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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特诺玛县/波特兰市 

冠状病毒疾病 (COVID-19)暂停驱逐令| 
常问问题 ( FAQ ) 
在欠租金和在建立六个月还款宽限期的基础上 , 暂停对摩特诺玛县和波特兰市的住宅房客发驱逐令。在此页可

查看常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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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行政命令 20-13? 
州长的行政命令 20-13 是针对 COVID-19 大流行对有些驱逐令和被终止的出租及租赁合约而采取的临时暂停

令。在暂停令期间,俄勒冈州禁止住宅物业的房东由于欠租金、滞纳金、公用事业费或任何其他服务收费或费

用,采取任何司法或其他行动,根据 ORS 90.392(2)(a) 或 (c), 90.394, 或 90.630(1)(d) 或 (10),或无故的终止,根据 ORS 

90.427。 

该命令并没有解除租户支付租金、公用事业费或任何其他服务收费或费用的义务,但在此期间因欠款而产生的

滞纳金或罚款在暂停令期间是指定可免除的。 

 

在此暂停令期间, 住宅或非住宅租户如无法根据出租或租赁合约按时支付全额租金的,应合理的尽快通知房东;

并应在租户有经济能力的范围内支付部分租金。 

此命令于 2020 年 4 月 1 日签署,有效期为 90 天,除非州长延长或提前终止。 

在此查看行政命令。  

 

什么是摩特诺玛县条例 1284? 
2020 年 3 月 11 日,摩特诺玛县主席签署了第 388 条行政法则,宣布全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处理 COVID-19 疾病的

持续蔓延、人命伤亡、极高度的公共健康风险以及在该地区的重大经济影响。这包括暂停驱逐令和租户可跟从

的程序,使其有资格在紧急状态下延迟租金。 

 

随着情况的变化,摩特诺玛县暂停了该程序,并颁布了 1284 条例“暂停驱逐令六个月还款宽限期”,使波特兰

和摩特诺玛县的保护措施与州长的全州性住宅暂停驱逐令保持一致。 

在此查看摩特诺玛县条例。 

查看摩特诺玛县暂停驱逐令指南 及 FAQ (也翻译成 西班牙语), 以及在其咨讯页面的其他县的资源: 

 

摩特诺玛县 COVID-19 暂停驱逐令 

 

什么是波特兰市条例 189890? 
与市长先前发布的第 1 条行政命令一致,该法令明确规定,摩特诺玛县制定的还款宽限期将扩大到波特兰法定

范围内的所有租赁物业,也包括所有在华盛顿县和克拉克马斯县的。 

条例 189890 (3.53 Mb) 

 

暂停驱逐令为期多久? 
这些临时措施会在宣布紧急状态和执行 20-13 行政命令期间保持有效。州长的行政命令已于 2020 年 4 月 1 日

签署,并且将在接下来的 90 天内生效,除非延长或取消。随着情况的变化,波特兰住房局将尽快更新其网站。 

 

https://www.oregon.gov/gov/admin/Pages/eo_20-13.aspx
https://multco.us/file/87805/download
https://multco.us/file/87804/download
https://multco.us/file/86788/download
https://multco.us/file/86976/download
https://multco.us/chair-kafoury/covid-19-eviction-moratorium-information
https://beta.portland.gov/sites/default/files/2020-03/ordinance-18989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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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情况下可延迟交租金? 
租户需要尽快通知房东。在 20-13 行政命令生效期间内累积的所有租金均符合资格。 
 

为了在紧急状态解除后有资格获得六个月的还款宽限期, 住宅租赁物业必须在波特兰市或摩特诺玛县的法定范围

内。验证管辖信息可到 PortlandMaps.com 搜索。 

 

我是租户并且无法支付租金,我该怎么办? 
为了确认是否有暂停令的资格,受影响的租户必须尽快通知房东。 

 

由于 COVID-19 要求延迟租金的租户需要哪类证明文件? 
从前,波特兰和摩特诺玛县的租户必须向房东提供证明文件。从 2020 年 4 月 16 日起,根据 1284 条例,波特兰

市和摩特诺玛县已遵从州行政命令 20-13,该命令不需要证明文件。 

 

