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505 BOS CoC／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 (ROCC)
附则
理事会批准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和 2018 年 6 月 26 日
当前更新：

纳入 HMIS 管治附录、计划交付及杂项规定

提呈 2019 年 1 月的 CoC 会议上审核／表决

第一条 —— 名称及宗旨
第 1.1 条

组织名称

俄勒冈州 505 余下区域关怀联盟 (OR-505 BOS CoC)，又称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 (ROCC)。
第 1.2 条

宗旨

无家可归是不可接受的。所有个人和家庭均有权在健康社区中获得安全，负担得起的住房，并有
权获得支持服务网络。本章程确定了俄勒冈州 505 余下区域关怀联盟 (OR-505 BOS CoC)（又称
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 (ROCC)）的使命、宗旨、组成、角色职责和委员会结构。ROCC 建立在协
作性、包容性的基于社区的流程之上，负责有效、高效地规划和管理 ROCC 28 个县的乡村地区
无家可归者的援助资源和服务，包括协调：外展；协调录入；参与和评估；紧急庇护所；快速安
置性；过渡性住房；固定住所；制定预防战略，以解决无家可归者或面临无家可归风险者的各种
需求。此外，ROCC 成员机构和 HUD 资助机构通过规划、教育和宣传，在协调、开发和评估针对
有住房需求的无家可归者和面临无家可归风险者的住所和服务方面给予协助。ROCC 还为关怀联
盟流程提供规划和运营支持，包括指定无家可归者管理信息系统 (HMIS) 和 HMIS 管理者（俄勒
冈州住房和社区服务部 (OHCS)。根据本附则／章程，协作申请人（Community Action
Partnership of Oregon (CAPO)）有权提交联盟申请并申请计划资金[578.9]。有关 CA 和 HMIS

MOU 的信息，请参阅管治附录第四卷（附录 K）。
第 1.3 条

使命

利用当地社区的服务和住所，将流浪接头的无住所者转移到适当的庇护所、服务和住房计划，以
使他们逐步实现自力更生和固定住所。摘自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的愿景声明 —— 2008年。
第 1.4 条
▪
▪
▪
▪
▪
▪

指导原则

支持当地社区以有尊重的方式增强个人和家庭的能力。
预防和减少无家可归情况。
与当地社区合作伙伴合作，保证可负担住房的选项和质量。
增强对无家可归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最佳实践来提供基于结果的服务。
继续与当地社区合作，以增强当地无家可归者的服务提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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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与其他州和联邦无家可归资金的收受方合作，确定进展中项目的可行性，提出新的项目／合
作建议，并在必要时建议作出修改，以提高 ROCC 在国家层面的筹资竞争力。
确保为所有本地和区域社区成员、提供者和其他方提供参与 ROCC 进展中工作的机会。
确保 ROCC 的工作符合 HUD 要求，并结合最佳实践，鼓励创新。

第二条 —— 成员资格
第 2.1 条

成员资格

向在 ROCC 所代表的俄勒冈区域内（见第 2.3 条）服务于及／或支持和照顾无家可归者的任何
人以及目前无家可归或曾经无家可归的任何人开放个人成员资格。每名成员都将按照第 2.4 条
的规定每年续新其成员资格。
组织成员资格向服务于无家可归者的任何组织开放，包括但不限于 ROCC 所代表的俄勒冈州地理
区域内的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信仰组织以及协会。所有 ROCC 受补助人都必须是成员。组织
应按照第 2.5 条的规定，每年宣布并更新其成员资格，并应指定一名有权代理该组织及代表该
组织表决的个人（非理事会成员将仅限于根据第 2.6 条进行表决）。
第 2.2 条 ROCC 的地理区域
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目前由俄勒冈州的 28 个乡村县组成，其中包括：
Baker
Benton
Clatsop
Columbia
Coos
Curry
Douglas

Gilliam
Grant
Harney
Hood
River
Josephin
e
Klamath

Lake
Lincoln
Linn
Malheur
Marion
Morrow
Polk

Sherman
Tillamoo
k
Umatilla
Union
Wallowa
Wasco
Wheeler
Yamhill

*由于 ROCC 被指定为俄勒冈州余下区域关怀
联盟，因此，凡未被其他关怀联盟涵盖的县

都有资格申请 ROCC 成员资格。
第 2.3 条

面对面会议

每年至少应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议，最好是在该年的第二季度（4 月至 6 月）。年度会议的目
的可以是选举高级人员、理事会成员、批准附则修订并处理对 ROCC 管治属必要的任何其他事
务。所有 ROCC 受补助人都必须派一名代表参加面对面会议。理事会可酌情召开其他面对面会
议。有关会议议程和会议纪要的示例，请参见管治附录第四卷（附录 O）。

下一页继续。
附则 —— OR-505 BOS CoC —— 更新草拟本 —— 2019 年 1 月
14 页

第 2 页，共

第 2.4 条

成员注册

新成员和续期成员必须使用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一般成员申请表进行注册（附件 A）。新成员
必须在年度面对面会议前两 (2) 周内或依照另行指示将表格提交给指定的理事会成员。续期成
员必须在年度面对面会议开始之前及／或任何成员资格行动前提交其表格。有关成员资格申请，

请参见管治附录第四卷（附录 N）（亦载列于附录 L（附则））。
第 2.5 条

一般成员和当选理事会的表决权

一般成员有权批准附则、更改附则，并有权选举理事会成员。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将选举五位执行
委员会成员（请参阅第 3.4.1 条）。
如果有至少 50% 的理事会成员出席，则法定人数为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成员的简单多数。如果在
出席的理事会成员少于 50% 的会议上要求进行表决，则该表决列入另一次会议议程，也可以由
出席会议的所有理事会成员的一致表决完成。
第 2.6 条

紧急情况条款

如果出现须立即修订 ROCC 管治文件的紧急情况，则须相应地通知 ROCC 成员，并可通过理事会
的电子投票来修改附则，并以简单多数票通过。修正案将在下届年度面对面会议上得到确认。
第 2.7 条

会议

成员有权在每月的理事会会议上发表意见并参加小组委员会。寻求并鼓励最大程度的参与。

第三条 —— 理事会成员
和主要任务
第 3.1 条

理事会职责

根据 2012 年 HUD 指导文件“建立和运营关怀联盟”中的定义，关怀联盟的职责是通过理事会
指示或与其既定的协作申请人及／或 HMIS 管理员合作，遵守以下四项主要指令：
1.
运作联盟
a. 定期会议 —— 至少每半年一次
b. 邀请新成员 —— 至少每年公开邀请一次
c. 理事会选举 —— 每五年进行一次流程审查；有关理事会组成，请参见第 3.2 条
d. 其他委员会 —— 见第 3.4 条。
e. 管治章程 —— （附则）；与协作申请人和 HMIS 管理员协商完成。包括政策和程
序、行为准则、利益冲突（回避流程）。
f. 监控 —— 受补助人和次级受补助人；绩效和成果；解决绩效不佳问题（结合由评分
和排名／评估小组委员会起草的常规评估流程）。
g.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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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h. 集中或协调评估 —— 与 ESG 拨款收受方协商
i. 书面标准 —— 与 ESG 拨款收受方协商
联盟的规划
a. 系统协调 —— 确定所有 ROCC 区域内，哪些类似方面可在系统范围内进行协调
b. 时间点计数 —— 制定流程、标准和时后评估
c. 年度差距分析 —— 每年进行一次，包括住所清单
d. 合并计划信息 —— 必须向俄勒冈州住房和社区服务部提供有关 ROCC 绩效、需求等
的信息，以供编制年度合并计划表现报告
e. ESG 磋商 —— 在规划、报告和评估 ESG 受补助人和次级受补助人的表现方面，与作
为 ROCC 成员的 ESG 收受方合作
指定和运作 HMIS —— 确保在整个 ROCC 内收集适当且所需的绩效数据，并制定适当的
政策、程序和合规性条款
准备申请 CoC 计划拨款
a. 确定拨款优先顺序 —— ROCC 必须在拨款竞争之前确定拨款的优先顺序（纳入正式的
评分和排名流程）
b. 设计、运作并遵循协作流程 —— 此“评分和排名标准”将在正式拨款竞争开始前每
年进行审核和更新
c. 指定协作申请人
d. 联合资助机构 (UFA) 身份 —— 目前不适用于 ROCC。

第 3.2 条

理事会组成

董事会将由代表下列群体的各组织 组成（从成员中选出），并包括代表各指定区域的代表一
(1) 名（曾建议过每个区域 2 名代表），每名代表均从其所在区域选出，无论选定方式为何。
各区域的替任代表不得超过 2 名。在没有区域理事会成员组织的情况下，理事会可以从该区域
招募志愿者组织来填补空缺。现任理事会名单请参阅管治附录第四卷（附录 Q）
为确保在所有 CoC 区域均实现公平代表，建议理事会组成包括来自所有七个区域的代表，但每
个区域的代表人数至少为一名，至多为四名。
注：在 HUD 建议的委员会组成中，受害者服务提供者、医院、大学（教育）和执法部门更有可
能成为当地照护系统的参与者，因此未包括在主要委员会名单中。
理事会职位
区域代表
非营利性无家可归援助提供者
社会服务提供者
拥护者
信仰组织
政府
可负担住房开发商
商界
退伍军人服务
公共住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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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家可归者，曾经无家可归者
成员总数
区域
区域
区域
区域

1
2
3
4

区域 5
区域 6
区域 7

2
22

Coos/Curry/Josephine/Douglas
Klamath/Lake/Harney/Malheur
Baker/Union/Wallowa/Grant
Hood River/Wasco/Sherman/Gilliam/
Wheeler/Morrow/Umatilla
Columbia/Clatsop/Tillamook
Lincoln/Benton/Linn
Marion/Polk/Yamhill

第 3.3 条

理事会成员

ROCC 理事会将从其成员组织中选出人选进入理事会执行委员会（高级人员），该委员会由一名
主席和一名副主席、一名秘书以及两名执行委员组成。理事会任期为一年，任职次数不受限制。
第 3.4 条

理事会委员会和工作组

以下委员会和工作组纳入 HEARTH 法案的 CoC 规则中定义的关怀联盟的预期持续工作和合规
性，即 CoC 应在其范围内设立规划委员会、小组委员会或工作组，以满足 CoC 地理区域内正在
经历无家可归者的需求，并为 CoC 建议及制定政策优先级。委员会可以是“常设”或“临时”
的，并可根据 ROCC 优先事项和需求而更改数目和需求承诺。有关当前工作组名单，请参阅管治

附录第四卷（附录 R）。
第 3.4.1 条 执行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由三 (3) 名理事会高级人员和两 (2) 名经选出的理事会理事组成。执行委员会与
ROCC 协调员合作，为每月例行的理事会会议设定议程，并编制对 HUD 年度合并拨款申请的叙述
性回复，以及其他持续的和特殊的 CoC 工作成果。此外，如有需要，执行委员会将在每月例会
之前或之间向 ROCC 成员提供决策和指导。
第 3.4.2 条 HMIS 数据工作组
HMIS 数据工作组包括许多相关的职能和任务，其主要目的是确保以符合联邦指引的方式使用
HMIS，并协助界定和跟踪特定的 HMIS 目标，以用于整个 CoC 内的整体策略规划和资金发展机
会。这项工作包括无家可归者年度评估报告 (AHAR)、年度时间点计数和住房清单，以及支持年
度协作拨款竞赛的数据要求。
目前，HMIS 数据工作组将 HMIS、执行人员以及（此前的）审查和排名委员会成员纳入一个更侧
重于整个 CoC 内规划的机构，该机构专门旨在开展数据分析，确定持续／即时的培训需求，进
行季度绩效审查／CoC 和 ESG 项目评估，提出建议并制定政策，以解决 CoC 广泛地理区域内正
经历无家可归者的需求。有关 HMIS 政策和标准的信息，请参阅管治附录第一卷（附录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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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每年的 CoC 拨款竞争前审查和排名流程 (R&R)，HMIS 数据工作组的成员将与其他有利益关
系的 CoC 成员共同组成 R&R 工作组，目的是客观评估绩效并对续新和新／补助的预申请进行评
分，以确定 CoC 正式的优先级清单，以供提交拨款竞争。通过回避和不参加与其各自“家乡”
区域相关的任何预申请的审查／评估及评分，R&R 工作组的所有成员将不会产生利益冲突。
CoC 的审查和排名流程和材料将每年接受审核，并由 HMIS 数据工作组根据 HUD 公布的 NOFA
进行更新，且还将纳入根据上一年的监察、评估和年度拨款续新经验得出的特定表现预期。请参

阅管治附录第三卷（附录 H —— CoC 的完整 R&R 流程和空白文档）。
第 3.4.3 条 协调录入工作组
协调录入工作组将继续制定 CoC 的协调录入政策，同时实施基本标准和 HMIS 录入预期（5 月
1 日） 该工作组将由 CoC 的 CE 计划人员的 SSO 领导。目标包括通过与当地合作伙伴的合作
来扩大协调录入的实施，并在整个过程中加深对 HMIS 的了解。有关 CoC 的协调录入政策，请

参见管治附录第三卷（附录 I）。
第 3.4.4 条 退伍军人服务工作组
退伍军人服务工作组由六 (6) 个 VA SSVF 资助的受补助方（3 个 CoC，2 个州）组成，在 BOS
CoC 的 28 个县内运作。该委员会的目的是制定有关退伍军人工作的 CoC 政策，包括分享最佳
实践、经验、挑战，以及在通过提高更宽泛的 SSVF 受补助人以及 VA 合作伙伴的参与和融入而
在消除退伍军人无家可归方面取得的成功进展。有意采取的措施包括让无家可归退伍军人工作人
员、退伍军人服务人员和区域协调员参与医疗保健工作，以确保今后就退伍军人所特有的问题开
展更多全局对话。针对退伍军人数据的分析、对主列表的讨论，以及识别和开发相关方案以解决
与消除 CoC 整体内（特别是个别县／地区）的退伍军人无家可归问题特定相关的其他事项和疑
虑，将继续被列为积极的议程项目。
该工作组的工作还将超越 HMIS 数据和协调录入工作组。

下一页继续。
第 3.4.5 条 离家出走和无家可归青年 (RHY) 工作组
RHY 工作组专注于就 HMIS 的参与和理解，以及持续的 CoC 内部与特定人群的战略规划和资金
筹集积极接触在 CoC 地区内运作的 RHY 提供者（获联邦、州、当地资助）。本工作组的一项目
标是最终在 RHY 工作组以及整体 CoC 经验中建立一个积极参与的青年咨询委员会。请参见管治

附录第三卷（附录 J） CoC 应对无家可归青年的计划。
第 3.4.6 条 生活体验工作组
生活体验工作组将每季度与 CoC 理事会以及有利益关系的成员会面，并专注于通过讲述当下或
以往无家可归人员的生活体验，致力于以及努力在 CoC 内部增进对 CoC 战略规划流程的积极认
识、想法以及对民众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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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条

理事会承诺

每名当选的理事会成员都要积极参与 ROCC 理事会下的一个或多个委员会，而执委会成员须担任
此类委员会的主席。
第 3.6 条

理事会成员职位描述

具体的理事会成员责任包括：
▪ 在 ROCC 理事会主席以及 ROCC 协调员制定与实施 ROCC 战略计划时担任其顾问
▪ 审核用于评估 ROCC 影响的结果和指标，并使用这些指标定期衡量其表现和效果
▪ 协助 ROCC 理事会主席以及 ROCC 协调员物色及招募其他理事会成员
▪ 任职于委员会或工作组，以及承担特殊任务
▪ 在与当地社区、合作伙伴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互动中代表 ROCC；作为组织的大使
▪ 确保反映 ROCC 所服务社区的 ROCC 理事会多样性的承诺
第 3.7 条

理事会会议

理事会一般每月开会一次（第 4 个周三上午 9:00 到 11:00，除非另有适当通知予以重新安
排），一般成员须随同出席，不过理事会也可选择在不同的时间单独开会，以完成特定工作以及
确保联盟有效运作。

第四条 —— 年度资助竞争
第 4.1 条

项目申请的年度审查与排名

作为 CoC 季度评估与表现监督计划的一部分，HMIS 数据工作组成员（见第 3.4.2 条）将审查
与更新为所有项目申请评分的标准。本工作组由 ROCC 成员及／或 ROCC 地区内有利益关系的社
区成员（他们不会对各自地区内的申请进行审查、评分或排名）组成，其还将对照既定标准完成
对所有资助申请的年度审查，以及完成制定 CoC 优先名单以及 NOFA 中界定的资助级别。理事
会有机会对审查与排名流程进行审查，但除非发现有明显错误，否则无法更改作出的决定。
申请的截止时间取决于 NOFA 中的每次竞争。所有项目发起人都要在向 ROCC 顾问／协调员提交
的一套电子文件中提交适当的申请材料以及必要的文件。获得资助的申请人需要加入 ROCC。请

参阅管治附录第三卷（附录 H —— CoC 的完整 R&R 流程和空白文档）。

第五条 —— 附则
第 5.1 条

对附则的更改

ROCC 附则将每年经过审查以确保完整性和准确性。若需要进行更改，执委会将编制建议调整的
草案并在举行附则表决会议的大约 2 周前提交 ROCC 理事会讨论和表决。
第 5.2 条

附则的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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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至少 50% 的理事会成员出席，则法定人数为出席会议的表决成员的简单多数。

第六条 —— 管治
第 6.1 条

协作申请人

Community Action Partnership of Oregon (CAPO) 目前是 CoC 的协作申请人 (CA)。CA 是代
表 ROCC 申请计划资助以及提交年度合并资助申请的法律实体。此外，CA 还配合 ROCC 执委会
招聘 ROCC 协调员（独立承包商），为其制定工作范围以及对其进行监督。CAPO 就 CoC 相关费
用的财务付款担任 ROCC 的财务代理并获支付一笔费用，以及直接与社区服务协会 (CSC) 合作
来完成前述必要的活动。
CA 配合 ROCC 理事会和执委会，负责下列具体责任：
A. 配合 ROCC 招聘独立承包商担任 ROCC 协调员
B. 设计、实施以及遵循有关制定申请的协作流程，并批准作为对 HUD 所发布 NOFA 的回应而
进行的申请提交
C. 确定地区内资助项目的优先顺序
D. 从已经获得适当资助评分及排名的地区内所有项目中收集与整理必要的所申请信息
E. 申请 CoC 计划拨款以及其他相关资助机会
F. 管理 ROCC 营运资金；编制定期月度、季度以及年终财务状态报告，以及编制对资金运用
、战略规划等属必要的其他财务报告。
G. 向 ROCC EC 定期提供有关表现和工作范围的最新消息。
H. 对 ROCC 协调员活动进行下列监督：
a) 提供合约管理支持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b) 管理和支持 ROCC 与相关项目工作，包括会议准备与促成
c) 监督 HUD 年度资助竞争的流程与完成
d) 为 ROCC 理事会及委员会提供支持服务
e) 确保 ROCC 遵守《无家可归者紧急援助与快速安置住房法案》以及 CoC 规则
f) 确保 CAPO 执行理事以及董事会批准任何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6.2

CoC

ROCC 由理事会管治，而理事会由五人成员的执委会领导。根据 《无家可归者紧急援助与快速安
置住房法案》以及 CoC 规则，理事会确保顺利履行四项主要关怀联盟责任中的三项：1) CoC 的
营运，包括会议、管治、设定绩效指标、受信人监督以及监控；2) 指定无家可归管理信息系统
(HMIS) 的方案与领导组织；及 3) CoC 规划，包括 PIT、缺口分析，与 ESG 收受方和项目磋商
以及对其监督。
ROCC 理事会及执委会承担所有下列常规与持续的责任，包括监督 ROCC 资金、对年度合并资助
申请给予最终批准，以及与 CA 共同监督 ROCC 协调员的如下活动：
A.

