境部 (DDOE)為験證本人提供的
資富R而聯繁任何有開方 。

29.本人瞭解 ,如果不再享有能源資助資金或本申請表被駁回 '本人精會得到通知 。

30.本人在此授権公用事業公司透露本人的帳琥和帳戸資言1,包含欠款資訊 ,以便DDOE和代表DDOE的費燈能狗評倍DDOE提供給用戸的服務是否有敷 。

31通知 :本人在此__同意__不同意授権DDOE綺我稽案中的資言R提供給公用事業公司和合格電信誉運商 (ETC)只 用於公用事業優恵計劃 (UDP)的
費率分級和行鎖目的 '或提供給本人欲尋求金融援助的其他機構和組織 '用於査證 研ヽ究 評ヽ倍或分析之目的 。

答名
本人瞭解 '不管本申請表批准興否 ,

支付我的公用事業帳単 。

申日期
我都有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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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済電話計蓋 (‖ FE‖NE)申請表

□初次申請 □再次認證
′勧 名必須黎寮栃

・
嫉 革を名桁 ο

1社會安全競薦 2.出生日期 3.申 請日期 4性別 :()男  ()女

5.姓 6.名 7.中間名 8聯繋電話

9.街道地址

14.帳早地址

15:這 是 臨 時 地 址 鳴 ?

16.住宅類型 :()獨戸家庭

18.家庭年度飽牧人 :

10.公寓門牌琥l15 11郵 返E琥 12.行政E 13 ANC

□是   □否

()多戸家庭 17家庭徳人数 :

口週      □雙週 □月       口半月

普済電話服務是―項聯邦福利 ,在本申請表故意提供虚俵陳述可能導致罰款 監ヽ禁 取ヽ消登記或従該計書中永久除名 。住在同一地址而
且共享収入和支出的一戸家庭僅可獲得一項普済電話福利 。

若要饉績獲得聯邦通高R委員會的普済電話服務 '惣需要提供附加資言R;請看下文 。無法提供完整和準確的資言1可能導致惣無法獲得優
恵的電話服務或普済電話服務 。

月

―

碑あ核移諄畷整名珍

`翻
蔵靭甲,若存列麟磨黎鶴靡囲

"′
1:   」本人符合資格 ,因為我満足家庭牧人指標 ;或者本人符合資格 '因為我日前接受末自以下計書的福利

(選揮所有適用項日):□ 貧困家庭臨時救助 (TANF)□ 補充誉養輔助計菫 (SNノΨ )(糧食券)□ 書療補助計書 (MediCoid)

□ 社會安全保険金 (S割 ) □ 低収入家庭能源資助計書 (JHEAP)
□聯邦公共住房輔助 (第8節 )

`―
“

%玖才平臥 /・F/・7住宅且ズ学収入穆支出。ソ
□ 全國學校午餐計書 (免費午餐計董 )

2:___本人或我家庭的任何人日前漫有享有末自SOfe‖ nkヽ TrocFone或其他電話服務供應商的任何其他普済電話服務 :

31__如 果根擦本人的牧人或由於我不再享有mNF、 SNノ中 (糧食券 )ヽ MediCOidヽ SSヽ 日HE/や 聯ヽ邦公共住房輔助 (第8節 )或全美學校午餐計

書 (免費午餐計菫),而不再符合普済電話計書的資格 ,我會在30日 内通知ETC;
41__如 果本人或男一名家庭成員正在享有一項以上的普済電話福利 '例如従SOfe‖ nk、 TracFone或其他電話服務供應商獲得福利 ,我會在30国 内

通知ETC;

51___如果我搬到新住址 ,我會在30日 内通知ETC;
61__三如果我提供了臨時地址 ,我會毎隔90天確認該地址 :

71___本人瞭解 ,提供錯誤或虚暇資言1獲得普済電話服務精受到法律懲罰 '我必須毎年再次認證 ,以便籠績獲得普済電話服務 :

8:___本人瞭解 ,再次認證失敗格導致我的優恵電話服務被取消和終止 ;

9:___違反一戸家庭享有一項普済電話服務的規定終導致取消登記 ,並縛為統一収費電話服務 ;普済電話是一項不可韓譲的福利 ;我瞭解我不能把我的普

済電話服務轄譲給別人 。

通知 :本人在l― 同意二__不同意授棲特E環境部 (DDOE)絡我稽案中的資訊提供給公用事業公司和合格電信誉運商 (ETC)只 用於公用事業優

(UDP)的費率分級和行鋼之目的 ,或提供給本人欲尋求金融援助的其他機構和組織 '或用於査證 研ヽ究 評ヽ倍或分析目的 。

本人螢誓 (或確認):就本人所能 所ヽ知及所信 '本申請表以及為倣正本申請表而提交的所有資訊真賞 正ヽ確並完整。本人在此申請表姦名 ,

印許可DDOE為験證本人提供的資言1聯繋任何有開方並且通知公用事業公司我符合資格 。

□年

答名
本人瞭解 ,不管本申請表批准興否 ,我都有義務

支付我的公用事業帳軍 。 …「
― r

[NVIRONMLNI 
「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