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与 ACCESS HRA 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适用于网站和 
移动应用程序。 

一手掌握，轻松连线 HRA！ 

#HereForYou

记住：

Depart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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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最新的 ACCESS HRA 应用程序， 
这是申请 SNAP 的唯一应用程序。 

需要钱 
购买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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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亲自跑一趟！ 
在线申请 SNAP 或管理您的个案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

❱ 在线申请并重新认证 SNAP 福利。

❱ 在线填写您的 SNAP 定期报告。

❱ 在线更改或关闭您的 SNAP 个案。

❱ 用您的手机拍摄要求的文件，并为您的 SNAP 个案上传照片。

❱ 利用 ACCESS HRA 应用程序提交在线 SNAP 申请或重新认证以及
证明文件后，您即可致电要求完成面谈。请于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 至下午 5:00 期间致电 718-SNAP-NOW (718-762-7669)。

在线访问 nyc.gov/accesshra 或下载 ACCESS HRA 移动应用程序，并登
录或创建账户。现在可以很方便地在手机上登录 ACCESS HRA 网站，同
时网站也已与移动应用程序无缝集成！

❱ 新申请：提交现金援助重新认证申请。

❱ 用您的手机拍摄要求的文件，并为您的现金援助个案上传照片。

❱ 新申请：若符合条件，请立即加入获取  
Fair Fares MetroCard 优惠卡。 

❱ 打印预填的 Medicaid 续期表。

❱ 查看您的申请状态和面谈安排，包括资格面谈。

❱ 在线阅读电子通知或注册以无纸方式接收通知。

❱ 前往“文件”(Document) 页面查看 HRA 依据“所需文件”(Required 
Documents) 要求、以及依据“个案记录”(Case Record) 已经接收到
文件清单。 

❱ 亦可查看您的 EBT 余额和支付给您、您的房东或公共事业公司的 
款项。

❱ “个人资料”(Profile) 页面可供您更新联系信息，例如邮寄地址、 
通知语言偏好、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

❱ 注册接收近期预约和重新认证到期时间短信提醒。

在手机或计算机上造访 ACCESS HRA 网站：nyc.gov/accesshra 或是通过 Apple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下载此移动应用程序！

SNAP

现金援助 (Cash Assistance)

管理个案

更多信息



下载最新的 ACCESS HRA 应用程序或访问 
   nyc.gov/accesshra，利用手机即可获取帮助。

租金、食物费用、公用事
业费用。而您的钱只够支

付其中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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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与 ACCESS HRA 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适用于网站和 
移动应用程序。 

一手掌握，轻松连线 H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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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亲自跑一趟！ 
在线申请 SNAP 或管理您的个案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
在线访问 nyc.gov/accesshra 或下载 ACCESS HRA 移动应用程序，并登
录或创建账户。现在可以很方便地在手机上登录 ACCESS HRA 网站，同
时网站也已与移动应用程序无缝集成！

在手机或计算机上造访 ACCESS HRA 网站：nyc.gov/accesshra 或是通过 Apple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下载此移动应用程序！

SNAP

现金援助 (Cash Assistance)

管理个案

更多信息

❱ 在线申请并重新认证 SNAP 福利。

❱ 在线填写您的 SNAP 定期报告。

❱ 在线更改或关闭您的 SNAP 个案。

❱ 用您的手机拍摄要求的文件，并为您的 SNAP 个案上传照片。

❱ 利用 ACCESS HRA 应用程序提交在线 SNAP 申请或重新认证以及
证明文件后，您即可致电要求完成面谈。请于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 至下午 5:00 期间致电 718-SNAP-NOW (718-762-7669)。

❱ 新申请：提交现金援助重新认证申请。

❱ 用您的手机拍摄要求的文件，并为您的现金援助个案上传照片。

❱ 新申请：若符合条件，请立即加入获取  
Fair Fares MetroCard 优惠卡。 

❱ 打印预填的 Medicaid 续期表。

❱ 查看您的申请状态和面谈安排，包括资格面谈。

❱ 在线阅读电子通知或注册以无纸方式接收通知。

❱ 前往“文件”(Document) 页面查看 HRA 依据“所需文件”(Required 
Documents) 要求、以及依据“个案记录”(Case Record) 已经接收到
文件清单。 

❱ 亦可查看您的 EBT 余额和支付给您、您的房东或公共事业公司的 
款项。

❱ “个人资料”(Profile) 页面可供您更新联系信息，例如邮寄地址、 
通知语言偏好、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