相关项目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会议准备与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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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E.

代表 ROCC 及其成员编制拨款文书
组织与管理理事会和委员会的架构／工作
确保 ROCC 遵守《无家可归者紧急援助与快速安置住房法案》以及 CoC 规则
完成 ROCC 执委会及／或 CA 分配的其他职责

6.2

HMIS

俄勒冈州住房和社区服务部 (OHCS) 是管理 HMIS ROCC 数据录入与许可的 ROCC 指定 HMIS 牵
头机构。OHCS 与波特兰市以及波特兰房屋局（“PHB”）订立政府间协议，就 OHCS 使用能让其
向 ROCC 提供 HMIS 牵头机构服务的整合救助对象数据库采购 ServicePoint 许可。作为 HMIS
的所有人及营运者，波特兰房屋局是 HMIS 的主要系统管理员以及数据托管人。OHCS 将代表
ROCC 作为 PHB 的主要联系人。OHCS 的具体职责包括：
• 根据年度 CoC 资助竞争 NOFA 中的指示，编制并在 e-snaps 中提交 HMIS 续新项目申请
（在最终提交前须经过 HMIS 委员会以及 ROCC 协调员审查，以及取得 ROCC 执委会批
准）；
• 编制用于确定对实施 HMIS 牵头机构要求所需资源分配（包括 HUD 要求的 25% 的匹配率）
的年度预算（在最终提交前须经过 HMIS 委员会以及 ROCC 协调员审查，以及取得 ROCC 执
委会批准）；
• 管理 HMIS 牵头机构活动开支、文件记录以及提款流程符合拨款协议以及经批准的项目申请
与预算；
• 根据 PHB 要求处理用户许可分配、再分配以及终止；
• 为所有 ROCC 隶属用户提供必要的技术与问题解决协助；
• 制定并提供针对 ROCC HMIS 用户需求的培训课程与工具，以便在提供及时与准确数据方面帮
助用户；
• 以符合 HUD 规定报告 HIC、PITC、AHAR与 APR 的格式，根据需要编制及提供承包商录入数
据的汇总摘要，供 ROCC 协调员和 HMIS 委员会审查并向 HUD 提交。若数据需要调整，OHCS
将与 HUD TA 提供者以及 HMIS 委员会合作，在 ROCC 协调员向 HUD 最终提交报告前确定数
据；
• 出席并参与 ROCC HMIS 委员会会议（如可行），但至少每季度一次；
• 在提出要求以及 OHCS （非 HMIS）内部有可用人手的情况下，就政策与系统开发协助 ROCC
协调员以及 HMIS 委员会进行数据分析和利用；
• 回应 ROCC 执委会及／或 ROCC 协调人的问题、指示和疑虑；
• 与全州 HMIS 牵头机构合作确保数据收集系统的完整性与可用性；及
• 保持对计划要素与数据使用的了解，以确保收集最有效和准确的数据。

有关 CA 和 HMIS MOU 的信息，请参阅管治附录第四卷（附录 K）。

第七条 —— 其他
第 7.1 条

利益冲突

附则 —— OR-505 BOS CoC —— 更新草拟本 —— 2019 年 1 月
14 页

第 9 页，共

根据 2009 年《无家可归者紧急援助与快速安置住房法案》及其实施规则，协作申请人以及关怀
联盟 (CoC) 理事会须遵守 HUD 利益冲突要求。1
HUD 禁止 CoC 理事会成员以及协作申请人的理事会成员“参与或影响有关向该成员所代表的组
织给予拨款或其他经济利益的讨论或结果决定。”2
由于其专门涉及到有关年度资助竞争以及确定评分与排名审查委员会构成的 ROCC 流程，成员将
由当地社区成员（对申请续新的任何当前受补助人没有经济利益的个人及／或组织社区成员）以
及当前理事会及执委会成员组成。理事会成员不得就其工作地区内存在或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项
目表决。本要求还适用于出现补助（新）项目的机会。

请参见管治附录第四卷（附录 M）查看 ROCC 的正式利益冲突政策文件。
第 7.2 条： 行为守则
第 7.2.1 条：
ROCC 力求以公平地方式履行正式职责，禁止存在利益冲突的活动。若知悉情况背景的理智人士
可能合法质疑某人的公正性，则 ROCC 成员、其理事会及／或高级人员不得就某一事宜行事。类
似的，ROCC 成员、其理事会及／或高级人员不得利用其在 ROCC 中的职位为个人或其家人朋友
谋求利益。
第 7.2.2 条：
高级人员及雇员须诚实地履行其职责。
第 7.2.3 条：
未执行理事会的事先批准，高级人员及雇员不得故意作出据称对 ROCC 有约束力的任何类型的未
经授权承诺或许诺。
第 7.2.4 条：
高级人员及雇员须向执行理事会立即披露浪费、欺诈、滥用以及腐败。
第 7.2.5 条：
高级人员及雇员须遵守不论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国籍、年龄或残疾而向所有美国人提供均
等机会的一切法律法规。
违反本守则的任何部分将会被处以纪律处分，包括取消资助及／或立即解雇（若为受薪 ROCC 工
作人员）。

1
2

24 C.F.R. 578.5(b)
42 USC § 11360a (h), 24 C.F.R. 578.9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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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3 条

1% 的受补助人费用

根据在 2014 年 6 月 24 日到 25 日的年度会议上由 ROCC 理事会表决的一致决定以及在 2014
年 7 月 23日例行月度会议上的确认，将向当前属于经常性年度活动并不再需要年度理事会批准
表决的所有 CoC 资助项目收取 1% 的受补助人费用。产生的资金（除其他合资格用途外）将用
于支持 ROCC 协调员的职位（如需要）以及营运 ROCC 的技术需要（视频会议、网络会议、会
议）以及资助匹配。ROCC 执委会将与 ROCC 协调员合作编制年度预算（包括向 CoC 提供的所有
资助）。
若组织无力承担全部的 1% 费用，可联系 ROCC 及协作申请人，其将在提交 ROCC 理事会全体表
决以及可能决定延长截止时间及／或申请费用豁免之前审查豁免申请材料。申请费用豁免需要证
明组织无力支付费用（通过公布组织以及特定拨款预算证明经济需求）。

7.3

计划实施

与 ESG 合作伙伴共同制定的项目实施标准（即快速安置性住房、支持性固定住房以及优先顺
序）将纳入到 CoC 管治附录第二卷附录 F ——快速安置性住房以及附录 G —— 支持性固定
住房当中。

授权及签名
本附则修订已提交并由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成员讨论，并于
在俄勒冈州马里昂县（ROCC 会议地点）举行的会议上获采纳。

姓名／主席

日期

姓名／副主席

日期

姓名／秘书

日期

姓名／成员

日期

姓名／成员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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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OR-505 BOS CoC／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 (ROCC)
2019 年会员申请
会员类型： 个人 _____ 非受补助人组织 _______ 受补助人组织
地区：
_____第
_____第
_____第
_____第
_____第
_____第
_____第

1
2
3
4
5
6
7

区：库斯县、寇里县、约瑟芬县和道格拉斯县
区：克拉马斯县、莱克县、哈尼县和马卢尔县
区：贝克县、尤宁县、瓦洛瓦县和格兰特县
区：胡德里弗县、沃斯科县、谢尔曼县、吉列姆县、惠勒县、莫罗县和尤马蒂拉县
区：哥伦比亚县、克拉特索普县和提拉木克县
区：林肯县、本顿县和林县
区：马里昂县、波尔克县和扬希尔县

请勾选下列其中一项：
_____ 无家可归或之前无家可归
_____ 社区成员或提供者：
直接服务，即住房、支持性服务
倡议，即政治、个人对个人
出资人，即小规模捐赠人、企业成员、基金
房东／潜在房东
个人或组织的姓名或名称：
地址：
电话：

电子邮件：

联系人（若为组织）：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勾选下列其中一项：
_____ 非营利性
_____ 营利性
_____ 政府
_____ 其他：请列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是否有兴趣加入理事会或工作组？

_____理事会
_____协调录入工作组：监督 CE 实施；政策建议
_____HMIS 数据工作组：数据分析／表现／评估／战略规划
_____退伍军人服务工作组：支持消除退伍军人无家可归的状态；按姓名列出的名单，住房
_____救助离家出走及无家可归青年 (RHY) 计划工作组：支持 RHY 工作；联系合作伙伴
_____生活体验工作组：倡议；为战略规划而收集／分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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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参加 CoC 理事会成员的选举，必须最晚在年度面对面会议的 1 周前将一般成员申请表格提交给顾
问／协调员 Jo Zimmer，方式为通过电子邮件：jozimmer@comcast.net 或普通邮件：P.O. Box 2239,
Albany, Oregon 9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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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OR-505 BOS CoC／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 (ROCC)
理事会及工作组成员
利益冲突声明

HUD 禁止 CoC 理事会成员以及协作申请人的理事会成员“参与或影响有关向该成员所代表的
组织给予拨款或其他经济利益的讨论或结果决定。”
本人同意向理事会主席及协调员从速报告在本人作为理事会成员或委员会成员而代表 ROCC
的工作中产生的任何潜在利益冲突（下文所述者除外）。
本人并不知悉任何利益冲突
本人在下列方面存在利益冲突：

签署：

日期：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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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505 BOS CoC／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 (ROCC)
细则及管治附录
目录

第 1A 卷 —— HMIS 总括
附录 A：

适用于所有用户的政策

附录 B：

面向所有用户的通用培训指南

第 1B 卷 —— 特定于计划的 HMIS
附录 C：

协调录入培训指南

附录 D：

救助离家出走及无家可归青年培训指南

附录 E：

向退伍军人家庭提供支持服务的培训指南

第二卷 —— 计划交付
附录 F：

快速安置性住房 (RRH)

附录 G：

支持性固定住房 (PSH) 进展中

第三卷 —— 杂项
附录 H：

拨款竞争审查及排名 (R&R) 流程
（包括空白标准文件）

附录 I：

协调录入 (CE)

附录 J：

救助离家出走及无家可归青年 (RHY) 计划，以解决青年无家可归问题

第四卷 —— 理事会文件及协议
附录 K：

协调申请人及 HMIS 牵头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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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L：

现行附则

附录 M：

利益冲突

附录 N：

成员资格申请

附录 O：

每月会议议程和纪要示例

附录 P：

工作组任务日志和工作计划示例

附录 Q：

现任理事会成员名单

附录 R：

当前工作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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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505 BOS CoC／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 (ROCC)
细则及管治附录

第二卷 —— 计划交付
附录 F：

快速安置性住房 (RRH)

附录 G：

支持性固定住房 (PSH) 进展中

OR-505 BOS CoC 管治附录第二卷 —— 计划实施

附录 F：快速安置性住房 (RRH)

快速安置性住房项目标准

OR-505 BOS CoC
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 (ROCC)

最终版：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经理事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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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介绍
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 (HUD) 通过其紧急解决方案补助金 (ESG) 规则与规例以及
《无家可归者紧急援助与快速安置住房法案》 (HEARTH) 关怀联盟计划暂行规则，
要求关怀联盟计划 (CoC) 制定并持续遵守提供 CoC 与 ESG 援助的书面标准。ROCC
制定了本快速安置性住房项目标准，旨在帮助满足有关要求以及推动 ROCC 实现消
除区域内无家可归现象的战略计划愿景。除了满足联邦要求外，本标准还将帮助
ROCC 的受补助人以及合作伙伴确保以更加一致的方式利用最佳实践，以及促进计划
设计的标准化并确保我们的 RRH 计划在无家可归者帮扶体系中的实施。
本基本标准与其他 CoC 标准保持一致，包括：
•

协调录入政策及程序 (Coordinated Entry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拟稿；

正在审批中（2018 年 6 月）
提供援助的 ESG 收受方书面标准（ESG recipients’ written standards for
providing assistance，参见综合计划 (Consolidated Plan)）：
http://www.oregon.gov/ohcs/CRD/hss/ESG-Operations-Manual-FINAL-51-17.pdf
• SSVF 计划标准：
https://www.va.gov/homeless/SSVF/?page=/ssvf_university/fidelity_t
ool_ssvf_standards
• RHY 计划标准：
https://www.acf.hhs.gov/fysb/programs/runaway-homeless-youth；
https://www.hudexchange.info/resource/4448/rhy-program-hmismanual/
• 住房优先 (Housing First) 原则：
https://www.hudexchange.info/resources/documents/Housing-FirstPermanent-Supportive-Housing-Brief.pdf
• 适用于 ESG 和 CoC 的 HUD CPD 监督手册：
https://www.hud.gov/program_offices/administration/hudclips/handbo
oks/cpd/6509.2
•

快速安置性住房 (Rapid Re-Housing) 的定义
快速安置性住房 (RRH) 计划是一种帮助无家可归的个人与家庭尽快摆脱无家可归
的状态，入住固定住所以及实现住房稳定的短期帮扶。要被界定为 RRH，项目必须
包括下列三个核心要素：住房物色援助、经济援助，以及案例管理和支持服务。 1
高质量的 RRH 计划通过减少收容所居留的时间来帮助增加社区能够服务的人员
1

消除无家可归联盟 (National Alliance to End Homelessness) —
https://endhomelessness.org/rapid-re-housing-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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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此举可以为有需要的其他人缓解床位紧张、减少长期无家可归状态的负面
影响以及向其他社区援助计划推介有关人群，从而增进整体福利以及提高自足能
力。
RRH 计划标准的适用性
本文概述的 RRH 计划标准适用于在 ROCC 内部运作的 RRH 项目，该等项目目前由
HUD 的关怀联盟 (CoC) 计划以及 HUD 的紧急解决方案补助金 (ESG) 计划提供资
金。退伍军人及其家庭支持服务 (Supportive Services for Veterans and their
Families, SSVF) 项目不必遵守本标准。
RRH 计划标准的目的
下列章节概述了在 ROCC 内部运作 RRH 项目的详细计划标准及要求。本计划标准需
配合 ROCC 整体标准使用，以为整体计划实施提供指引。通过提供本详细 RRH 计划
标准，ROCC 确保 CoC 符合联邦要求、采用最佳实践，以及对 CoC 内无家可归者援
助的整体提供制定统一标准。
不论资金来源为何，CoC 员工都努力制定适用于所有 RRH 项目的标准，但在某些
情况下 ESG 与 CoC 计划的要求差异较大，因此需要制定不同的标准。有关 ESG
与 CoC 计划资助的 RRH 要求的所有差异的更详细信息，请参阅 HUD 的指引

Rapid Re-Housing Under the Emergency Solutions Grants Program versus the
Continuum of Care Program（《紧急解决方案补助金与关怀联盟计划下的快速安
置性住房的对比》），载于
https://www.hudexchange.info/resources/documents/Rapid_ReHousing_ESG_vs_CoC.pdf。
RRH 标准的组织
RRH 核心要素的基本元素目前在本文件中有详述。如上所述，核心要素代表着令计
划成为 RRH 计划而必须提供的最基本援助范围
快速安置性住房标准
快速安置性住房 (RRH) 计划是一种帮助无家可归的个人与家庭尽快摆脱无家可归
的状态，入住固定住所以及实现住房稳定的短期帮扶。要被界定为 RRH，项目必
须包括下列三个核心要素：住房物色援助、经济援助，以及案例管理和支持服务
2
。
核心要素、其关联活动，以及相关的 ROCC 标准和要求，详述于下列章节。

消除无家可归联盟 “Rapid Re-Housing Performance Benchmarks and Program Standards （快速安置
性住房实施基准及项目标准）”（2016 年 2 月）。载于以下网站：
https://endhomelessness.org/resource/rapid-re-housing-performance-benchmarks-and-programstanda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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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关快速安置性住房的总要求与标准
HUD 资格
个人与家庭必须满足无家可归的第 1 类定义（字面意义的“无家可归”。） 此
外，满足无家可归第 4 类定义（躲避／试图躲避家庭暴力）的人也符合资格。

RRH 资格

标准 A.1：RRH 项目为完全无家可归以及缺乏自行终结这一状态的收入及／或支持
的个人及家庭提供服务

要求：
● 完全无家可归的个人／家庭（HUD 1 类）
○ 完全无家可归的定义为：没有固定、定期以及充分过夜住所的个人／家
庭，这意味着：
■ 睡在并非设计用作或通常用于常规休息住所的地方，这样的地
方并不适合人类居住
■ 居住于意在提供暂时居住安排的紧急庇护所或过渡性住所（包括慈善或政
府计划承担费用的旅馆／汽车旅馆住宿）
■ 离开个人居住时间不足 90 天的机构，且该人士直接从紧急庇护所
（包括慈善或政府计划承担费用的旅馆／汽车旅馆住宿）或未受庇护
的地方转入该机构
● 躲避家庭暴力（HUD 第 4 类）
○ 躲避或试图躲避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骚扰、尾随或其他危险以及危及
生命情况的人士也能获得 RRH 计划的帮助。
■ 符合第 4 类规定的申请者可享受关怀联盟 RRH 资助，即便其并非完
全无家可归。
■ 但是对于 ESG RRH，申请者必须同时具备躲避家庭暴力以及处于完全
无家可归状态两个条件。
● 缺乏充分的收入及／或支持
○ 要符合 RRH 资格，个人与家庭必须缺乏自行取得住房所需的经济资源和支持
网络。CoC 并无规定具体收入限制，但 RRH 提供者必须证明每个接受服务的
家庭缺乏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找到居所的可用资源，以及若非 RRH 援助将会
继续处于无家可归状态。
○ 家庭不得超过 CoC 受补助人基于当地需求和条件而规定的收入限制。每一名
CoC 和 ESG 受补助人均须声明就计划规定的收入限制（如有），并作为其
RRH 计划书面政策与程序的一部分通知潜在申请者。
○ 最好提供第三方收入证明。若无法取得第三方证明，也可使用收入自主声明来
证明／核实收入。

