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补偿福利
如您因工负伤，请在 30 天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您的

雇主。您亦应向纽约州劳工赔偿局 (NYS Workers’ 

Compensation Board) 提交 Employee Claim（员工索

赔，表 C-3)。此表可在劳工赔偿委员会的网站  

(wcb.ny.gov) 上获取。

如果耽误了 8-14 个日历日的工作，可以获得相应天数的

薪资损失补贴。如果误工超过 14 天，可从误工的第一

天开始获得损失的薪资。否则不会获得误工期前七个日

历日的薪资。

薪资损失补贴基于您在受伤或生病日期前 52 周的平

均周薪 (average weekly wage, AWW) 以及残疾程

度。AWW 基于您的总收入，包括加班及其他报酬，而

不是您的实得薪资。残疾程度是身体残疾的百分比。在

计算您的补贴时，赔偿局将使用 AWW 的三分之二，然

后根据残疾程度来调整：

2/3 的 AWW 乘以残疾百分比 (%) = 每周补贴

例 1：您的 AWW 为 $900，完全残疾 (100%)。您获得 

$900 的三分之二，即每周 $600。因为是 100% 残

疾，所以您获得全额补贴。

例 2：您的 AWW 为 $900，残疾比例为 50%。您的

补贴为 $300。计算过程：$900 的 2/3 = 600 美元 

$600 乘以您的 50% 残疾 = 300 美元福利

无论是暂时残疾还是永久残疾，补贴金额一样。劳工薪

酬损失补贴受限于每周最高补贴金额（请参见下文），

最高补贴金额基于受伤或生病的日期。如果最高补贴金

额改变，每周补贴金额不会改变。 

每周最高补贴金额在每年 7 月 1 日计算。它基于全州

的平均周薪，由纽约州劳工署 (NYS Department of 

Labor) 确定。劳工赔偿最高金额是纽约州平均周薪的

三分之二。例如：

 

劳工赔偿金免税。

注意：如果保险公司对您的索赔有争议，则在赔偿局解

决该争议之前不会向您支付赔偿金。在案件解决之前，

您可以申请残疾补贴。详情请拨打 (877) 632-4996 咨

询赔偿局。

薪资损失补贴

因工伤或在职患病而误工的员工可获得薪资损失补贴。这称为补偿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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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患病日期
每周最高
金额

每周最低
金额

2017 年 7 月 1 日 -  
2018 年 6 月 30 日

$870.61 $150

2016 年 7 月 1 日 -  
2017 年 6 月 30 日

$864.32 $150

2015 年 7 月 1 日 -  
2016 年 6 月 30 日

$844.29 $150

2014 年 7 月 1 日 -  
2015 年 6 月 30 日

$808.65 $150

要查看更早时间的金额，请参阅 wcb.ny.gov

http://www.wcb.ny.gov/
http://www.wcb.ny.gov/


残障分类
根据医学证明，您的残障状况可能属于以下分类。注意：所

有受伤首先是暂时的，有些甚至以后才发现是永久性的。 

  暂时完全残废：暂时不能工作和赚取薪水。您有权

利获得全额损失的薪资补贴。

  暂时部分残废：您暂时失去一部分工作和赚取全额

薪资的能力。您的补贴与残疾比例相当。 

  永久性终身全残：您完全失去工作和赚取薪资的能

力。终生领取补贴。

  永久部分残废，非计划损失：您失去部分工作能

力。可获得最长 10 年的损失薪资补贴。（当 10 年
补贴期满时，如果您失去的赚钱能力超过 75%，

您有资格申请终生补贴。）即使残疾状况不影响薪

资，医疗护理也是终生福利。

  永久部分残废，计划损失：此类别涉及四肢部分功

能的丧失 – 手臂、手和手指；腿、脚和脚趾；以及

视力或听力的损伤。法律规定了这些损失可以领取

补贴的周数，具体由赔偿局确定。

  毁容：面部、头部或脖子受到永久性毁容者可获得

最高 $20,000，具体取决于受伤的程度。

裁决后：必须在裁决后 10 天内支付判决的金额。如果

支付延迟，可能应向您（员工）支付延迟金额 20% 的
罚金。但在索赔提交日期 30 天内可对索赔提出上诉。

如果上诉涉及支付，则在赔偿局审查团指令支付之前，

您不会获得支付。

在常规补贴支付期间：赔偿金的常规支付必须在到期

日期 25 天内完成。否则可能应向您（员工）支付 20% 
的罚金以及另外 $300 的金额。

解决索赔
您与保险公司可协商永久性关闭索赔，以换来一笔总款

项或年金。这称为用第 32 条弃权条款解决索赔。弃权

是指您放弃未来索赔的权利，换来今天的支付。同

意第 32 条弃权条款是一项严肃的决定。决定权完全在

您。更多信息请访问 wcb.ny.gov，然后单击页面底部

的 YouTube 图标观看信息视频。

赚钱能力下降的补贴
如果您能重返工作岗位，但您的伤势令您的薪资无法达

到受伤前水平，您可能有权获得薪资减少福利。该福利

最多可支付您受伤前后薪资差额的三分之二。 

身故补贴
身故补贴发放给因工伤或在职疾病而亡故的员工的家

庭。无论员工是受伤后立即身故还是之后身故，都应向

其家庭支付身故补贴。员工的配偶和子女将分享员工平

均周薪的三分之二到每周最高金额。子女可领取到  
18 岁，如果入读全日制大学，则可领到 23 岁。眼盲或

身体残疾的子女终生领取补贴。配偶终生领取补贴或直

到其再婚。如果配偶再婚，他或她将获得一笔等于两年

补贴的最终付款。

如果您没有配偶或未成年子女，福利将支付给未成年孙

辈、兄弟姊妹、祖父母或父母。如果没有任何所列家庭

成员，福利将以其他方式支付。健在的父母或已故员工

的遗产可获得 $50,000。还应支付丧葬费，纽约都市圈

最高 $12,500，所有其他地区最高 $10,500。

社会安全残障保险
永久残疾或者残疾至少会持续 12 个月的有资格获得社

会安全残障补贴。更多信息请联系社会安全局。赔偿局

不涉及社会安全残障保险程序事宜。

语言协助
劳工赔偿委员会会将文档翻译成您需要的任何语言。当

您参加听证会时，也会免费为您提供口译服务。请致电 

(877) 632-4996 申请安排笔译或口译服务。

facebook.com/NYSWCB youtube.com/c/newyorkstateworkerscompensationboardtwitter.com/NYSWorkersC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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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劳工赔偿委员会通过确保向受伤或患病人士适当提供福利和通过促进遵从法律规定来保护员工和雇主的权利。如需了解关于劳工赔
偿委员会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cb .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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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 wcb.ny.gov
 电话： (877) 632-4996
 电子邮件： General_Information@wcb.ny.gov

http://www.wcb.ny.gov/
http://facebook.com/NYSWCB
http://youtube.com/c/newyorkstateworkerscompensationboard
http://twitter.com/NYSWorkersComp
http://www.wcb.ny.gov/
http://www.wcb.ny.gov/
http://www.wcb.ny.gov/
mailto:General_Information%40wcb.ny.gov?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