在这段时间内可以免租吗? 
暂停驱逐令并没有免除租户对欠租金的责任,但是,房东不得在 20-13 行政命令有效期间因欠租金而进行驱逐或

或在六个月还款宽限期内因累积的逾期租金而进行驱逐。 

 

公用事业是否也包括,可延期? 
如果租户直接向房东 (非直接向第三方提供商) 支付任何其他费用、服务或公用事业费用,则他们有资格在此暂停令下

进行延期。延期和付款时间表与租金相同。 

如果租户直接向第三方提供商支付费用、服务或公用事业费用,并且由于与 COVID-19 相关的大笔收入损失而无法支付

这些费用,我们建议您直接与这些服务提供商联系,讨论您的选择方案并查看以下信息。 

 

暂停令是否可以保护居民免受因欠款而导致的公用事业服务中断?  
暂停令不会直接保护居民免受因欠款而导致的公用事业服务中断。但是,波特兰市水务局表示,在紧急情况宣布期间,

不会因欠付下水道、雨水及水费而中断供水服务。同样,太平洋电力公司,波特兰通用电气公司 (PGE) 和西北自然气公

司也暂时不会因欠款而中断服务,并将在不收取滞纳金的情况下继续其服务。 

 

租户何时需要支付逾期租金或其他费用? 
租户必须在紧急情况结束后的 6 个月内付款。它将从州长的 20-13 行政命令失效之后的第一天开始,或是县级的任何

强制性的住宅暂停驱逐令都不再生效,以较晚的日期为准。 

房东不可以在驱逐过程中追讨由于此暂停令而延期的租金、费用、公用事业或服务费。 

 

 

 

http://www.portlandma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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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收取逾期租金的滞纳金费用吗? 
在行政命令 20-13 有效期间,不得收取延期租金的滞纳金,不管是在行政命令有效期间或随后的六个月还款宽限期内。 

 

是否需要租户签署还款计划条款或开期票? 
县的暂停令或 20-13 行政命令并没有要求租户签署还款计划条款或开期票,而得到保护以防止由于此时的欠租金而被

驱逐。但租户必须合理地尽快通知房东。 

租户必须在紧急情况完结后的 6 个月内支付延期的租金、费用、服务或公用事业费。 

 

暂停令一旦解除了并开始六个月的宽限期还款,租客和屋主是否会获

得经济援助? 
市政府和摩特诺玛县正在评估所有可选择的方案,以便在解除暂停令后和开始支付延期租金的六个月期间,向租客和屋

主提供援助。但是,首先,我们要立刻采取这些措施,使人们在这次疫情中可安居,并限制疾病的传播。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HUD) 已通过法案为期 60 天暂停对有 FHA 承保按揭的单户住宅进行取消赎回权及驱逐令。如

果您的物业有 FHA 承保按揭,请与您的贷款公司联系以取得更多信息。 

 

联邦住房金融局 (FHFA) 已指示房利美 (Fannie Mae) 和房地美 (Freddie Mac) 将取消赎回权及驱逐令暂停至少 60 天。

多户借款人可能还有其他选择。请与您的贷款公司联系以商讨您可选择的方案。 

 
联邦救灾法案, CARES 法案, 包括为期 120 天的暂停驱逐令、滞纳金和其他处罚措施。这项暂停措施适用于所有受联邦

承保的物业。重要的是要了解此规定的细节。 

 

我们鼓励所有因 COVID-19 而经历财务困难的房东和屋主致电他们的贷款公司。在这次危机中,私人金融机构可能有他

们自己一套的舒缓计划。 

 

对没有从租户那里收取租金的房东,是否可以得到经济缓助或支持?  
我们明白,房东要依靠房客的租金来支付按揭、物业税和物业维修费用。市政府和摩特诺玛县正在评估在暂停令期间和

之后向房东提供援助的所有方案。  

请注意,波特兰市和摩特诺玛县已把 2019 年企业要支付的所得税延期, 包括住宅租赁计划费用。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HUD) 已通过法案为期 60 天暂停对有 FHA 承保按揭的单户住宅进行取消赎回权及驱逐令。如

果您的物业有 FHA 承保按揭,请与您的贷款公司联系以取得更多信息。 

联邦住房金融局 (FHFA) 已指示房利美 (Fannie Mae) 和房地美 (Freddie Mac) 将取消赎回权及驱逐令暂停至少 60 天。

多户借款人可能还有其他选择。请与您的贷款公司联系以商讨您可选择的方案。 

 