标准 A.2：RRH 项目只通过其无家可归人士计划地区的协调录入 (CE) 系统并遵守地
区的 CE 政策及程序接受转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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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
•

RRH 项目只服务于经过 VI-SPDAT 评估且目前居住于流浪处所或躲避家庭暴力
（详见上文）的个人／家庭。
所有 RRH 提供者都要参与符合 CoC 所制定标准及要求的 CE 系统。（CoC 的草

拟协调录入标准目前由理事会审核批准，预计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或之前会
在 CoC 内部下发）
RRH 的优先服务顺序
标准 A.3：RRH 项目优先援助需求最为急迫以及无法获得其他更密集资源服务的人
士与家庭。

要求：
● 需求水平主要由 VI-SPDAT 的结果确定，该工作在有关人士与家庭入住紧急庇护
所（或在未受庇护的地方）完成
● 若 VI-SPDAT 得分表明个人或家庭的需求可能最适宜通过过渡性住房 (TH) 或支
持性固定住房 (PSH) 得以满足，但有关资源无法立即提供，则 RRH 提供者须努
力向他们提供 RRH 援助
● 如可能，再次接受 RRH 服务的救助对象可获得优先援助，并假设其仍然符合资
格（包括他们目前处于字面上无家可归的状态）
● 不符合 VA 资助计划（如退伍军人及其家庭支持服务 (SSVF) 计划）资格的符合
资格无家可归退伍军人，若其 VI-SPDAT 得分以及住房困难支持其得到优先服
务，也可优先取得 RRH 援助。
文件以及记录保存要求
标准 A.4：RRH 须遵守所有文件与记录保存要求，包括记录无家可归状态以及项目
资格的要求。

要求：
•

要符合 RRH 援助的资格，个人与家庭必须只能居住于以下一个地点：
o 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如汽车、废弃的建筑物或户外
o 提供暂时居住安排的紧急庇护所
o 躲避或试图躲避家庭暴力（参见标准 A.1 下的详情）
o 离开有关人士居住时间不足 90 天的机构（如监狱或医院），并在紧接进入
该机构前居住于紧急庇护所或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o 专门服务于无家可归人士与家庭的过渡性住房 (TH) 到期
● RRH 项目记录所有 RRH 救助对象的无家可归状态。
○ 可接受的文件包括下列项目（按优先度排序）
■ 有关无家可归状态的第三方书面证明（如 HMIS 记录、庇护所或 TH
项目信笺上的记录，以及外展工作者的书面声明）
■

个案工作者、外展工作者或计划工作人员的第三方口头核证
●

该材料只能在个案工作者记录其试图取得第三方对无家可归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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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面证明时所做的尽职调查后，方可作为证明文件使用
■

有关无家可归状态的自我证明
●

该材料只有在无法取得第三方书面或口头证明且已记录尽职调查
时作为证明文件使用

一般 RRH 计划要求
标准 A.5：RRH 项目根据需要为 RRH 救助对象提供租房援助和其他经济援助

要求：
● RRH 项目提供下列经济援助：
○ 符合资格参与 ESG 出资的租房援助预算：
■ 代表 RRH 救助对象的租房援助（最长 24 个月）
■ 押金（最高为租金的 2 倍）
■ 公用事业押金和付款（最长 24 个月，包括最长 6 个月的分期付款）
■ 租房申请费用
■ 搬家费用
○ 符合资格参与 CoC 计划出资的租房援助预算：
■ 代表 RRH 救助对象的租房援助（最长 24 个月）
■ 押金（最高为租金的 2 倍）
■ 最高达一个月租金金额的房屋损坏赔偿金（每名申请人限一次）
○ 符合资格参与 CoC 计划出资的支持服务预算：
■ 搬家费用
■ 公用事业押金

标准 A.6：RRH 项目仅为符合安全及费用标准的单位提供租房援助
要求：
● 单位查验
○ 在提供租房援助前，ESG 出资的 RRH 项目将完成对所有住房单位的 HUD 可
居住性标准查验，并仅向通过查验的单位提供租房援助
▪ RRH 项目必须记录该单位通过查验
○ 在提供租房援助前，CoC 计划出资的 RRH 项目将完成对所有住房单位的住房
质量标准 (HQS) 查验，并仅向通过查验的单位提供租房援助
▪
RRH 项目必须记录该单位通过查验
（参见下文“住房物色”章节了解更多详情）
● 租房支付金额
○ 接受 RRH 援助的单位必须遵守 HUD 的租金合理性标准
▪ RRH 项目必须通过与类似规模、类型以及设施的当地租房对比，证明租金
的合理性。
○ ESG 资助的 RRH 在每月租房援助中支付的金额不得超过适用的公平市值租金
(F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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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 资助的 RRH 项目在每月租房援助中支付的金额不得超过合理的租金金额
● 含铅油漆
○ RRH 项目对有 6 岁以下儿童或孕妇的家庭可能居住，且在 1978 年前建造的
所有住房单位进行含铅油漆的目测评估
▪
RRH 项目必须确保在提供租房援助前进行必要的修理
▪
负责目测评估的 RRH 员工必须顺利完成必要的培训
○ RRH 项目为所有救助对象家庭（不论家中是否有儿童）提供经国家环境保护
局 (EPA) 批准的关于识别与控制含铅涂漆危险的信息手册，并取得表示收到
信息的救助对象签名
▪ 铅披露信息载于以下网站：
https://www.hud.gov/program_offices/healthy_homes/enforcement/d
isclosure

标准 A.7：代表救助对象提供每月租房援助时，RRH 救助对象须已与房东订立标准租
赁协议

要求：
● ESG 资助的 RRH 项目不设最低租赁期限
● CoC 计划资助的 RRH 项目需要房东与 RRH 救助对象订立初始期限一年且至少可
续期一个月，以及只能在提供原因的情况下才可终止的租约。
● 房东与 RRH 救助对象之间订立的租约必须遵守俄勒冈州房东／租户法律，且不
包括任何其他要求
RRH 核心要素：住房物色援助
概述
RRH 住房物色核心要素包括有关与房东及／或物业管理人（下称“房东”）合作以扩大
及保留 RRH 住房选项的活动，以及有关与 RRH 救助对象合作以克服住房困难并物色住
房选项的活动。

与救助对象合作
RRH 项目通过帮助救助对象物色住房单位以及制定旨在克服最重大住房困难的计划来为
救助对象提供支持。RRH 项目还向救助对象讲授其租赁协议的义务，以及房东／租户法
律的要素 如出现有关住房单位或房东的问题或疑虑，RRH 项目亦寻求让救助对象先与
项目取得联系；之后 RRH 项目员工可与救助对象合作，在避免被驱逐的同时尝试保留
住房单位或制定搬迁到其他单位的计划。

与房东合作
RRH 项目参与意向性以及特定房东招募活动，帮助确保他们为存在重大住房困难的 RRH
救助对象提供多种住房选择。RRH 项目还为向 RRH 救助对象租房的房东提供支持，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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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确保快速积极，以及通过有助于保持提供高质量住房选择的方式解决东／租户的问
题。

B. 住房物色标准与要求
以下章节载有对 ROCC RRH 项目的住房物色核心要素而言属于必要的最低限度的
RRH 计划设计政策与元素。所有下列项目均必须纳入到 RRH 项目的正式政策与程
序当中。

标准 B.1：RRH 项目提供全面的住房物色服务
要求：
● RRH 项目参与下列所有住房物色服务
o 住房搜寻与支持
▪ 确定和理解租户的需求和住房困难。帮助救助对象制定克服重大住房困难
的策略。
▪ 通过提供当地租赁物业清单以及有关寻找合适住房的建议，协助 RRH 救
助对象寻找住房。在理想情况下，为申请者提供直接援助，例如向安置房
倡议人或指导员寻求帮助（如可行）。
▪ 协助救助对象向潜在房东解释 RRH 计划服务与经济援助。为救助对象申
请合理的住宿（如适当）
○ 房东招募与支持
▪ 招募愿意向有住房困难的计划参与者（包括未能满足一般租户筛选标准
者）租房的房东
▪ 解释计划规则以及提供的服务。解释租赁／合约条款以及租户、房东和机
构的预期与职责。
▪ 通过提供调停以及定期沟通解决房东疑虑及／或与租户之间的问题，从而
留住房东。
▪ 迅速回应房东的问题（如可行在一个营业日内）。

标准 B.2：RRH 项目只为可居住的租赁单位提供 RRH 援助
要求：
●

RRH 项目在提供租房援助前对所有住房单位完成查验
o CoC 计划出资的 RRH 项目必须对所有接受 RRH 资助的单位进行 HUD 住房质量
标准 (HQS) 查验。这包括对 1978 年建造的单位进行含铅油漆评估。在向房东
支付援助前，相关单位必须通过查验。
o ESG RRH 出资计划必须在支付援助前通过可居住性查验以及含铅油漆评估。或
者可采用 HUD HQS 查验来代替可居住性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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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B.3：RRH 项目居住标准
要求：
•

RRH 受补助人必须制定居住标准作为其书面政策与程序的一部分
o 相关标准须详述如何为 RRH 参与者确定适当的单位规模
▪ 受补助人可遵循其当地住房机关编制的居住指引或制定自己的指引。标准
须为书面形式，并向 RRH 项目的申请者提供。
▪ 总体而言，标准须规定每间卧室可住 1 到 2 人。
▪ 选择大于或小于其获批准规模之单位的参与者，须符合较小单位的租金标
准。
• 示例 A：单身人士希望居住于有两间卧室的单位。与当地的一
居室单位相比，相关单位的总租金（包括适用的公用事业补
贴）应属合理。
• 示例 B：五口之家被确定有资格入住有三间卧室的单位，不过
选择了一个有两间卧室的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这个家庭
有资格入住较大的单位，但单位租金也要类比当地租赁一套相
似的两居室单位，处于合理水平。
▪ 对于 ESG RRH，总租金（包括适用的公用事业补贴）必须等于或低于当地
的公平市值租金 (FMR)（若租房援助将使用 ESG 资金支付）。若仅提供
其他经济援助（如押金），则单位仅须达到合理的租金门槛。

RRH 核心要素：经济援助
概述
RRH 经济援助的核心要素包括有关确定向 RRH 救助对象提供的租房援助与其他经济
援助之金额与时限的活动，以及有关支付租金、公用事业以及搬家援助的活动。
作为计划程序的一部分，搬家援助包括在救助对象从庇护所搬到住房之前为其提供
资源和用品。这包括如搬家卡车租赁或聘请搬家公司等 RRH 符合资格的费用，以及
其他社区合作伙伴提供的援助，如家具、食物以及化妆用具。
“住房优先”原则中有两个重要原则为 RRH 项目下经济援助的提供指导方向：
● 租金和搬家援助需要灵活，并切合救助对象需求，以便救助对象能尽快搬到固定
住所。
● 为了服务于尽可能多的无家可归者，RRH 项目应在可能范围内提供最低金额的援
助，以便尽快让人们在固定住所入住。
C.

经济援助以及要求
以下章节载有对 ROCC RRH 项目的经济援助 RRH 核心要素而言属必要的最低
限度的 RRH 计划设计政策与元素。以下所有内容都必须纳入 RRH 项目的正式
政策和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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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C.1：RRH 项目提供全面的经济援助服务
要求：
●

RH 项目提供以下所有经济援助服务：
○ 确定租房援助
■ 包括确定租房援助的金额与时限。（请注意，HUD 法规规定，租房援助不
能提供给已经通过其他联邦、州或当地来源获得租房援助的计划参与者
[§578.51(a)]。）

○ 确定搬家援助
● 包括确定搬家援助的类型与金额，即押金、首个月份／最后月份的租
金，或 HUD 规则下允许的其他援助
○ 向房东付款
■ 包括以尽量节省成本的方式就租房援助、公用事业、搬家相关费用（视乎
需要）直接向卖方（即房东或公用事业公司）付款

标准 C.2：RRH 项目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符合个人情况的搬家援助
要求：
●

在确定所提供的搬家援助的类型和金额时，RRH 项目必须在计划开始时：
○ 评估计划申请者的需求（包括 VI-SPDAT 分数以及收入信息）以确定搬家所
需的经济援助
■
包括确定是否需要公用事业押金、所需押金金额，以及是否需要搬家卡
车租赁援助等
■
受补助人须确定 RRH 资助的搬家援助的类型或金额之限制。限制必须在为
项目制定的书面政策和程序中载明，且必须符合在 CoC 项目申请以及其
ESG 州工作计划中选定的资助类别。

标准 C.3：有收入且能够承担租金的 RRH 救助对象，须在可能的情况下承担部分
租金

要求：
●

若 RRH 项目确定救助对象有收入和能力来承担部分租金，则其租户租金
供款以下列方式确定：
○ 接受 CoC RRH 计划服务的家庭须在援助期间每月将其经调整总收入的 30% 用
以支付租金。租金计算必须包括当地公共住房机关就租户单独支付的公用事业
而确定的每月公用事业补贴。
○ 对于接受 ESG RRH 资金服务的家庭，受补助人可根据客户需求以及支付租金
的能力选择采用他们自己的标准。受补助人必须披露其书面 ESG 政策和程序，
并对其地区内获得 ESG RRH 服务的所有人士采用相同标准。
○ RRH 救助对象收入必须根据 24 CFR 5.609 和 24 CFR 5.611(a) 计算。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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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载于下列网站中： https://www.gpo.gov/fdsys/granule/CFR-2011title24-vol1/CFR-2011- title24-vol1-sec5-609
若 RRH 救助对象没有收入，则不需承担租金。
○ 收入情况必须根据核实收入的 HUD 要求记录。
○ CoC RRH 计划须向其公用事业补贴超过租金供款的参与者支付公用事业补偿。
CoC RRH 计划必须通过向参与者每月报销或直接支付给参与者的公用事业公司
的方式支付该金额。参与者必须获得每月须缴付的公用事业补贴金额的书面通
知。详情可浏览以下网站：
https://www.hudexchange.info/resources/documents/Notice-CPD-17-11Determining-Program-Participant-Rent-Contribution-in-the-CoCProgram.pdf

标准 C.4：RRH 项目提供符合个人需求时限的租房援助。
要求：
●

在确定要提供的租房援助的时限时，RRH 项目必须作出下列行动：
○ 根据受补助人在其 RRH 计划中的书面政策和程序规定的固定基准评估救助
对象的经济需要，以确定 RRH 项目是否应该提供额外的租房援助。
○ RRH 项目可向任何一名救助对象提供不超过 24 个月的租房援助。
▪ 三年期内 24 个月的援助，乃是向任何 RRH 客户提供的绝对最高援助金
额，但只应在极少数情况下提供（如果有的话）
▪ 若向 RRH 救助对象提供超过 12 个月的租房援助，RRH 计划工作人员需
要至少记录下列各项：
• 重新证明并记录计划资格，包括家庭收入、资源以及为了防止无家可归
而对援助的持续需要。
• 受补助人必须重新证明参与 CoC 和 ESG RRH 计划的收入（至少每年一
次） 接受 ESG RRH 的人士必须在 12 个月重新认证时达到或低于地区
收入数的 30%，方有资格取得进一步援助。CoC RRH 项目的受补助人须
自行制定续期时收入限制的书面政策，以及在援助期间审核参与者收入
的频率
▪ 根据当前需要，计划工作人员须确定持续租房援助的时限。持续 RRH
援助的时限必须由 RRH 提供者说明，以便让 RRH 救助对象明确知
悉。协助的时限（包括延期）总共不得超过 24 个月。
▪ RRH 计划可继续代表被机构短暂收容（每次不得超过 90 天）的 CoC 计
划参与者支付租金。只能在计划参与者离开单位后当月，就空置单位支付
租房援助。
▪ RRH 项目必须遵守 VAWA 的要求。对于接受 CoC RRH 基于租户的租房援
助并与非转移家庭成员分开的家庭成员，作为其 VAWA 紧急转移计划的一
部分，应继续在 RRH 项目下接受援助。转移的个人或家庭应保留其原始
的无家可归或长期无家可归状态。根据 ROCC 政策，RRH 受补助人无须为
非转移家庭成员提供持续援助，但若可获得资金，则可视情况选择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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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鼓励受补助人与社区合作伙伴共同提供服务，以稳定在紧急情况下转
移后被留下的家庭成员。
RRH 核心要素：案例管理和支持服务
RRH 案例管理和服务的核心组成部分包括为 RRH 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案例管理，
以帮助他们获得并搬入住所、稳定住房并
确定何时可以终止 RRH 援助。有效的案例管理涉及在客户参与项目的整个期间内提供
的评估和协调服务，
并根据客户的需求量身定制服务（因为这与保留固定住所有关）。
D.