❱ 注册接收近期预约和重新认证到期时间短信提醒。



轻松申请、重新认证和管理福利。下载最新的  
ACCESS HRA 应用程序，以立即开始使用。

所有福利，
一手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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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与 ACCESS HRA 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适用于网站和 
移动应用程序。 

一手掌握，轻松连线 H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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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亲自跑一趟！ 
在线申请 SNAP 或管理您的个案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
在线访问 nyc.gov/accesshra 或下载 ACCESS HRA 移动应用程序，并登
录或创建账户。现在可以很方便地在手机上登录 ACCESS HRA 网站，同
时网站也已与移动应用程序无缝集成！

在手机或计算机上造访 ACCESS HRA 网站：nyc.gov/accesshra 或是通过 Apple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下载此移动应用程序！

SNAP

现金援助 (Cash Assistance)

管理个案

更多信息

❱ 在线申请并重新认证 SNAP 福利。

❱ 在线填写您的 SNAP 定期报告。

❱ 在线更改或关闭您的 SNAP 个案。

❱ 用您的手机拍摄要求的文件，并为您的 SNAP 个案上传照片。

❱ 利用 ACCESS HRA 应用程序提交在线 SNAP 申请或重新认证以及
证明文件后，您即可致电要求完成面谈。请于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 至下午 5:00 期间致电 718-SNAP-NOW (718-762-7669)。

❱ 新申请：提交现金援助重新认证申请。

❱ 用您的手机拍摄要求的文件，并为您的现金援助个案上传照片。

❱ 新申请：若符合条件，请立即加入获取  
Fair Fares MetroCard 优惠卡。 

❱ 打印预填的 Medicaid 续期表。

❱ 查看您的申请状态和面谈安排，包括资格面谈。

❱ 在线阅读电子通知或注册以无纸方式接收通知。

❱ 前往“文件”(Document) 页面查看 HRA 依据“所需文件”(Required 
Documents) 要求、以及依据“个案记录”(Case Record) 已经接收到
文件清单。 

❱ 亦可查看您的 EBT 余额和支付给您、您的房东或公共事业公司的 
款项。

❱ “个人资料”(Profile) 页面可供您更新联系信息，例如邮寄地址、 
通知语言偏好、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

❱ 注册接收近期预约和重新认证到期时间短信提醒。



拍照，上传文件，跟踪预约 – 一部手机统统搞定。 
下载最新的 ACCESS HRA 应用程序，以立即 

开始使用。 

不必亲自跑一趟。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使用与 ACCESS HRA 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适用于网站和 
移动应用程序。 

一手掌握，轻松连线 H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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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亲自跑一趟！ 
在线申请 SNAP 或管理您的个案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
在线访问 nyc.gov/accesshra 或下载 ACCESS HRA 移动应用程序，并登
录或创建账户。现在可以很方便地在手机上登录 ACCESS HRA 网站，同
时网站也已与移动应用程序无缝集成！

在手机或计算机上造访 ACCESS HRA 网站：nyc.gov/accesshra 或是通过 Apple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下载此移动应用程序！

SNAP

现金援助 (Cash Assistance)

管理个案

更多信息

❱ 在线申请并重新认证 SNAP 福利。

❱ 在线填写您的 SNAP 定期报告。

❱ 在线更改或关闭您的 SNAP 个案。

❱ 用您的手机拍摄要求的文件，并为您的 SNAP 个案上传照片。

❱ 利用 ACCESS HRA 应用程序提交在线 SNAP 申请或重新认证以及
证明文件后，您即可致电要求完成面谈。请于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 至下午 5:00 期间致电 718-SNAP-NOW (718-762-7669)。

❱ 新申请：提交现金援助重新认证申请。

❱ 用您的手机拍摄要求的文件，并为您的现金援助个案上传照片。

❱ 新申请：若符合条件，请立即加入获取  
Fair Fares MetroCard 优惠卡。 

❱ 打印预填的 Medicaid 续期表。

❱ 查看您的申请状态和面谈安排，包括资格面谈。

❱ 在线阅读电子通知或注册以无纸方式接收通知。

❱ 前往“文件”(Document) 页面查看 HRA 依据“所需文件”(Required 
Documents) 要求、以及依据“个案记录”(Case Record) 已经接收到
文件清单。 

❱ 亦可查看您的 EBT 余额和支付给您、您的房东或公共事业公司的 
款项。

❱ “个人资料”(Profile) 页面可供您更新联系信息，例如邮寄地址、 
通知语言偏好、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

❱ 注册接收近期预约和重新认证到期时间短信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