联邦救灾法案, CARES 法案, 包括为期 120 天的暂停驱逐令、滞纳金和其他处罚措施。这项暂停措施适用于所有受联邦

承保的物业。重要的是要了解此规定的细节。 

我们鼓励所有因 COVID-19 而经历财务困难的房东和房主致电他们的贷款公司。在这次危机中,私人金融机构可能有他

们自己一套的舒缓计划。 

https://www.fhfa.gov/Media/PublicAffairs/Pages/FHFA-Moves-to-Provide-Eviction-Suspension-Relief-for-Renters-in-Multifamily-Properties.aspx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3548/all-actions?overview=closed&KWICView=false
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revenue/article/757214
https://www.fhfa.gov/Media/PublicAffairs/Pages/FHFA-Moves-to-Provide-Eviction-Suspension-Relief-for-Renters-in-Multifamily-Properties.aspx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3548/all-actions?overview=closed&KWICView=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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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的原因如非欠租金,该怎么办? 
根据 摩特诺玛县巡回法院, 所有房东-房客的听证和审讯将至少推迟到 6 月 1 日。  

行政命令 20-13 适用于有关欠租金的终止或无故的终止,根据 ORS 90.427。摩特诺玛县和波特兰市的行动建立了六个月

的还款宽限期。此暂停令不适用 于任何其他合法的驱逐。 

对于不是基于租户原因的终止,请参阅下一个问题。  

 

无故终止或有合理房东原因而终止的该怎么办? 
行政命令 20-13,俄勒冈州禁止住宅物业的房东由于欠租金、滞纳金、公用事业费或任何其他服务费或费用的原因而采

取任何司法或其他行动,根据 ORS 90.392(2)(a) 或 (c), 90.394, 或 90.630(1)(d) 或 (10), 或无故终止,根据 ORS 90.427。在

此处查看行政命令,如果对您的具体情况有任何疑问,请联系专业法律人士。此命令有效期为 90 天,从 2020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如果已经发出令状,该怎么办? 
一旦证明执行令状将导致有人会失去居所,在紧急状态下,根据 20-11 行政命令,将不执行令状或为欠租金或按揭而采

取住宅驱逐行动。 

 

取消赎回权的驱逐是否会受到影响? 
是。除了暂停令和行政命令,摩特诺玛县警长办公室还承诺,在紧急状态下,如果将导致有人会失去居所,则不会执行目

前预定的法令。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HUD) 已通过法案为期 60 天 暂停对有 FHA 承保按揭的单户住宅进行取消赎回权及驱逐令。如

果您的物业有 FHA 承保按揭,请与您的贷款公司联系以取得更多信息。 

联邦住房金融局 (FHFA) 已指示房利美 (Fannie Mae) 和房地美 (Freddie Mac) 将取消赎回权及驱逐令暂停至少 60 天。

多户借款人可能还有其他选择。请与您的贷款公司联系以商讨您可选择的方案。 

 

我们鼓励所有因 COVID-19 而经历财务困难的业主致电他们的贷款公司。在这次危机中,私人金融机构可能有他们自己

一套的舒缓计划。 

 

如果房东不遵守,该怎么办? 
发现违反州长 20-13 行政命令的任何人都将会根据 ORS 401.990 受到处罚,其中可能包括 C 级轻罪。 

如房东不遵守摩特诺玛县条例 1284 规定的六个月还款宽限期,将要付出适当的禁令援助,并有可能要向租户承担最高

为三倍的月租以及实际的损失、合理的律师费及费用。 

暂停令并不会干预房东对租户或非租户的第三者对房东的物業造成损害而提出诉讼的权利。暂停令对追讨损失并没有

限制的意图。 

https://www.oregon.gov/gov/admin/Pages/eo_20-13.aspx
https://www.oregon.gov/gov/admin/Pages/eo_20-13.aspx
https://www.fhfa.gov/Media/PublicAffairs/Pages/FHFA-Moves-to-Provide-Eviction-Suspension-Relief-for-Renters-in-Multifamily-Properties.aspx
https://www.oregonlegislature.gov/bills_laws/ors/ors40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