案例管理和服务标准与要求
就案例管理和服务 RRH 核心组成部分而言，下节确定了 ROCC RRH 项目所需的
RRH 计划设计政策和要素的最低要求。以下所有内容都必须纳入 RRH 项目的正
式政策和程序中。

标准 D.1：RRH 项目提供全面的案例管理和服务
要求：
•

RRH 项目必须要求计划参与者每月至少与案例管理人会面一次，以帮助他们实现长
期的住房稳定。（注：如果 1994 年《反暴力侵害妇女法》（《美国法典》第 42
章自第 13925 条起）或《家庭暴力预防和服务法》（《美国法典》第 42 章自第
10401条起）禁止实施该项目的受补助人以参与者接受服务作为住房条件，则该项目
可豁免遵守此项要求。）
○ RRH案例管理人应与参与者联系，以确定获取和维持固定住房的需求和障碍。应
使用 VI-SPDAT 信息以及动机面谈来帮助确定这些因素
○ 案例管理服务应包括协助参与者获得主流福利，以及转介可帮助参与者解决住房
稳定障碍的资源。在理想情况下，应根据每个家庭的需求，将基本预算、能源教
育、房东-租户教育（包括《公平住房法》）以及其他有助于家庭正确维护自己
单位的生活技能方面的援助纳入案例管理计划的一部分
○ 鼓励案例管理人对客户采用使用基于优势的创伤知情做法 (strength-based,
trauma informed practices)，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成功率并尽量减少再次创伤的
机会
○ 案例管理人应为其服务的每个 RRH 家庭创建和维护档案。档案必须包含所有必
需的资格证明文件、租契副本、通讯，以及所提供的所有经济援助的记录。必须
根据各机构的数据安全和保密政策来保护档案安全
○ 对于所有 RRH 参与者档案（纸质和/或电子版本），案例管理人应备存与参与
者、房东和其他可能协助案例协调的提供者进行的所有会面的全面案例备注。备
注应包括对提供给客户的内部和外部资源的任何转介
○ 按照计划规则，应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对所有退出计划的客户进行跟进审查。所
有跟进审查均应录入 H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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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D.2：在终止为客户提供 RRH 援助时，RRH 项目应制定并遵循书面正式程序
要求：
• RRH 项目的终止政策／流程必须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o 在进入项目时，将向每名 RRH 参与者提供书面终止和听证权利政策。
o 在寻求终止援助时，机构必须向参与者提供书面通知，当中列明终止原因
的明确说明，以及参与者就终止提出正式上诉的程序。
o 要求就终止举行听证的客户，应有机会向除建议终止的工作人员之外的其
他人士提供口头或书面证词。
o 所有拒绝、终止、上诉和听证的记录应作为客户档案的一部分保存。

表现指标
• 摆脱无家可归状态，找到固定住所的人再次变得无家可归的程度
o 这将衡量在报告日期范围两年前的日期范围内退出 RRH，找到固定住所的参与者。
衡量将报告在这些参与者中，有多少人在最初离开后的两年内如 HMIS 所示再次无
家可归。
• 成功退出 RRH，找到固定住所
• 年满 18 岁，在退出时拥有赚得收入的参与者百分比
• 年满 18 岁，在退出时没有非现金福利的参与者百分比
• 在退出时拥有 1 个以上非现金福利来源的参与者百分比
• 年满 18 岁，截至运作年度或在退出计划时其总收入（来自所有来源）维持不变或增
加的参与者百分比
• 所有已登记家庭的无家可归时间平均为 30 天或更短。
• 至少 80% 的家庭退出计划，拥有固定住所
• 至少 85% 的家庭退出计划，拥有固定住所，且一年内没有变得再次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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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支持性固定住房 (PSH)

当前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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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竞争审查及排名 (R&R) 流程（包括空白标准文件）
2018 OR-505 BOS CoC / ROCC R&R 流程

更新以及新／重新分配项目的申请将经过门槛审查，以确保遵守《无家可归者紧急援助与快速安置
住房法案》、CoC 计划《提供资助通知》 (NOFA) 以及当地 CoC 征求提案书 (RFP)。不满足 HUD
和 CoC 指引所列门槛要求的任何更新或新／重新分配项目，不得进入后续审查，也不能获得资助
考虑。逾期申请（即在 RFP 所列截止日期和时间之后提交的申请）不被接受。
在理事会最终批准每年的更新 CoC 资助竞争内部预申请与审查及排名 (R&R) 流程前，须通过定期
每月会面、专门主题的电子邮件沟通、HMIS 数据工作组对话等方式提供表达意见的多次机会。获
得理事会批准后，相应的 CoC R&R 材料将发布于 Community Action Partnership of Oregon
（CAPO；COC 的协作申请人）以及 Oregon Coalition on Housing and Homeless (OCHH) 的网站
上。若在 HUD CoC NOFA 发布前还有其他审查时间，欢迎有关方面在 CoC 会议期间以及通过任何
其他适当的机会提供其他反馈。更新及新／重新分配项目的评分标准文件以及评分图载于附录 A
（更新）及附录 B（新／重新分配）。
更新及新／重新分配项目的审查与评分由 CoC 的 HMIS 数据工作组通过一项涉及个人与协同责任
的流程1完成。评分乃基于向 APR 取得的数据、数据质量报告卡片、LOCCS 提款数据、HUD 监控报
告、系统整体表现指标、叙述性回复以及其他相关的先前披露 HMIS 数据。
符合当地 RFP 以及 HUD CoC 计划 NOFA 之初步门槛要求的已提交项目，符合资格获得当地 RFP、
新／重新分配项目评分标准（附录 B）以及更新项目评分标准（附录 A）中所概述的评分。俄勒冈
BOS CoC 顾问／协调员以及 HMIS 数据工作组之后通过评分来通知对有条件受补助人的选择。
CoC 理事会可酌情在 CoC 的合并申请中加入一项或多项就新项目的可用资金金额提出的项目申
请。CoC 理事会还可向 CoC 顾问／协调员授予就项目申请与有条件受补助人进行协商的酌情权，
以便通过最佳方式尽量提高总分数，并增加丰富 CoC 项目组合的机会。通过下文段落概述的流程
完成审查与排名后，CoC 顾问／协调员将配合 HMIS 数据工作组
完成编制优先名单草案，并在下一次常规会议上就优先名单的采纳向 CoC 理事会提出建议2。

排名政策
HUD 要求使用预先确定的优先顺序将在 CoC 优先名单中由 CoC 理事会接纳的所有项目分为两级。
1 级在相应的 HUD CoC 计划 NOFA 中被定义为在经 HUD 批准的最终补助清单工作表 (GIW) 中经
HUD 批准的 CoC 年度更新要求 (ARD) 的百分比。1 级项目历来受到免遭资助削减的保护，并在提
交 CoC 的完整申请（包括竞争截止时间前的优先名单）后被视为有条件得到批准。如 NOFA 中所
1
2

战略规划与数据分析工作组包括 HMIS 与执委会成员，以及有利益关系的其他 CoC 与社区成员。
或通过专门目的的“特别”会议，如有如此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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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2 级是 1 级和 CoC 的 ARD 之间的差额，外加可用于永久性住房补贴的任何金额。2 级项目
由 HUD 单独审查，并且要和其他 CoC 2 级项目参与资金竞争。
Oregon BOS CoC 的 HMIS 项目以及协调录入的 SSO 在 1 级中分列第 1 位和第 2 位；如 CoC 理
事会之前所确定，两个项目对有效实施 CoC 均属必须。在之前 CoC 计划竞争中获得资助的首次更
新的项目（至少有一年没有运作）将排在 1 级的最后，以及运作至少一年的首次更新项目之前。
CoC 规划项目历来不获得评分，或在 1 或 2 级中有排名。
建议 CoC 在 2018 年 CoC NOFA 竞争中采用 R&R 申请流程以便实现下列目标：
▪ 为了能够最成功地消除无家可归状态的活动而排定优先顺序；
▪ 将在 CoC 内消除无家可归状态的可用资金最大化；
▪ 将新资源投入于 CoC 众多社区内最迫切的服务需求，为弱势人群提供援助以及确定最需要援助
者的优先顺序（通过 PIT-HIC 分析，当地社区数据）；
▪ 为 CoC 资助的提供者给予激励，以监控／改进表现从而确保持续资金支持。
因此，下列 R&R 政策适用于 2018 年 HUD CoC 合并申请／项目优先列表中的项目排名：
1 级
若特定优先级群组内存在多个项目，项目将根据更新评估分数排名。
附注： 首次更新的项目会排在同一优先级群组内获得评分的更新项目之后，以及排在 1 级末尾。
从 CoC 区域内的地区提交的当前未获得资助的新项目申请，将在 R&R 评分中另外获得 3
个优先分数；在优先名单上的位置将取决于最终分数以及所有其他的已评分提交项目。
新项目申请可通过重新分配、补助或重新分配与补助组合以及新家庭暴力补助项目的形式
提交，并可针对下列符合资格项目类型（定义见 HUD NOFA）提交：
1. 满足 Dedicated PLUS 要求的 PSH 项目（100% 投入 CH）
2. 面向个人和家庭（包括无人陪伴青年）的 RRH
3. 联合 TH-RRH 要素
由新的或当前已获得资助的申请人提交的在过去 3 年内未获得新 CoC 项目的新项目申
请，将在 R&R 评分中另外获得 2 个优先分数；在优先名单上的位置将取决于最终分数以
及所有其他的已评分提交项目。提交有关家庭暴力补助资助机会之新项目的申请人不受此
时间限制。
作为当前项目重新分配的一部分而提交的新项目申请，若所提交的新项目旨在解决受到社
区和数据支持的当地需求，则能另外获得 5 个优先分数。在优先名单上的位置将取决于最
终分数以及所有其他的已评分的提交项目。
作为家庭暴力补贴资金的一部分而提交的新项目申请，若所提交的新项目是协同制定的且
旨在解决地区范围内受到社区和数据支持的当地需求，则能另外获得 5 个优先分数。在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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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名单上的位置将取决于最终分数以及所有其他的已评分提交项目。争取本资助的三 (3)
个符合资格的项目类型的优先顺序如下：家庭暴力协调录入的 SSO 项目、新的 RRH、新的
联合 TH-RRH。
新项目申请必须包括下列要素：
▪ 将住房优先作为一项战略（如适当）
▪ CoC 的协调录入期望
▪ 通过预算行项目为 HMIS 许可（若也是新的潜在受补助人）提供资金支持
更新项目申请必须包括下列要素：
▪ 将住房优先作为一项战略（如适当）
▪ CoC 的协调录入期望
如 CoC 理事会之前所确定，针对协调录入项目申请的 HMIS 和 SSO 将在 1 级中分别排名
1 和 2 位，原因是两个项目对有效实施 CoC 均属必要。
CoC 规划项目不获得评分，在 1 或 2 级中也没有排名。

优先组 1：核心 CoC 服务
▪
▪

HMIS
协调录入

优先组 2：PH/PSH/RRH
更新 PH/PSH/RRH 项目：评分最低的项目可能降到 2 级
▪ 重新分配项目：评分最低的项目可能降到 2 级
▪ 新 PH/PSH/RRH 项目
▪ 运作不满一年的首次更新 PH/PSH/RRH 项目
▪

按分数排名的新家暴补助项目

1 级中最后得到资助的项目可能会“夹在”1 级和 2 级中间。如属该情况，该项目中处于 1 级的
部分将在 1 级中排名，而余下部分将在 2 级中排名为第一个项目（HUD 程序）。
2 级
若一个优先群组内存在多个项目，项目将根据新项目申请的分数或重新分配项目的更新分数排名：
▪ 其余的新 PH/PSH/RRH 项目
▪ 其余的更新项目
▪ 其余的重新分配项目（新项目在 2 级中的排名可能会在分数上超过相同要素类型的更新项目及

／或重新分配项目）
2 级项目要素将经过组织，以便通过最佳方式尽量提高 CoC 合并申请的总分数。
2 级中项目的最终排名顺序将基于两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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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之前所述优先顺序的维持
位列 2 级中项目之分数的最大化，以便最大程度提高 2 级中资助的金额与可能性

重新分配
重新分配是指 CoC 将资金全部或部分从现有符合资格更新计划中转出，以就 CoC 计划资金设立符
合 CoC 年度更新要求的一个或多个新项目的流程。于更新项目的全面审查期间，HMIS 数据工作组
将使用既定／经批准的评分标准和选择优先顺序，确定各个项目仍属必要以及能够应对政策优先事
项的程度；例如结束长期无家可归的状态，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快速安置性住房等。
若重新分配将减少无家可归的人数或服务于弱势流浪人群，HMIS 数据工作组将向新项目重新分配
资金。若 HMIS 数据工作组发现其资助不应得到更新或资助应减少的一个或多个更新项目，其会
确定是否授予新的拟定项目以及是否继续进行重新分配。
重新分配流程
因收回未使用的资金、自愿重新分配或非自愿重新分配而重新分配的资金，将用于在当地竞争／申
请流程进行重新分配以建立新项目。在 2018 财年的竞争中，此类重新分配的资金首先会被用于补
充 CoC 的协调录入项目，然后投入到用于新项目的资金池，最后被用于补充需要额外资金的更新
项目。
未使用的资金
于拨款期限结束时尚未完全支出的项目或在拨款期内未用尽资金的项目将进入重新分配流程。在前
两个拨款周期内未用尽补助达到 5% 或以上的项目，其资助可能会如前文所述者被调减（重新分
配）。俄勒冈 BOS CoC 将收回 2 年期平均未使用资金的 80%。
自愿重新分配
鼓励当前 CoC 计划受补助人（且他们总是有机会）自愿重新分配全部或部分项目资金。除了重新
分配用于新项目申请的资金外，其余自愿重新分配的资金将汇总用于前述重新分配。
非自愿重新分配
表现不佳的项目，并未服务于既定人群的项目，未解决 HUD 监督所发现问题（有关 CoC RRH 实施
的发现问题除外）的项目，及／或得分低于 68/70 的更新项目，须接受全部或部分重新分配，以
在新项目制定的过程中留出一定程度的 CoC 资金（而非由 HUD 完全收回）。
为尽量降低重新分配而导致无家可归的参与者流离失所的风险，HMIS 数据工作组将以下列方式作
出重新分配决定：
当前的《提供资助通知》 (NOFA)
通过下列标准向新项目重新分配资金，于当前拨款期末决定立即（当前的 NOFA）重新分配：
▪ 项目还有在初始 R&R 流程中发现的尚未解决的现场监督或财务问题
▪ 项目表现非常不佳 —— 并不满足既定的 CoC 及／或 HUD 表现目标；未通过 HUD 门槛审查
▪ 参与者可通过机构／当地 CoC 内的其他计划得到服务，因而不会导致当前计划参与者流离失所
▪ 考虑未使用的资金以及在不降低服务／住房水平的情况下削减补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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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考虑历史削减情况（例如若在一年内减少补助，不会对次年的开支产生显著影响）
考虑在可能不获得资金情况下的特定新 PSH 或 RRH 项目以及特定更新项目
考虑对合并申请分数的影响
顾及社区需要而考虑对社区的影响

有条件更新
俄勒冈 BOS CoC 规定，更新项目申请的 R&R 得分要达到更新项目最高分的 75%。例如若最高分是
100，则最低门槛设定为 75 分。
评分低于门槛的项目将被要求在下一年的竞争之前制定解决表现问题的计划（表现改善计划）。若
问题仍存在，项目可能要在下次竞争中非自愿地接受资金重新分配。申请人可通过 CoC 的书面申
诉流程就决定提起申诉；CoC 理事会将考虑申诉。
若上述考虑支持该决定，本政策会导致高评分项目可能被重新分配。此外，分数低于 65
的项目可被考虑进行全部或部分重新分配。
申诉
CoC 受补助人（下级受补助人）可按下列方式申诉有关更新重新分配及／或新项目选择的 HMIS 数
据工作组决定：
a) CoC 受补助人或新项目申请人将向 CoC 协作申请人、顾问／协调员以及 HMIS 数据工作组主席
提交有关决定的书面申诉。
b) 主席将召集 HMIS 数据工作组收取并审查申诉陈述。
c) CoC 受补助人或新项目申请人将参加会议回答 HMIS 数据工作组在审查已提交的申诉时提出的
问题。
d) HMIS 数据工作组的决定将记录于会议记录中，CoC 协作申请人将根据本政策以及 HMIS 数据工
作组的决定继续处理 CoC 合并申请的提交。若 CoC 受补助人或新项目申请人寻求向更高一级
的机关申诉决定，CoC 成员及 CoC 理事会将在下一次月度 CoC 会议上听取有关事宜。
HMIS 数据工作组有关在“今后 NOFA”周期中实施本地决定的决定，将支持在非常紧迫的申请提交
时限内的无家可归的申请人的过渡以及减少对申诉听证会的需要。
行为守则与取消资格
实施 HMIS 数据工作组的行为守则，乃是支持 HMIS 数据工作组的包容性、合作性以及客观目标的
必要要素 [CoC 计划 24 CFR 578.95]。如 CoC 2017 年的理事会批准附则第 7.2.1 条规定：
ROCC 力求以公平地方式履行正式职责，禁止存在利益冲突的活动。若知悉情况背景的理智人士可
能合法质疑某人的公正性，则 ROCC 成员、其理事会及／或高级人员不得就某一事宜行事。类似
的，ROCC 成员、其理事会及／或高级人员不得利用其在 ROCC 中的职位为个人或其家人朋友谋求
利益。
▪

R&R 工作组会议仅能由工作组成员参加；但是，评分结果以及最终的完整 CoC 优先名单将在
资助竞争完成之前公开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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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成员要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
成员要时刻尊重其他人
决定达成流程将：
o 通过例会上的一致同意作出
o 对于非资助决定，所有在场成员都有权参与表决，例如选举主席、联席主席或其他一般成员
资格决定
o 对于涉及资助的决定，每个成员组织可投一票（需要在过去 12 个月出席至少 6 次会议）以
及每个广大社区的成员可投一票。
▪ 利益冲突。对于成员或其组织未来可能取得或受益的补助授予或经济利益提供所牵涉到的决
定达成（表决）流程，成员须回避参与（尤其是包括涉及到成员的当地 CoC 规定地区服务
区域的项目及／或机会）。

门槛
除了评分标准外，所有更新项目还必须满足几项门槛标准。在 R&R 流程前将进行门槛审查以确保
符合基线要求。要在 2018 年竞争中获得评分，所有更新项目都要达到下列门槛：
▪ 提交完整完全的 CoC 补充申请（除草案 e-snaps 项目申请外）。
▪ 提交所有需要的补充文件（见文件包 1 前页 —— 介绍部分）。
▪ 项目必须参与协调录入，但项目是受害者服务机构除外，在此情况下必须使用经 CoC 理
事会批准的替代数据库。
▪ 项目必须能够满足更新项目的 HUD 门槛要求，包括不存在下面任何一项：
▪ 拖欠或未能议定付款安排的欠付 HUD 的债务
o 回复逾期或不令人满意的审计结果
o 曾有过不充分的财务管理会计措施
o 关于先前补助不及时支出的证据
o 曾有过其他重大能力问题，对项目实施及其表现造成重大影响
o 曾以不及时的方式或至少每季度为次级收受方报销合资格费用
o 曾服务于不合资格人士，就不合资格费用支出资金，或未能在法定的时限内支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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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 更新评分标准

2018 OR-505 BOS CoC 审查及排名
评分标准
更新项目

项目：

分数：

审查人：
因素摘要

2018 年分数

2018 年实际分
数

门槛要求
1. 结果

45

2. 机构／协同能力

50

3. HMIS 数据质量

15

总计

110

I.

门槛要求

门槛标准
这些因素是必需的，但未评分。若项目在任何门槛标准中存在
“否”，则不合资格接受 CoC 资助。
HMIS 实施：除非项目是为家庭暴力幸存者服务的受害者服务机构或
属法律服务机构，否则项目必须参与 HMIS。
协调录入：若在当地服务区内可用，项目须参与协调录入。

II.

2018 年分
数
不适用

不适用

详情
1. 结果： 45 分

整体而言，项目的表现是否令人满意以及能够有效地满足其设计满足的需求？ 记住，有关
结果在更难以服务的人群（如长期无家可归者以及有精神及／或成瘾疾病者）中自然会
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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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1A：能力

2018 年分数

项目是否服务于其设计服务数量的流浪家庭 ？
• 有关年内四个分数的报告 —— APR 日期

10

参考：新预制的 APR Q8b（家庭）
计算：
确定 %，将 4 分加在一起，再除以 4。 得出平均数，将该
数字除以构成申请的预计 HH。 分数是相对的，即 90% = 9
分，80% = 8 分等。
记录过度使用（超过 105%）
若只有一个单位／HH 没有居住，则申请人将获得“80%-85%”
分。超过一个单位／HH 没有居住，将得到 0 分，而所有单位
／HH 被居住，将获得“>95% 分”。
项目是否服务于其设计服务数量的流浪人群 ？
• 有关年内四个分数的报告 —— APR 日期

10

参考：新预制的 APR Q7b（个人）
计算：

确定 %，将 4 分加在一起，再除以 4。 得出平均数，将该
数字除以构成申请的预计 HH。 分数是相对的，即 90% = 9
分，80% = 8 分等。

1B：住房稳定性（仅限于 PSH） —— 入住固
定住所
• 基于 HMIS 数据计算
• 通过作为提案一部分的补充提交信息而获
悉
• 专家组成员可根据所服务的人群或提供的
服务等因素，将计划从下面的比例分数上
下调整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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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先考虑单位，旨在确定使用哪一种比
例，然后再考虑人数的 APR # 来确定有关措
施。

参考：新预制的 APR Qs 23a 和 23b 使用固定目
的地的小计，并汇总得出总数

1C：雇佣收入 专家组成员可将计划从下面的比例
分数上下调整一分

参考：新预制的 APR Q18
Q18 显示有赚取收入的成年人。注意第 1 行和第
3 行。从成年人总数中减去并未经过年度评估的成
年住宿者。将该数字划分到有收入的成年人当中。
于审查期间有雇佣收入的成年人百分比。

>95%
90-94%
86-89%
80-85%
70-79%
65-69%

2018 PSH
比例
>20%

10
9
8
7
4
2

2018 RRH
比例
>53%

2018 年
分数
5

15% -19.4% 45% - 52.4%

4

10% 到 14.4% 30% - 44.4%

3

<10

<29.4

0

2018 PSH
比例

2018
RRH 比
例

2018 年
分数

PSH 的 HUD 目标：20%
1D：非雇佣收入
专家组成员可将计划从下面的比例分数上下调整两分
向本问题加入新的语言

参考：新预制的 APR Q18
Q18 显示在审查期内除了雇佣还有其他收入的成年
人。注意第 2 行和第 3 行。从成年人总数中减去
并未经过年度评估的成年住宿者。将该数字划分到
有收入的成年人当中。
HUD 目标：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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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54-‐61.4%
49-‐53.9%
44-‐48.9%

>61.5%
54-‐
61.4%
49-‐
53.9%
44-‐
48.9%

5
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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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4%

0

用于无法增加雇佣收入，且已完成或提交 SI/SSDI 或其他残疾福利申请的 PSH 申请
人。需要提交救助对象 HMIS ID／案例备注（已编写好标识符）

3

1E：非现金主要福利
专家组成员可将计划从下面的比例分数上下调整一
分。

2018
PSH 比例

2018
RRH 比
例

参考：新预制的 APR Q20b 和 1+ 来源。如 1C 和
1D 中处理的那样，在开始阶段将尚不需要年度评估
的成年人从成年人总数中减去。

>90%

>61%

5

80-‐
89.9%

51-‐
60.9%

4

75-‐
79.9%

46-‐
50.9%

2

领取非现金主要福利的成年参与人的百分比。

参见评分结果 1A-1E（文件包 2，门槛审核，以及陈述
2 第 1 页）。

2018
分数

0
HUD 目标：54%
2. 机构／协同能力： 50 分
因素：
2A：行政管理能力
机构（尤其是牵头机构）是否具有满足所有行政管理要求所需的专业
知识、人员、程序和行政结构？ 考虑：
• 机构对信息、日期、报告等申请的回应如何？ —— 通过出席／

2018
年分
数
10

电子邮件申请提供（Jo、Rena 和 Justina）
• 机构是否设有 HEARTH 规定的政策／程序？

（机构填写核对表

作为材料的一部分）
2B：HUD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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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分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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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是否具有满足所有拨款审核和报告要求所需的专业知识、人员、
程序和行政结构？ 考虑：
• 有任何未解决的 HUD 调查发现或问题和／或财务审计发
现吗？
• HUD 是否对拨款提起任何制裁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暂停拨付（例如
冻结 LOCCS），要求偿还拨款资金或由于表现问题而取消拨付资
金？
• 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将未解决的 HUD 调查发现或问题告知
协作申请人？

2C：未使用的拨款资金
专家组成员可将计划从下面的比例分数上下调整两分
•

机构在过去 3 年内是否有未使用的项目拨
款资金？e-LOCCS doc

2018 比例
0-‐3%

10

2018 年分
数
10

（其中包括已完成的 2 年以及当前提款年
份）
•

•

考虑计划是否正在满负荷运行，以及项目
是否获得了租赁或租房补贴。参考 Q1A 中

的回复。

3.1-‐9%

6

考虑未使用资金的理由，即空置率等。

9.1-‐15%

3

15-‐100%

0

2D：与 CoC 重点的一致性

2018 比例

2018 年分数

100%

10

91%

8

82%

6

73%

4

64%

2

这将对整体运用情况评分，但计划可提交证明其与 CoC
保持一致的简要回答。
项目和机构是否支持 CoC 重点并与之保持一致，包
括：
• 表现目标
• CoC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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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与住房优先原则一致
2018
年分
数

若对住房优先原则的遵守程度低于 100%，计划可提交简要的回复供
考虑。
项目是否将住房优先的原则纳入到其运作中，包括优先服务最弱势的参
与人；低或无进入门槛；自愿参与支持服务。
•
•
•

项目是否在监控期间获得 HUD 的批准（而不是存在表明并未完全遵
守住房优先原则的调查发现）？
项目是否朝着住房优先努力，但尚未完全达致目标？
项目没有执行住房优先原则吗？

5
3
0

2F：与协调录入标准一致？
若对协调录入标准的遵守程度低于 100%，计划可提交简要
回复供考虑。无协调录入 = 无分数。

2018 年分数

项目是否将协调录入的标准纳入到其运作中，包括：
• 项目是否完全纳入 CE 并为后续步骤做好准备？
• 项目是否朝着 CE 努力，但尚未完全达致目标？
• 项目是否没有执行 CE？

5
3
0

3. HMIS 数据质量： 15 分
因素：
3A： 中期审查
2018 比
例

2018
年分数

机构是否采用中期审查，及是否在要求的+/- 30天内完成年
度中期审查？

之前内部

5

参考 ART 报告0703 —— SPM 数据质量框架选项卡 D。

当前内部

0

下次评分标准更新将包括按百分比进行的审查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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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完成数据
专家组成员可将计划从下面的比例分数上下调整两分

2018 比例

2018 年分数

参考：新预制的 APR Q6a-c；CoC“可接受”错误率= 5%
或更低。

0% 至 1%

10

2% 至 4%

8

将列出的三个百分比相加，然后除以 3，得出总百分比。

5%

6

6% 至 8%

4

9% 至 10%

2

>10%

0

注意：
新预制的 APR Q6e 显示了数据质量的及时性；该问题可
纳入下一个更新评分标准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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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 新的／重新分配的评分标准
2018 OR-505 BOS CoC 审查及排名
评分标准

新项目／重新分配项目
项目：

分数：

审查人：

因素摘要
门槛要求
1. 项目的工作符合社区需求

2018 年分
数
15

2. 项目质量、适当性和就绪情况

35

3. 机构／协同能力

45

4. HMIS 参与

10

总计

105

I.

实际

门槛要求

门槛标准
• 这些因素是必需的，但未评分。若项目在任何门槛标准中
存在“否”，则不合资格接受 CoC 资助。

2018 年
分数

HMIS 实施：除非项目是受害者服务机构，为家庭暴力幸存者服
务或属法律服务机构，否则项目必须参与 HMIS。

不适用

协调录入：适用类型的项目必须参与协调录入。

不适用

合资格申请人：申请人和次级收受方（如有）有资格获得 CoC
资金，包括：非营利组织、州、地方政府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的机
构。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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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格新项目类型：如果项目是 2018 年的新项目，则可以是以
下两种情况之一：
• 支持性固定住房，仅服务于长期无家可归的个人和家
庭。
• 快速安置性住房，服务于直接来自街道、庇护所或逃离家
庭暴力或以其他方式符合第 (4) 段所定义的“无家可
归”标准的个人、家庭或无人陪伴的青年。

II.

不适用

详情
1. 项目的工作符合社区需求： 15 分

因素：
1A：可再生活动
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将拨款资金用于可再生活动（例如，租赁
租金补贴和住房运营），而非不可再生资金（例如，购置、
建造和修复）。
1B：未满足的需求
利用数据分析和本地输入确定的 CoC／区域优先级，项目可以
满足未满足需求的程度。当地社区确定的前 5 项已识别的差距
／需求；CAA 使用 CSBG ’17-’19 MGA。PIT，其他数据支持
的报告。

2018 年
分数
5

2018 年
分数
10

2. 项目质量、适当性和就绪情况：35 分
根据项目的成果目标和 CoC 目标，即为无家可归者制定可带来稳定住房和收入增加（通
过福利或就业）的固定住所计划，从而考虑项目的总体设计。
2A：所服务的人口
所服务的人群定义明确且符合资格，并将优先考虑最需要服
务的项目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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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分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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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计划设计
计划设计包括使用“住房优先”模型，提供适当类型、规模
和地点的全面／集中的案例管理及适当的支持服务，以满足
方案参与者的需求（以及必要时的交通）。考虑：
• 项目人员配备是否适宜服务的提供？
• 是否对员工进行了培训，以满足目标群体的需求？
• 计划是否包括救助对象参与计划的设计和运作？
• 计划设计是否有意地纳入所有合资格救助对象，并可
供所有合资格救助对象参与？
• 是否描述了与其他服务的关联？

2C：计划成果
计划结果是现实的，但在给定的项目规模下具有足够的挑战
性。结果可衡量，且适合所服务的人群。项目成果的最低标
准应包括：
• 在运营年度末仍居住在固定住所或退出转至另一个固
定住所的前无家可归者的百分比至少为 90%。
• 在退出时其就业收入较录入时增加的离开者的百分比，
PSH 至少为 20%；RRH 至少为 38%。
• 在退出时其非就业收入较录入时增加的离开者的百分比至
少达到 54%。
• 在具有非现金主流福利的所有由 CoC 资助的项目中，成年
离开者和留下者的百分比，PSH 至少达 80%，RRH 至少达
51%。
2D：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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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分数

10

2018 年
分数

5

2018 年
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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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描述参与者将要居住的住所，且该住所适合拟议的计划
设计。考虑：
• 项目是否配备了合适的人员来运作住所？
• 是否对员工进行了培训，使他们能够满足所服务人
群的需求？
• 计划是否配备面向残疾人士无障碍设施？

2E：政策和程序
机构（尤其是牵头机构）是否具有满足所有行政管理要求所需
的专业知识、人员、程序和行政结构？ 考虑：
• 机构是否设有 HEARTH 规定的政策／程序？
（机构填写核对表作为材料的一部分）

2F：项目就绪情况
项目将在 HUD 的法定截止日期前准备就绪。考虑：
• 监管障碍，例如租户的搬迁或被迫迁移、预期的环境
或分区问题。

5

2018 年
分数

5

2018 年
分数
5

3. 机构／协作能力：45 分
3A：过往表现
通过过往表现，提交申请的机构是否能证明其有能力成功开展
拟定的工作，并作为一个团体成功服务于无家可归者？ 考
虑：
• 机构在处理类似项目方面的经验（例如，如果项目涉及租
户的搬迁，那么机构在搬迁方面有何经验？）。
• 如果机构还有其他 CoC 计划，该机构是否有在过去 3
年中未动用的 CoC 项目拨款资金？ 考虑计划是否正在
满负荷运行，以及计划是否获得了租赁补贴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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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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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机构经验
机构（尤其是牵头机构）是否具有满足所有拨款审核、行政
管理和报告要求所需的专业知识、人员、程序和行政结构？
考虑：
• 机构是否在过去 5 年内成功处理了类似规模的联
邦或其他大额拨款，而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或问
题？
• 有任何未解决的 HUD 调查发现或问题和/或财务审
计发现吗？
• HUD 是否对机构 CoC 拨款提起任何制裁措施，包括但
不限于暂停拨付（例如冻结 LOCCS），要求偿还拨款
资金或由于表现问题而取消拨付资金？
• 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将未解决的 HUD 调查发现或问题告
知协作申请人？
3C：与 CoC 重点的一致性
这将对整体运用情况评分，但计划可提交证明其与 CoC 保持
一致的简要回答。
项目和机构是否支持 CoC 重点并与之保持一致，包括：
• 表现目标
• CoC 参与

2018 年
分数

10

2018 年
分数

10

3D：与住房优先原则一致
若对住房优先原则的遵守程度低于 100%，计划可提交简
要的回复供考虑。
项目是否将住房优先的原则纳入到其运作中，包括优先服务
最弱势的参与人；低或无进入门槛；自愿参与支持服务。
•
•
•

项目是否在监控期间获得 HUD 的批准（而不是存在表明
并未完全遵守住房优先原则的调查发现）？
项目是否朝着住房优先努力，但尚未完全达致目标？
项目没有执行住房优先原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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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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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与协调录入标准一致？
若对协调录入标准的遵守程度低于 100%，计划可提交简要
回复供考虑。无协调录入 = 无分数。
项目是否将协调录入的标准纳入到其运作中，包括：
• 项目是否完全纳入 CE 并为后续步骤做好准备？
• 项目是否朝着 CE 努力，但尚未完全达致目标？
• 项目是否没有执行 CE？

2018 年分数

5
3
0

4. HMIS 参与：10 分
•
•

申请是否清楚表明，该机构打算在项目获得资金的情况下参加 HMIS？
如果该机构有其他计划，它们能否证明 HMIS 的参与？ 考虑：
o 空值／丢失、“不知道”或“拒绝”数据的百分比
o 已知其收入和福利的救助对象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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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新的家暴补助评分标准
2018 OR-505 BOS CoC 审查及排名
评分标准

新的家暴补助项目
项目：

分数：

审查人：
项目申请必须包括与本地／区域家暴援助服务提供者的合作关系，或表明向家暴受害者和幸存者提
供服务方面明确的专业知识。
项目申请人必须确认其有能力在多个辖区进行项目分包。

因素摘要
门槛要求

2018 年分
数

1. 项目的工作符合社区需求

15

2. 项目质量、适当性和就绪情况

35

3. 机构／协同能力

45

4. HMIS 参与

10

总计

105

I.

实际

门槛要求

门槛标准
• 这些因素是必需的，但未评分。若项目在任何门槛标准中
存在“否”，则不合资格接受 CoC 资助。

2018 年
分数

HMIS 实施：除非项目是受害者服务机构，为家庭暴力幸存者服
务或属法律服务机构，否则项目必须参与 HMIS。

不适用

协调录入：适用类型的项目必须参与协调录入。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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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格申请人：申请人和次级收受方（如有）有资格获得 CoC
资金，包括：非营利组织、州、地方政府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的机
构。
符合条件的新项目类型：以下每种类型的项目都限于一年的资助
要求，并且必须遵循“住房优先”的方法：
▪ 快速安置性住房 (PH-RRH) 项目。
▪ 本 NOFA 第 II.C.3.m 节中定义的 TH 和 PH-RRH 联合项
目。
▪ SSO 协调录入项目 (SSO-CE)，以实施可令 CoC 开展协调
录入的政策、程序和做法，以更好地满足家庭暴力、约会
暴力、性侵犯或缠扰行为幸存者的需求（例如，实施以救
助对象为中心的创伤知情政策及程序，或更好地协调 CoC
协调录入与受害者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协调录入系统（如果
二者有所不同）之间的转介手续）。
• CoC 可根据 NOFA 第 III.C.3.i 节的规定，申请将并非
致力于为符合 24 CFR 578.3 第 (4) 段定义的家庭暴
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缠扰行为幸存者提供服务的现有
更新项目的范围，扩展至为这一群体提供额外的居住单
位、床位、所服务的人士，以及为现有计划参与者提供的
服务。

II.

不适用

不适用

详情
1. 项目的工作符合社区需求： 15 分

因素：
1A：可再生活动
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将拨款资金用于可再生活动（例如，租赁
租金补贴和住房运营），而非不可再生资金（例如，购置、
建造和修复）。
1B：未满足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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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分数
5

2018 年
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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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据分析和本地输入确定的 CoC／区域优先级，项目可以
满足未满足需求的程度。当地社区确定的前 5 项已识别的差距

10

／需求；CAA 使用 CSBG ’17-’19 MGA。PIT，其他数据支持
的报告。
2. 项目质量、适当性和就绪情况：35 分
根据项目的成果目标和 CoC 目标，即为无家可归者制定可带来稳定住房和收入增加（通
过福利或就业）的固定住所计划，从而考虑项目的总体设计。
2A：所服务的人口
所服务的人群定义明确且符合资格，并将优先考虑最需要服
务的项目参与者。
2B：计划设计
计划设计包括使用“住房优先”模型，提供适当类型、规模
和地点的全面／集中的案例管理及适当的支持服务，以满足
方案参与者的需求（以及必要时的交通）。考虑：
• 项目人员配备是否适宜服务的提供？
• 是否对员工进行了培训，以满足目标群体的需求？
• 计划是否包括救助对象参与计划的设计和运作？
• 计划设计是否有意地纳入所有合资格救助对象，并可
供所有合资格救助对象参与？
• 是否描述了与其他服务的关联？

2C：计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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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结果是现实的，但在给定的项目规模下具有足够的挑战
性。结果可衡量，且适合所服务的人群。项目成果的最低标
准应包括：
• 在运营年度末仍居住在固定住所或退出转至另一个固
定住所的前无家可归者的百分比至少为 90%。
• 在退出时其就业收入较录入时增加的离开者的百分比，
PSH 至少为 20%；RRH 至少为 38%。
• 在退出时其非就业收入较录入时增加的离开者的百分比至
少达到 54%。
• 在具有非现金主流福利的所有由 CoC 资助的项目中，成年
离开者和留下者的百分比，PSH 至少达 80%，RRH 至少达
51%。
2D：住所
充分描述参与者将要居住的住所，且该住所适合拟议的计划
设计。考虑：
• 项目是否配备了合适的人员来运作住所？
• 是否对员工进行了培训，使他们能够满足所服务人
群的需求？
• 计划是否配备面向残疾人士无障碍设施？

2E：政策和程序
机构（尤其是牵头机构）是否具有满足所有行政管理要求所需
的专业知识、人员、程序和行政结构？ 考虑：
• 机构是否设有 HEARTH 规定的政策／程序？
（机构填写核对表作为材料的一部分）

2F：项目就绪情况
项目将在 HUD 的法定截止日期前准备就绪。考虑：
• 监管障碍，例如租户的搬迁或被迫迁移、预期的环境
或分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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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构／协作能力：45 分
3A：过往表现
通过过往表现，提交申请的机构是否能证明其有能力成功开展
拟定的工作，并作为一个团体成功服务于无家可归者？ 考
虑：
• 机构在处理类似项目方面的经验（例如，如果项目涉及租
户的搬迁，那么机构在搬迁方面有何经验？）。
• 如果机构还有其他 CoC 计划，该机构是否有在过去 3
年中未动用的 CoC 项目拨款资金？ 考虑计划是否正在
满负荷运行，以及计划是否获得了租赁补贴资金。

3B：机构经验
机构（尤其是牵头机构）是否具有满足所有拨款审核、行政
管理和报告要求所需的专业知识、人员、程序和行政结构？
考虑：
• 机构是否在过去 5 年内成功处理了类似规模的联
邦或其他大额拨款，而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或问
题？
• 有任何未解决的 HUD 调查发现或问题和/或财务审
计发现吗？
• HUD 是否对机构 CoC 拨款提起任何制裁措施，包括但
不限于暂停拨付（例如冻结 LOCCS），要求偿还拨款
资金或由于表现问题而取消拨付资金？
• 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将未解决的 HUD 调查发现或问题告
知协作申请人？
3C：与 CoC 重点的一致性
这将对整体运用情况评分，但计划可提交证明其与 CoC 保持
一致的简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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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机构是否支持 CoC 重点并与之保持一致，包括：
• 表现目标
• CoC 参与

10

3D：与住房优先原则一致
2018 年分数
若对住房优先原则的遵守程度低于 100%，计划可提交简要
的回复供考虑。
项目是否将住房优先的原则纳入到其运作中，包括优先服务
最弱势的参与人；低或无进入门槛；自愿参与支持服务。
•
•
•

项目是否在监控期间获得 HUD 的批准（而不是存在表明
并未完全遵守住房优先原则的调查发现）？
项目是否朝着住房优先努力，但尚未完全达致目标？
项目没有执行住房优先原则吗？

5
3
0

3E：与协调录入标准一致？
2018 年分数
若对协调录入标准的遵守程度低于 100%，计划可提交简要
回复供考虑。无协调录入 = 无分数。
项目是否将协调录入的标准纳入到其运作中，包括：
• 项目是否完全纳入 CE 并为后续步骤做好准备？
• 项目是否朝着 CE 努力，但尚未完全达致目标？
• 项目是否没有执行 CE？

5
3
0

4. HMIS 参与：10 分
•
•

申请是否清楚表明，该机构打算在项目获得资金的情况下参加 HMIS？
如果该机构有其他计划，它们能否证明 HMIS 的参与？ 考虑：
o 空值／丢失、“不知道”或“拒绝”数据的百分比
o 已知其收入和福利的救助对象的百分比
OR-505 BOS CoC —— 管治附录第三卷 —— 杂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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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协调录入系统

协调录入标准
OR-505 BOS CoC

OR-505 BOS CoC —— 管治附录第三卷 —— 杂项规定

第 28 页，共 37 页

OR-505 BOS CoC 管治附录第三卷 —— 杂项规定
协调录入 (CE) 是一种可协调录入本地无家可归者服务系统、在系统内进行协调移动并可最终从系
统中退出的服务系统。协调录入通过将无家可归者服务的提供标准化并协调计划转介，提高了无家
可归者援助系统的效率。
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 (ROCC) 致力于维持 CE 体系，其将有助于实现我们的目标，即帮助家庭迅
速获得适当的服务解决住房危机，增加退出至有住所的情况，减少无家可归状态的时间，以及降低
无家可归者再度无家可归的可能性。* 对规划目标的工作调整待定。HUD 已将协调录入细分为六个
类别
▪
访问
▪
评估
▪
优先次序
▪
转介
▪
数据管理
▪
评估
访问
ROCC 已确定以下县将由协调录入系统中的以下机构覆盖。
28 个县
▪ 各县的牵头机构
1. Columbia/CAT
2. Clatsop/CAT
3. Tillamook/CARE
4. Yamhill/YCAP
5. Marion/MWVCAA
6. Polk/MWVCAA
7. Linn/CSC
8. Lincoln/CSC
9. Benton/CSC
10. Coos/ORCAA
11. Douglas/UCAN
12. Curry/ORCA
13. Josephine/UCAN
14. Hood River/MCCAC
15. Sherman/MCCAC
16. Gilliam/CAPECO
17. Wasco/MCCAC
18. Wheeler/CAPECO
19. Morrow/CAP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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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Umatilla/CAPECO
Union/CCNO
Wallowa/CCNO
Baker/CCNO
Grant/CCNO
Malheur/CinA
Harney/CinA
Lake/KLCAS
Klamath/KLCAS

上述各机构都将是所有寻求服务的个人／家庭的主要访问点。各机构都将能够为所有人群提供访问
点，包括但不限于退伍军人、无人陪伴的青年和家庭暴力受害者。各机构都可以亲自或通过电话进
行评估，并进入县协调录入系统。各机构都将确保在评估时将完成或涵盖以下内容：
•
•
•
•

对服务点的知情同意／福利名单
有关相互尊重、反歧视、救助对象自治和争议解决的机构政策
基础评估
VI_SPDAT

各机构都将建立既定程序，允许逃离家庭暴力的个人／家庭访问所有提供的服务（包括协调录
入），而无需透露其位置和人口统计资料。
预防服务
凡提供通过适用来源*获得资金的预防服务的牵头机构，将制定标准化的评估流程，而所有访问点
均提供该流程。寻求预防援助的所有家庭／个人将被录入到协调录入系统中。将完成或涵盖以下内
容。
•
•
•
•

对服务点的知情同意／福利名单
有关相互尊重、反歧视、救助对象自治和争议解决的机构政策
基础评估
预防评估工具

可企及性
各机构都须制定书面政策，以反映其反歧视政策。他们将记录该机构如何为需要有效通讯所需的辅
助工具和服务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服务。该政策将反映机构提供服务并满足英语能力有限的少数民
族、种族和群体需求的流程。各机构都将设有一个供行动不便者轻松企及的访问点。牵头机构将制
定书面政策，说明寻求服务而无法企及指定地点的家庭／个人可如何要求进行评估及录入协调录入
名单。各机构都会在服务救助对象的所有区域发布反歧视政策、相互尊重政策以及机构对争议的解
决方案。各机构还将让救助对象签署一份表格，概述向救助对象提供此信息的政策和文件。
OR-505 BOS CoC —— 管治附录第三卷 —— 杂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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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服务
所有寻求紧急服务的个人／家庭都可使用 ROCC 地理区域内的所有紧急服务，无论其协调录入状态
如何。其所在县内开通了紧急服务的各机构将与他们联系，以宣传普及协调录入流程，并向其救助
对象提供进入协调录入的渠道。
HUD 要求，每个访问点都应制定一套政策和程序，以满足逃离或试图逃离家庭暴力者的需求，并设
定一个供评估的安全密件，及在不损害上述个人安全的前提下取得协调录入的权限。
外展
ROCC 将向各机构及其外展团队提供登入协调录入系统所需的所有评估工具的书面表格。外展团队
将能够在其认为合适的任何地点为任何个人／家庭提供评估。
安全规划
各机构都会确立一套程序，以使得逃离或试图逃离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或缠扰行为的个人
／家庭可企及协调录入和住房计划，而不会损害他们的安全。该流程将包括一套书面程序，说明如
何允许个人／家庭企及，而无需将可识别其个人身份的信息录入 HMIS 或福利名单中。个人／家庭
还将获告知，无论他们的信息是否已被录入 HMIS 或按名称列出的福利名单，在整个流程中他们都
可企及全部的服务。
评估
评估工具
ROCC 已采用以下评估程序。所有寻求服务的个人都将遵循此流程。
1. 了解反歧视、相互尊重政策和争议解决流程
2. 对服务点的知情同意
3. 基本评估
4. VI-SPDAT
5. 资源转介
6. 青年？
反歧视、相互尊重政策和争议解决流程
ROCC 要求向所有个人／家庭提供有关反歧视、相互尊重和争议解决的信息。ROCC 建议，家庭中的
每个成年人都签署一份表格，以确认已了解该信息。
对服务点的知情同意
ROCC 建议，向在 ROCC 地理位置内寻求服务的所有个人／家庭告知 ROCC 的 HMIS 系统，以及哪
些其他社区合作伙伴或政府团体可能有权查阅他们的信息。机构还应告知个人／家庭其信息可能被
共享的任何次级位置，并让他们有权选择退出，同时仍然可获得服务。
基础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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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OCC 基本评估中，将向寻求服务的各个人／家庭提出问题。此评估旨在收集提供最佳、最准确
服务所必需的人口统计信息。这些信息包括：
• 名称
• 社会安全号码
• 出生日期
• 人种
• 种族
• 性别
• 退伍军人身份
• 残疾状况
• 与户主的关系
• 救助对象的位置
• 搬入住所的日期
• 生活状况
• 犯罪背景
• 过夜住院
• 急诊室就诊
• 救护车运送
• EMT 护理
• 家庭暴力
• 收入
• 驱逐
• 未付租金
• 未付公用事业费
• 确定的住所选择
• 财务资源
• 支持网络
• 寄养史

VI-SPDAT/F VI-SPDAT
脆弱指数和服务优先级排序决策辅助工具(VI-SPDAT) 将用于筛查被评估为正在经历无家可归、长
期无家可归或正在逃离家庭暴力的任何个人。F VI-SPDAT 将用于筛查正在经历无家可归、长期无
家可归或正在逃离家庭暴力的任何家庭。SPDAT 旨在：
• 帮助确定救助对象应该接受各类住房援助干预的优先次序，并帮助确定案件管理服务的强度
• 将接受这些服务的救助对象以优先次序排列
• 帮助优先安排一线工作人员的时间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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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允许团队负责人和计划主管更好地将救助对象需求与团队中特定一线工作人员的优势相匹配
协助团队负责人和计划主管支持一线工作人员，并在其团队中确定服务优先级
在案例规划方面提供协助，并鼓励审视案例规划中不同要素的优先级排序问题
跟踪一段时间内对救助对象的需求和服务的响应深度 (OrgCode Consulting Inc, 2015)

ROCC 和牵头机构将使用所提供的信息来帮助准确转介至社区中可提供的住房计划和其他服务。所
提供的信息将不会用于出于任何被认为的障碍而排除任何个人／家庭。这包括但不限于
• 收入过低／无收入
• 犯罪史
• 驱逐
• 信用欠佳
• 抗拒接受服务。
培训
ROCC 将使用“培训培训员模式”，向 PIT 机构的各指定负责人提供培训。
培训将包括
o 审查书面政策
o 使用评估信息时的要求
o 做出决策
o SPDAT 培训
所有培训都将面授进行，必要时可安排 ROCC 的协调录入专家。

优先次序
ROCC 中的各机构都将就其运作的各项计划确立优先级排序流程。该标准必须体现出，最脆弱、长
期和无家可归的个人或家庭将首先接受服务。这些优先级排序标准需要编入各计划的政策和程序手
册以及其协调录入手册中。
福利名单
各机构将负责维持一份按名称列出的福利名单。首选模板是 MWVCAA 福利名单。该模板允许使用为
各计划建立的优先级排序程序，为所有计划提取个人／家庭名单。一旦个人／家庭被录入福利名
单，他们就将一直留在福利名单上，直到被稳定安置为止。
转介

OR-505 BOS CoC —— 管治附录第三卷 —— 杂项规定

第 33 页，共 37 页

OR-505 BOS CoC 管治附录第三卷 —— 杂项规定
各机构都将制定一套流程，以使其住所计划和社区合作伙伴可获得转介。凡转介至 COC 或 ESG 资
助的计划，都须遵循机构的转介流程，而该流程将基于机构的优先级排序流程。转介流程将不会用
于出于任何被认为的障碍而排除任何个人／家庭。这包括但不限于
• 收入过低／无收入
• 犯罪史
• 驱逐
• 信用欠佳
• 抗拒接受服务。
所有参与转介流程并接受来自协调录入福利名单的转介的机构，均应遵守平等访问权和联邦民权
法。这包括确保遵守所有联邦、州和地方公平住房法律法规，及没有任何个人或家庭因其种族、肤
色、国籍、宗教、性别、残疾或家族身份而被分配至任何计划、社区或住所设施。
数据管理
无家可归管理信息系统
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使用被称为“服务点”的基于 Web 的无家可归管理信息系统 (HMIS) 收集
参与者信息。无家可归管理信息系统 (HMIS) 是社区范围内的软件解决方案，旨在获取有关经历无
家可归的个人和家庭的特征和服务需求的救助对象端信息。根据国会指示，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HUD) 要求全国所有关怀联盟 (COC) 在地方级实施 HMIS。HMIS 的主要目标是更好地了解本地和
全美无家可归者的范围和规模，从而更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实施先进技术，HMIS 还提供更
高效协调的服务，直接惠及服务提供商和无家可归的救助对象。
本地 HMIS 通过服务点系统（基于 Web 的救助对象信息系统）运作，该系统可对救助对象的需求
进行标准化评估，创建个性化的服务方案，并记录住所服务的使用情况。该集中式数据系统旨在满
足俄勒冈州住房和社区服务部 (OHCS)、社区资源部（CRD）及其合作伙伴的数据收集和业务处理需
求。
在服务点-HMIS 中输入数据
各牵头机构须在评估后 72 小时内让工作人员在 HMIS 中输入参与者信息。参与者信息会应参与者
的请求进行更新（如相关）。这可能包括更改无家可归者的身份、地址、电话号码和家庭结构。
按名称列出的福利名单
各牵头机构将维护 Marion 县和 Polk 县的“按名称协调录入福利名单”。评估过程中收集的信息
将用于在“按名称列出的福利名单”上创建条目。“按名称列出的福利名单”和所收集的信息将用
于适当转介给住房计划和社区合作伙伴。
评估
ROCC 地理区域内的各牵头机构将制定并管理一项参与者调查。这项调查将分发给所有参加协调录
入流程的成年人。这项调查将询问与参与者体验、质量和有效性有关的问题。每名参与者都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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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匿名调查，并被带到一个安全区域完成其调查问卷。为维护参加者的隐私，调查不会要求参加
者提供任何可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
CE TBD 的 COC 评估；社区合作伙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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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离家出走和无家可归青年计划
2017 年青年计划和策略
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
理事会批准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

1. 在联邦、州和地方的所有政治和决策层面上开展工作，首先在其 28 个县内建立协调且全面的
社区对策总体基础，然后通过包括有意的局部实施来扩大主要对策。为完成这些任务，ROCC 将：
• 就消除青年无家可归的意义达成共识，并建立适当的指标来衡量 CoC 范围内和本地的进展。
• 就消除青年无家可归所需全部资源作出预计，确定资源缺口，并建议新的投资以协助确立／校正
／调整相关资金和其他政策重点。
• 改善对有关正在经历无家可归的青年的数据的收集、共享和使用，以识别需求，规划资源分配，
并更好地模拟适当的未来思维，即有针对性的面向青年的 PIT 计数规划，协调相关数据系统。
• 就预防和消除青年无家可归的成功战略构建证据基础，以供进一步完善拟议的 ROCC 和社区响
应；建立针对农村问题的研究体系和最佳做法。

2. 在建设 ROCC 自身能力的同时，建设其当地社区的能力，以实施协调且全面的社区响应。
预防、识别和早期干预：ROCC 将推进一系列策略，以支持其社区在以下方面的能力：
• 针对处境危险的儿童、青年和家庭制定指引和通讯联系，以加强社区、增加保护因素并减少青年
无家可归的现象。
• 在家庭干预措施中推广使用循证和有希望的做法，以解决和减少家庭冲突，并确保在安全和适当
的情况下青年与家人保持联系或团聚。
• 利用收容中心、街道外展计划和公共系统，包括儿童福利、刑事司法、学校、社区计划和其他青
年服务系统，快速确定并联系处境危险的儿童，并提早干预以减少无家可归的持续时间及其影响。
协调录入 (CE) 和评估：ROCC 将推进战略，以支持其社区在救助对象和社区层面实施筛查和评估
工具的能力，确保面临无家可归风险或经历无家可归的青年能够通过最专业的无家可归援助计划以
及主流计划来满足其需求。ROCC 的 CES 目前使用的是 VI-SPDATS 的 OrgCode 套件，包括 Youth
VI-SPDAT（该使用在涉及创伤方面的工作尤其存在疑问），但 ROCC 将与南加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
的应届半毕业生 Robin Petering 及她的导师 Eric Rice（联合主持West Coast Convening）合
作，试点一种补充评估工具 Thriving Inventory (TI)，以把握无家可归服务有效性中错失的机
会。
该工具并非从“以缺失性为导向的角度”出发，而是着手确定向经历无家可归的青年提供适当、有
效服务分配的流程。YHDP 试点项目将利用现有的数据源创建具有科学根据的列项，并提供需要重
点干预的领域；TI 的评分低意味着服务的优先性。将继续跟进参与 TI 试点项目的青年，以监察
计划是否成功，以及退出无家可归后能否自力更生。
TI 有三个子域，可潜在地预测服务的有效性，降低街头风险：
▪ 与成人积极支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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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 通过社交网络访谈，引导年轻人列出过去三个月中与他们交流过的五个最重要的人。
社会能力
o 情绪调节，冲动及／或正念。
o 量表：DERS、冲动量表、15 因素正念量表。
从事自理活动
o 与同伴讨论自理
o 参加自理计划

紧急情况和危机对策：ROCC 将推进战略，增强社区提供低障碍的紧急事件和危机服务的能力，从
而减轻风险因素并增强对青年的保护因素，并通过使用短期和长期庇护所、过渡性住房、寄宿家庭
和其他适当的创新做法，努力将青年与服务及／或住房相关联。
量身定制的服务和住房解决方案：ROCC 将推进策略，支持 CoC 内和地方层面的创新和试验，以扩
大在文化和语言上适当、在发育和年龄上相称的创伤知情服务和住所选择的规模、表现及范围，以
积极影响核心成果。
目前参与 ROCC 并协助制定、签署和通过 ROCC 计划解决和消除青年无家可归计划的组织包括社区
行动、儿童福利、McKinney-Vento 联系人、教育部、当地的青少年庇护所以及州、CoC 和地方层
面的服务提供者。

OR-505 BOS CoC —— 管治附录第三卷 —— 杂项规定

第 37 页，共 37 页

第四卷 —— 理事会文件及协议
附录 K：

协作申请人及 HMIS 牵头谅解备忘录 (2)

附录 L：

现行附则 (4)

附录 M：

利益冲突 (19)

附录 N：

成员资格申请 (20)

附录 O：

每月会议议程和纪要示例 (21)

附录 P：

工作组任务日志和工作计划示例 (24)

附录 Q：

现任理事会成员名单 (25)

附录 R：

当前工作组名册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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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协作申请人及 HMIS 牵头谅解备忘录
更新版的 CA 谅解备忘录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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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L：现行附则
OR-505 BOS CoC／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 (ROCC)
附则
理事会批准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和 2018 年 6 月 26 日
当前更新：

纳入 HMIS 管治附录、计划交付及杂项规定

提呈 2019 年 1 月的 CoC 会议上审核／表决

第一条 —— 名称及宗旨
第 1.1 条

组织名称

俄勒冈州 505 余下区域关怀联盟 (OR-505 BOS CoC)，又称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 (ROCC)。
第 1.2 条

宗旨

无家可归是不可接受的。所有个人和家庭均有权在健康社区中获得安全，负担得起的住房，并有
权获得支持服务网络。本章程确定了俄勒冈州 505 余下区域关怀联盟 (OR-505 BOS CoC)（又称
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 (ROCC)）的使命、宗旨、组成、角色职责和委员会结构。ROCC 建立在协
作性、包容性的基于社区的流程之上，负责有效、高效地规划和管理 ROCC 28 个县的乡村地区
无家可归者的援助资源和服务，包括协调：外展；协调录入；参与和评估；紧急庇护所；快速安
置性；过渡性住房；固定住所；制定预防战略，以解决无家可归者或面临无家可归风险者的各种
需求。此外，ROCC 成员机构和 HUD 资助机构通过规划、教育和宣传，在协调、开发和评估针对
有住房需求的无家可归者和面临无家可归风险者的住所和服务方面给予协助。ROCC 还为关怀联
盟流程提供规划和运营支持，包括指定无家可归者管理信息系统 (HMIS) 和 HMIS 管理者（俄勒
冈州住房和社区服务部 (OHCS)。根据本附则／章程，协作申请人（Community Action
Partnership of Oregon (CAPO)）有权提交联盟申请并申请计划资金[578.9]。有关 CA 和 HMIS

MOU 的信息，请参阅管治附录第四卷（附录 K）。
第 1.3 条

使命

利用当地社区的服务和住所，将流浪接头的无住所者转移到适当的庇护所、服务和住房计划，以
使他们逐步实现自力更生和固定住所。摘自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的愿景声明 —— 2008年。
第 1.4 条
▪
▪
▪
▪

指导原则

支持当地社区以有尊重的方式增强个人和家庭的能力。
预防和减少无家可归情况。
与当地社区合作伙伴合作，保证可负担住房的选项和质量。
增强对无家可归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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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通过最佳实践来提供基于结果的服务。
继续与当地社区合作，以增强当地无家可归者的服务提供系统。
与其他州和联邦无家可归资金的收受方合作，确定进展中项目的可行性，提出新的项目／合
作建议，并在必要时建议作出修改，以提高 ROCC 在国家层面的筹资竞争力。
确保为所有本地和区域社区成员、提供者和其他方提供参与 ROCC 进展中工作的机会。
确保 ROCC 的工作符合 HUD 要求，并结合最佳实践，鼓励创新。

第二条 —— 成员资格
第 2.1 条

成员资格

向在 ROCC 所代表的俄勒冈区域内（见第 2.3 条）服务于及／或支持和照顾无家可归者的任何
人以及目前无家可归或曾经无家可归的任何人开放个人成员资格。每名成员都将按照第 2.4 条
的规定每年续新其成员资格。
组织成员资格向服务于无家可归者的任何组织开放，包括但不限于 ROCC 所代表的俄勒冈州地理
区域内的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信仰组织以及协会。所有 ROCC 受补助人都必须是成员。组织
应按照第 2.5 条的规定，每年宣布并更新其成员资格，并应指定一名有权代理该组织及代表该
组织表决的个人（非理事会成员将仅限于根据第 2.6 条进行表决）。
第 2.2 条 ROCC 的地理区域
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目前由俄勒冈州的 28 个乡村县组成，其中包括：
Baker
Benton
Clatsop
Columbia
Coos
Curry
Douglas

Gilliam
Grant
Harney
Hood
River
Josephin
e
Klamath

Lake
Lincoln
Linn
Malheur
Marion
Morrow
Polk

Sherman
Tillamoo
k
Umatilla
Union
Wallowa
Wasco
Wheeler
Yamhill

*由于 ROCC 被指定为俄勒冈州余下区域关怀
联盟，因此，凡未被其他关怀联盟涵盖的县

都有资格申请 ROCC 成员资格。
第 2.3 条

面对面会议

每年至少应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议，最好是在该年的第二季度（4 月至 6 月）。年度会议的目
的可以是选举高级人员、理事会成员、批准附则修订并处理对 ROCC 管治属必要的任何其他事
务。所有 ROCC 受补助人都必须派一名代表参加面对面会议。理事会可酌情召开其他面对面会
议。有关会议议程和会议纪要的示例，请参见管治附录第四卷（附录 O）。
第 2.4 条

成员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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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员和续期成员必须使用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一般成员申请表进行注册（附件 A）。新成员
必须在年度面对面会议前两 (2) 周内或依照另行指示将表格提交给指定的理事会成员。续期成
员必须在年度面对面会议开始之前及／或任何成员资格行动前提交其表格。有关成员资格申请，

请参见管治附录第四卷（附录 N）（亦载列于附录 L（附则））。
第 2.5 条

一般成员和当选理事会的表决权

一般成员有权批准附则、更改附则，并有权选举理事会成员。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将选举五位执行
委员会成员（请参阅第 3.4.1 条）。
如果有至少 50% 的理事会成员出席，则法定人数为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成员的简单多数。如果在
出席的理事会成员少于 50% 的会议上要求进行表决，则该表决列入另一次会议议程，也可以由
出席会议的所有理事会成员的一致表决完成。
第 2.6 条

紧急情况条款

如果出现须立即修订 ROCC 管治文件的紧急情况，则须相应地通知 ROCC 成员，并可通过理事会
的电子投票来修改附则，并以简单多数票通过。修正案将在下届年度面对面会议上得到确认。
第 2.7 条

会议

成员有权在每月的理事会会议上发表意见并参加小组委员会。寻求并鼓励最大程度的参与。

第三条 —— 理事会成员
和主要任务
第 3.1 条

理事会职责

根据 2012 年 HUD 指导文件“建立和运营关怀联盟”中的定义，关怀联盟的职责是通过理事会
指示或与其既定的协作申请人及／或 HMIS 管理员合作，遵守以下四项主要指令：
1.
运作联盟
a. 定期会议 —— 至少每半年一次
b. 邀请新成员 —— 至少每年公开邀请一次
c. 理事会选举 —— 每五年进行一次流程审查；有关理事会组成，请参见第 3.2 条
d. 其他委员会 —— 见第 3.4 条。
e. 管治章程 —— （附则）；与协作申请人和 HMIS 管理员协商完成。包括政策和程
序、行为准则、利益冲突（回避流程）。
f. 监控 —— 受补助人和次级受补助人；绩效和成果；解决绩效不佳问题（结合由评分
和排名／评估小组委员会起草的常规评估流程）。
g. 评估
h. 集中或协调评估 —— 与 ESG 拨款收受方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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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i. 书面标准 —— 与 ESG 拨款收受方协商
联盟的规划
a. 系统协调 —— 确定所有 ROCC 区域内，哪些类似方面可在系统范围内进行协调
b. 时间点计数 —— 制定流程、标准和时后评估
c. 年度差距分析 —— 每年进行一次，包括住所清单
d. 合并计划信息 —— 必须向俄勒冈州住房和社区服务部提供有关 ROCC 绩效、需求等
的信息，以供编制年度合并计划表现报告
e. ESG 磋商 —— 在规划、报告和评估 ESG 受补助人和次级受补助人的表现方面，与作
为 ROCC 成员的 ESG 收受方合作
指定和运作 HMIS —— 确保在整个 ROCC 内收集适当且所需的绩效数据，并制定适当的
政策、程序和合规性条款
准备申请 CoC 计划拨款
a. 确定拨款优先顺序 —— ROCC 必须在拨款竞争之前确定拨款的优先顺序（纳入正式的
评分和排名流程）
b. 设计、运作并遵循协作流程 —— 此“评分和排名标准”将在正式拨款竞争开始前每
年进行审核和更新
c. 指定协作申请人
d. 联合资助机构 (UFA) 身份 —— 目前不适用于 ROCC。

第 3.2 条

理事会组成

董事会将由代表下列群体的各组织 组成（从成员中选出），并包括代表各指定区域的代表一
(1) 名（曾建议过每个区域 2 名代表），每名代表均从其所在区域选出，无论选定方式为何。
各区域的替任代表不得超过 2 名。在没有区域理事会成员组织的情况下，理事会可以从该区域
招募志愿者组织来填补空缺。现任理事会名单请参阅管治附录第四卷（附录 Q）
为确保在所有 CoC 区域均实现公平代表，建议理事会组成包括来自所有七个区域的代表，但每
个区域的代表人数至少为一名，至多为四名。
注：在 HUD 建议的委员会组成中，受害者服务提供者、医院、大学（教育）和执法部门更有可
能成为当地照护系统的参与者，因此未包括在主要委员会名单中。
理事会职位
区域代表
非营利性无家可归援助提供者
社会服务提供者
拥护者
信仰组织
政府
可负担住房开发商
商界
退伍军人服务
公共住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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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1
2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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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家可归者，曾经无家可归者
成员总数
区域
区域
区域
区域

1
2
3
4

区域 5
区域 6
区域 7

2
22

Coos/Curry/Josephine/Douglas
Klamath/Lake/Harney/Malheur
Baker/Union/Wallowa/Grant
Hood River/Wasco/Sherman/Gilliam/
Wheeler/Morrow/Umatilla
Columbia/Clatsop/Tillamook
Lincoln/Benton/Linn
Marion/Polk/Yamhill

第 3.3 条

理事会成员

ROCC 理事会将从其成员组织中选出人选进入理事会执行委员会（高级人员），该委员会由一名
主席和一名副主席、一名秘书以及两名执行委员组成。理事会任期为一年，任职次数不受限制。
第 3.4 条

理事会委员会和工作组

以下委员会和工作组纳入 HEARTH 法案的 CoC 规则中定义的关怀联盟的预期持续工作和合规
性，即 CoC 应在其范围内设立规划委员会、小组委员会或工作组，以满足 CoC 地理区域内正在
经历无家可归者的需求，并为 CoC 建议及制定政策优先级。委员会可以是“常设”或“临时”
的，并可根据 ROCC 优先事项和需求而更改数目和需求承诺。有关当前工作组名单，请参阅管治

附录第四卷（附录 R）。
第 3.4.1 条 执行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由三 (3) 名理事会高级人员和两 (2) 名经选出的理事会理事组成。执行委员会与
ROCC 协调员合作，为每月例行的理事会会议设定议程，并编制对 HUD 年度合并拨款申请的叙述
性回复，以及其他持续的和特殊的 CoC 工作成果。此外，如有需要，执行委员会将在每月例会
之前或之间向 ROCC 成员提供决策和指导。
第 3.4.2 条 HMIS 数据工作组
HMIS 数据工作组包括许多相关的职能和任务，其主要目的是确保以符合联邦指引的方式使用
HMIS，并协助界定和跟踪特定的 HMIS 目标，以用于整个 CoC 内的整体策略规划和资金发展机
会。这项工作包括无家可归者年度评估报告 (AHAR)、年度时间点计数和住房清单，以及支持年
度协作拨款竞赛的数据要求。
目前，HMIS 数据工作组将 HMIS、执行人员以及（此前的）审查和排名委员会成员纳入一个更侧
重于整个 CoC 内规划的机构，该机构专门旨在开展数据分析，确定持续／即时的培训需求，进
行季度绩效审查／CoC 和 ESG 项目评估，提出建议并制定政策，以解决 CoC 广泛地理区域内正
经历无家可归者的需求。有关 HMIS 政策和标准的信息，请参阅管治附录第一卷（附录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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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每年的 CoC 拨款竞争前审查和排名流程 (R&R)，HMIS 数据工作组的成员将与其他有利益关
系的 CoC 成员共同组成 R&R 工作组，目的是客观评估绩效并对续新和新／补助的预申请进行评
分，以确定 CoC 正式的优先级清单，以供提交拨款竞争。通过回避和不参加与其各自“家乡”
区域相关的任何预申请的审查／评估及评分，R&R 工作组的所有成员将不会产生利益冲突。
CoC 的审查和排名流程和材料将每年接受审核，并由 HMIS 数据工作组根据 HUD 公布的 NOFA
进行更新，且还将纳入根据上一年的监察、评估和年度拨款续新经验得出的特定表现预期。请参

阅管治附录第三卷（附录 H —— CoC 的完整 R&R 流程和空白文档）。
第 3.4.3 条 协调录入工作组
协调录入工作组将继续制定 CoC 的协调录入政策，同时实施基本标准和 HMIS 录入预期（5 月
1 日） 该工作组将由 CoC 的 CE 计划人员的 SSO 领导。目标包括通过与当地合作伙伴的合作
来扩大协调录入的实施，并在整个过程中加深对 HMIS 的了解。有关 CoC 的协调录入政策，请

参见管治附录第三卷（附录 I）。
第 3.4.4 条 退伍军人服务工作组
退伍军人服务工作组由六 (6) 个 VA SSVF 资助的受补助方（3 个 CoC，2 个州）组成，在 BOS
CoC 的 28 个县内运作。该委员会的目的是制定有关退伍军人工作的 CoC 政策，包括分享最佳
实践、经验、挑战，以及在通过提高更宽泛的 SSVF 受补助人以及 VA 合作伙伴的参与和融入而
在消除退伍军人无家可归方面取得的成功进展。有意采取的措施包括让无家可归退伍军人工作人
员、退伍军人服务人员和区域协调员参与医疗保健工作，以确保今后就退伍军人所特有的问题开
展更多全局对话。针对退伍军人数据的分析、对主列表的讨论，以及识别和开发相关方案以解决
与消除 CoC 整体内（特别是个别县／地区）的退伍军人无家可归问题特定相关的其他事项和疑
虑，将继续被列为积极的议程项目。
该工作组的工作还将超越 HMIS 数据和协调录入工作组。
第 3.4.5 条 离家出走和无家可归青年 (RHY) 工作组
RHY 工作组专注于就 HMIS 的参与和理解，以及持续的 CoC 内部与特定人群的战略规划和资金
筹集积极接触在 CoC 地区内运作的 RHY 提供者（获联邦、州、当地资助）。本工作组的一项目
标是最终在 RHY 工作组以及整体 CoC 经验中建立一个积极参与的青年咨询委员会。请参见管治

附录第三卷（附录 J） CoC 应对无家可归青年的计划。
第 3.4.6 条 生活体验工作组
生活体验工作组将每季度与 CoC 理事会以及有利益关系的成员会面，并专注于通过讲述当下或
以往无家可归人员的生活体验，致力于以及努力在 CoC 内部增进对 CoC 战略规划流程的积极认
识、想法以及对民众的关心。
第 3.5 条

理事会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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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当选的理事会成员都要积极参与 ROCC 理事会下的一个或多个委员会，而执委会成员须担任
此类委员会的主席。
第 3.6 条

理事会成员职位描述

具体的理事会成员责任包括：
▪ 在 ROCC 理事会主席以及 ROCC 协调员制定与实施 ROCC 战略计划时担任其顾问
▪ 审核用于评估 ROCC 影响的结果和指标，并使用这些指标定期衡量其表现和效果
▪ 协助 ROCC 理事会主席以及 ROCC 协调员物色及招募其他理事会成员
▪ 任职于委员会或工作组，以及承担特殊任务
▪ 在与当地社区、合作伙伴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互动中代表 ROCC；作为组织的大使
▪ 确保反映 ROCC 所服务社区的 ROCC 理事会多样性的承诺
第 3.7 条

理事会会议

理事会一般每月开会一次（第 4 个周三上午 9:00 到 11:00，除非另有适当通知予以重新安
排），一般成员须随同出席，不过理事会也可选择在不同的时间单独开会，以完成特定工作以及
确保联盟有效运作。

第四条 —— 年度资助竞争
第 4.1 条

项目申请的年度审查与排名

作为 CoC 季度评估与表现监督计划的一部分，HMIS 数据工作组成员（见第 3.4.2 条）将审查
与更新为所有项目申请评分的标准。本工作组由 ROCC 成员及／或 ROCC 地区内有利益关系的社
区成员（他们不会对各自地区内的申请进行审查、评分或排名）组成，其还将对照既定标准完成
对所有资助申请的年度审查，以及完成制定 CoC 优先名单以及 NOFA 中界定的资助级别。理事
会有机会对审查与排名流程进行审查，但除非发现有明显错误，否则无法更改作出的决定。
申请的截止时间取决于 NOFA 中的每次竞争。所有项目发起人都要在向 ROCC 顾问／协调员提交
的一套电子文件中提交适当的申请材料以及必要的文件。获得资助的申请人需要加入 ROCC。请

参阅管治附录第三卷（附录 H —— CoC 的完整 R&R 流程和空白文档）。

第五条 —— 附则
第 5.1 条

对附则的更改

ROCC 附则将每年经过审查以确保完整性和准确性。若需要进行更改，执委会将编制建议调整的
草案并在举行附则表决会议的大约 2 周前提交 ROCC 理事会讨论和表决。
第 5.2 条

附则的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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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至少 50% 的理事会成员出席，则法定人数为出席会议的表决成员的简单多数。

第六条 —— 管治
第 6.1 条

协作申请人

Community Action Partnership of Oregon (CAPO) 目前是 CoC 的协作申请人 (CA)。CA 是代
表 ROCC 申请计划资助以及提交年度合并资助申请的法律实体。此外，CA 还配合 ROCC 执委会
招聘 ROCC 协调员（独立承包商），为其制定工作范围以及对其进行监督。CAPO 就 CoC 相关费
用的财务付款担任 ROCC 的财务代理并获支付一笔费用，以及直接与社区服务协会 (CSC) 合作
来完成前述必要的活动。
CA 配合 ROCC 理事会和执委会，负责下列具体责任：
A. 配合 ROCC 招聘独立承包商担任 ROCC 协调员
B. 设计、实施以及遵循有关制定申请的协作流程，并批准作为对 HUD 所发布 NOFA 的回应而
进行的申请提交
C. 确定地区内资助项目的优先顺序
D. 从已经获得适当资助评分及排名的地区内所有项目中收集与整理必要的所申请信息
E. 申请 CoC 计划拨款以及其他相关资助机会
F. 管理 ROCC 营运资金；编制定期月度、季度以及年终财务状态报告，以及编制对资金运用
、战略规划等属必要的其他财务报告。
G. 向 ROCC EC 定期提供有关表现和工作范围的最新消息。
H. 对 ROCC 协调员活动进行下列监督：
a) 提供合约管理支持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b) 管理和支持 ROCC 与相关项目工作，包括会议准备与促成
c) 监督 HUD 年度资助竞争的流程与完成
d) 为 ROCC 理事会及委员会提供支持服务
e) 确保 ROCC 遵守《无家可归者紧急援助与快速安置住房法案》以及 CoC 规则
f) 确保 CAPO 执行理事以及董事会批准任何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6.2

CoC

ROCC 由理事会管治，而理事会由五人成员的执委会领导。根据 《无家可归者紧急援助与快速安
置住房法案》以及 CoC 规则，理事会确保顺利履行四项主要关怀联盟责任中的三项：1) CoC 的
营运，包括会议、管治、设定绩效指标、受信人监督以及监控；2) 指定无家可归管理信息系统
(HMIS) 的方案与领导组织；及 3) CoC 规划，包括 PIT、缺口分析，与 ESG 收受方和项目磋商
以及对其监督。
ROCC 理事会及执委会承担所有下列常规与持续的责任，包括监督 ROCC 资金、对年度合并资助
申请给予最终批准，以及与 CA 共同监督 ROCC 协调员的如下活动：
A.

相关项目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会议准备与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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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E.

代表 ROCC 及其成员编制拨款文书
组织与管理理事会和委员会的架构／工作
确保 ROCC 遵守《无家可归者紧急援助与快速安置住房法案》以及 CoC 规则
完成 ROCC 执委会及／或 CA 分配的其他职责

6.2

HMIS

俄勒冈州住房和社区服务部 (OHCS) 是管理 HMIS ROCC 数据录入与许可的 ROCC 指定 HMIS 牵
头机构。OHCS 与波特兰市以及波特兰房屋局（“PHB”）订立政府间协议，就 OHCS 使用能让其
向 ROCC 提供 HMIS 牵头机构服务的整合救助对象数据库采购 ServicePoint 许可。作为 HMIS
的所有人及营运者，波特兰房屋局是 HMIS 的主要系统管理员以及数据托管人。OHCS 将代表
ROCC 作为 PHB 的主要联系人。OHCS 的具体职责包括：
• 根据年度 CoC 资助竞争 NOFA 中的指示，编制并在 e-snaps 中提交 HMIS 续新项目申请
（在最终提交前须经过 HMIS 委员会以及 ROCC 协调员审查，以及取得 ROCC 执委会批
准）；
• 编制用于确定对实施 HMIS 牵头机构要求所需资源分配（包括 HUD 要求的 25% 的匹配率）
的年度预算（在最终提交前须经过 HMIS 委员会以及 ROCC 协调员审查，以及取得 ROCC 执
委会批准）；
• 管理 HMIS 牵头机构活动开支、文件记录以及提款流程符合拨款协议以及经批准的项目申请
与预算；
• 根据 PHB 要求处理用户许可分配、再分配以及终止；
• 为所有 ROCC 隶属用户提供必要的技术与问题解决协助；
• 制定并提供针对 ROCC HMIS 用户需求的培训课程与工具，以便在提供及时与准确数据方面帮
助用户；
• 以符合 HUD 规定报告 HIC、PITC、AHAR与 APR 的格式，根据需要编制及提供承包商录入数
据的汇总摘要，供 ROCC 协调员和 HMIS 委员会审查并向 HUD 提交。若数据需要调整，OHCS
将与 HUD TA 提供者以及 HMIS 委员会合作，在 ROCC 协调员向 HUD 最终提交报告前确定数
据；
• 出席并参与 ROCC HMIS 委员会会议（如可行），但至少每季度一次；
• 在提出要求以及 OHCS （非 HMIS）内部有可用人手的情况下，就政策与系统开发协助 ROCC
协调员以及 HMIS 委员会进行数据分析和利用；
• 回应 ROCC 执委会及／或 ROCC 协调人的问题、指示和疑虑；
• 与全州 HMIS 牵头机构合作确保数据收集系统的完整性与可用性；及
• 保持对计划要素与数据使用的了解，以确保收集最有效和准确的数据。

有关 CA 和 HMIS MOU 的信息，请参阅管治附录第四卷（附录 K）。

第七条 —— 其他
第 7.1 条

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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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09 年《无家可归者紧急援助与快速安置住房法案》及其实施规则，协作申请人以及关怀
联盟 (CoC) 理事会须遵守 HUD 利益冲突要求。1
HUD 禁止 CoC 理事会成员以及协作申请人的理事会成员“参与或影响有关向该成员所代表的组
织给予拨款或其他经济利益的讨论或结果决定。”2
由于其专门涉及到有关年度资助竞争以及确定评分与排名审查委员会构成的 ROCC 流程，成员将
由当地社区成员（对申请续新的任何当前受补助人没有经济利益的个人及／或组织社区成员）以
及当前理事会及执委会成员组成。理事会成员不得就其工作地区内存在或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项
目表决。本要求还适用于出现补助（新）项目的机会。

请参见管治附录第四卷（附录 M）查看 ROCC 的正式利益冲突政策文件。
第 7.2 条： 行为守则
第 7.2.1 条：
ROCC 力求以公平地方式履行正式职责，禁止存在利益冲突的活动。若知悉情况背景的理智人士
可能合法质疑某人的公正性，则 ROCC 成员、其理事会及／或高级人员不得就某一事宜行事。类
似的，ROCC 成员、其理事会及／或高级人员不得利用其在 ROCC 中的职位为个人或其家人朋友
谋求利益。
第 7.2.2 条：
高级人员及雇员须诚实地履行其职责。
第 7.2.3 条：
未执行理事会的事先批准，高级人员及雇员不得故意作出据称对 ROCC 有约束力的任何类型的未
经授权承诺或许诺。
第 7.2.4 条：
高级人员及雇员须向执行理事会立即披露浪费、欺诈、滥用以及腐败。
第 7.2.5 条：
高级人员及雇员须遵守不论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国籍、年龄或残疾而向所有美国人提供均
等机会的一切法律法规。
违反本守则的任何部分将会被处以纪律处分，包括取消资助及／或立即解雇（若为受薪 ROCC 工
作人员）。
1
2

24 C.F.R. 578.5(b)
42 USC § 11360a (h), 24 C.F.R. 578.9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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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3 条

1% 的受补助人费用

根据在 2014 年 6 月 24 日到 25 日的年度会议上由 ROCC 理事会表决的一致决定以及在 2014
年 7 月 23日例行月度会议上的确认，将向当前属于经常性年度活动并不再需要年度理事会批准
表决的所有 CoC 资助项目收取 1% 的受补助人费用。产生的资金（除其他合资格用途外）将用
于支持 ROCC 协调员的职位（如需要）以及营运 ROCC 的技术需要（视频会议、网络会议、会
议）以及资助匹配。ROCC 执委会将与 ROCC 协调员合作编制年度预算（包括向 CoC 提供的所有
资助）。
若组织无力承担全部的 1% 费用，可联系 ROCC 及协作申请人，其将在提交 ROCC 理事会全体表
决以及可能决定延长截止时间及／或申请费用豁免之前审查豁免申请材料。申请费用豁免需要证
明组织无力支付费用（通过公布组织以及特定拨款预算证明经济需求）。

7.3

计划实施

与 ESG 合作伙伴共同制定的项目实施标准（即快速安置性住房、支持性固定住房以及优先顺
序）将纳入到 CoC 管治附录第二卷附录 F ——快速安置性住房以及附录 G —— 支持性固定
住房当中。

授权及签名
本附则修订已提交并由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成员讨论，并于
在俄勒冈州马里昂县（ROCC 会议地点）举行的会议上获采纳。

姓名／主席

日期

姓名／副主席

日期

姓名／秘书

日期

姓名／成员

日期

姓名／成员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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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OR-505 BOS CoC／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 (ROCC)
2019 年会员申请
会员类型： 个人 _____ 非受补助人组织 _______ 受补助人组织
地区：
_____第
_____第
_____第
_____第
_____第
_____第
_____第

1
2
3
4
5
6
7

区：库斯县、寇里县、约瑟芬县和道格拉斯县
区：克拉马斯县、莱克县、哈尼县和马卢尔县
区：贝克县、尤宁县、瓦洛瓦县和格兰特县
区：胡德里弗县、沃斯科县、谢尔曼县、吉列姆县、惠勒县、莫罗县和尤马蒂拉县
区：哥伦比亚县、克拉特索普县和提拉木克县
区：林肯县、本顿县和林县
区：马里昂县、波尔克县和扬希尔县

请勾选下列其中一项：
_____ 无家可归或之前无家可归
_____ 社区成员或提供者：
直接服务，即住房、支持性服务
倡议，即政治、个人对个人
出资人，即小规模捐赠人、企业成员、基金
房东／潜在房东
个人或组织的姓名或名称：
地址：
电话：

电子邮件：

联系人（若为组织）：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勾选下列其中一项：
_____ 非营利性
_____ 营利性
_____ 政府
_____ 其他：请列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是否有兴趣加入理事会或工作组？

_____理事会
_____协调录入工作组：监督 CE 实施；政策建议
_____HMIS 数据工作组：数据分析／表现／评估／战略规划
_____退伍军人服务工作组：支持消除退伍军人无家可归的状态；按姓名列出的名单，住房
_____救助离家出走及无家可归青年 (RHY) 计划工作组：支持 RHY 工作；联系合作伙伴
_____生活体验工作组：倡议；为战略规划而收集／分享信息
OR-505 BOS CoC 管治附录第四卷 — 理事会文件及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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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参加 CoC 理事会成员的选举，必须最晚在年度面对面会议的 1 周前将一般成员申请表格提交给顾
问／协调员 Jo Zimmer，方式为通过电子邮件：jozimmer@comcast.net 或普通邮件：P.O. Box 2239,
Albany, Oregon 9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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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OR-505 BOS CoC／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 (ROCC)
理事会及工作组成员
利益冲突声明

HUD 禁止 CoC 理事会成员以及协作申请人的理事会成员“参与或影响有关向该成员所代表的
组织给予拨款或其他经济利益的讨论或结果决定。”
本人同意向理事会主席及协调员从速报告在本人作为理事会成员或委员会成员而代表 ROCC
的工作中产生的任何潜在利益冲突（下文所述者除外）。
本人并不知悉任何利益冲突
本人在下列方面存在利益冲突：

签署：

日期：

机构：

附录 M：利益冲突
OR-505 BOS CoC／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 (ROCC)
理事会及工作组成员
利益冲突声明

HUD 禁止 CoC 理事会成员以及协作申请人的理事会成员“参与或影响有关向该成员所代表的
组织给予拨款或其他经济利益的讨论或结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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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同意向理事会主席及协调员从速报告在本人作为理事会成员或委员会成员而代表 ROCC
的工作中产生的任何潜在利益冲突（下文所述者除外）。
本人并不知悉任何利益冲突
本人在下列方面存在利益冲突：

签署：

日期：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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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N：成员资格申请
OR-505 BOS CoC／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 (ROCC)
2018 年成员资格申请
会员类型： 个人 _____ 非受补助人组织 _______ 受补助人组织
地区：
_____第
_____第
_____第
_____第
_____第
_____第
_____第

1
2
3
4
5
6
7

区：库斯县、寇里县、约瑟芬县和道格拉斯县
区：克拉马斯县、莱克县、哈尼县和马卢尔县
区：贝克县、尤宁县、瓦洛瓦县和格兰特县
区：胡德里弗县、沃斯科县、谢尔曼县、吉列姆县、惠勒县、莫罗县和尤马蒂拉县
区：哥伦比亚县、克拉特索普县和提拉木克县
区：林肯县、本顿县和林县
区：马里昂县、波尔克县和扬希尔县

请勾选下列其中一项：
_____ 无家可归或之前无家可归
_____ 社区成员或提供者：
直接服务，即住房、支持性服务
倡议，即政治、个人对个人
出资人，即小规模捐赠人、企业成员、基金
房东／潜在房东
个人或组织的姓名或名称：
地址：
电话：

电子邮件：

联系人（若为组织）：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勾选下列其中一项：
_____ 非营利性
_____ 营利性
_____ 政府
_____ 其他：请列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是否有兴趣加入理事会或工作组？

_____理事会
_____协调录入工作组：监督 CE 实施；政策建议
_____HMIS 数据工作组：数据分析／表现／评估／战略规划
_____退伍军人服务工作组：支持消除退伍军人无家可归的状态；按姓名列出的名单，住房
_____救助离家出走及无家可归青年 (RHY) 计划工作组：支持 RHY 工作；联系合作伙伴
OR-505 BOS CoC 管治附录第四卷 — 理事会文件及协议

第 19 页，共 26 页

OR-505 BOS CoC 管治附录第四卷 — 理事会文件及协议
_____生活体验工作组：倡议；为战略规划而收集／分享信息
如要参加 CoC 理事会成员的选举，必须最晚在年度面对面会议的 1 周前将一般成员申请表格提交给顾
问／协调员 Jo Zimmer，方式为通过电子邮件：jozimmer@comcast.net 或普通邮件：
P.O. Box 2239, Albany, Oregon 97321。

附录 O：每月会议议程和纪要示例
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
会议通知
2018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三）
上午 9:00 – 上午 11:00。
***缩放视频***

***物理位置***

https://zoom.us/j/147720955
电话：1 646 558 8656 或 1 408 638 0968
会议 ID：147 720 955

待定

有关包括成员资格申请在内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议程
议题
欢迎辞
▪ 介绍、点名、议程审查和增补
▪ 审查、更正和批准先前的会议记录*
▪ 协作申请人讨论 – 更新

牵头人
Robin Winkle，全体
Justina Fyfe

▪

时间点调查表和培训

Justina Fyfe

▪

LSA – 前 AHAR –更新

Rena Croucher

▪

数据会议信息共享

Maggie Sackrider

▪ 工作组更新：
➢
HMIS 数据工作组；HMIS 巡回路演
o 协调录入工作组
o 退伍军人服务工作组
o RHY 工作组
o 生活体验工作组；无报告事项

OR-505 BOS CoC 管治附录第四卷 — 理事会文件及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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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zy Aguirre
Jo Zimmer
Tricia Ratliff, Ann
Craig
Jo Zi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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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协助，其他
▪ HMIS NOFA；HMIS 用户／报告调查
▪ Home Together – 联邦预防和消除无家可归的战略计划：

Jo Zimmer

https://www.usich.gov/home-together/

公众意见，公告
总结和休会
▪ 下一次 CoC 会议：12 月 19 日；1 月 23 日；地点待定
▪ HMIS 工作组：12 月 6 日 9:00 - 12:00，地点待定
* 星号项目表示可能需要进行投票的行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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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Justina Fy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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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冈州乡村关怀联盟会议纪要
2018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三）
1. 欢迎辞和点名 — 请确保检查“会议出席者”名单的准确性。
2. 2018 年 8 月 29日 的会议记录尚未发送，将在 2018 年 11 月 28 日的会议上发出以待批准。
3. 2018 年拨款竞争
a. 全部在规定日期之前提交。
b. 据悉 2019 年拨款竞争可能在 2 月或 3 月举行。
4. 协作申请
a. 在过去几年中存在一些问题。与 CAPO 合作以制定流程和问责制。
b. Justina 提醒每个人，在有关应用程序的时间方面，获取所有信息非常重要。
c. 讨论了与 CAPO 有关的特别关注。执行小组与 CAPO 并未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进行合
作。执行委员会现正与 CAPO 合作，以确保所有人都负有责任，并能够按照明确的合作指
导方针向前推进。
5. AHAR 已更改为 LSA，并将于 10 月 31 日发布。相比 AHAR 当前收集的信息，LSA 将收集额外
信息。为确保尽可能清理数据，是时候审查 AHAR 报告了。首个截止日期是 11 月 9 日。
a. 请调出您的 AHAR 报告进行审查，以确保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所有清理工作。如果您对哪
些报告需要清理存有疑问，请联系 Rena。

6. 工作组更新
a. HMIS 数据工作组：
i. Justina 审查了 PIT 表格更新。已作出更改，以反映数据输入的方式。
ii. 将为 ORCA 和名单中若干其他方安排 HMIS 巡回路演。将于 12 月进行。
iii. HMIS 工作组会议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上午9:00 –下午2:00 举行。
b. 协调录入工作组：已亲自会见机构，讨论协调录入事项。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Breezy。下一次会议时间为 10 月 25 日（星期四）下午 1:00。如果您想出席，Breezy
将向您发送链接。
c. 退伍军人服务工作组：正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尚无主席 – 已与 MWVCAA 联络到潜在的领
导小组。明年将开展许多工作。如果您想加入该工作组，请联系 Justina。
d. RHY 工作组：参与青年无家可归者的协调录入小组 在此之初– Marion、Polk、
Benton、Linn 和 Lincoln参与了此过程。对 SPDAT 进行更改，以使其适用于青年。
e. 生活体验工作组：不确定此工作组的状态。Justina 将进行调查。
7. Maggie 表示，数据会议非常有价值。Maggie 将在下次会议上做一个简短的演讲。
8. 下一次 CoC 会议：2018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9:00 –上午 11:00，地点待定。12 月会议推至
2018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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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于上午 9:34 休会
会议记录人：
Robin Winkle，Shangri-La 无家可归服务处主任
ROCC 执行理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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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P：工作组任务日志和工作计划示例
XXX 工作组：待决事项和已分配任务
日期：XX-XX-XXXX
CoC 战略目标：

XXX 委员会章程：

成员：XXX；主席：XXX
日期

事项或任务

OR-505 BOS CoC 管治附录第四卷 — 理事会文件及协议

负责人／负责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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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个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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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Q：现任理事会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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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R：当前工作组名册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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