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受害者赔偿部

受害者服务科

刑事司法程序

犯罪受害者赔偿部是司法部长办公室的下属机
构。 该项计划对暴力犯罪无辜受害者的部分自
付费用作出补偿。
犯罪受害者赔偿部可支付合理且必然产生的以下
费用金额：
 医疗咨询、处方药和康复服务。
 因个人受伤导致的残障损失的部分收入。
 未成年子女托儿服务，以便使受害者或已故
受害者的配偶能够继续就业。
 葬礼和丧葬费。
 与犯罪现场清理相关的合理费用。
 因刑事调查作为证据被没收或无法再使用的
服装、床上用品或其他财产的合理更换费
用。
 因参与或出席调查、起诉和司法程序而损失
工资和旅费报销。
 某些家庭暴力和性侵犯受害者的搬迁费用。

受害者服务科努力于积极影响休斯顿公民的生
活质量，并为犯罪受害者及其家人提供援助。
我们将帮助受害者申请犯罪受害者赔偿，接受
所选服务提供者的服务，以帮助他们获得福利
和服务。受害者服务科与休斯顿市和哈里斯县
的各种社会服务和法律机构都有密切合作，该
部门熟悉各种可利用的资源。

该项程序 可能需 要六个 月 到一年或 更长的 时间。
您可以拨打执法部门的电话号码，了解案件状况和
有关受害者权利的信息。

财产损坏或损失补偿不是合格的开支。
如需提交索赔申请，受害者或家庭成员必须向德
克萨斯州司法部长办公室提交犯罪受害者赔偿申
请。 需要索取申请表的受害者或家庭成员可通
过互联网在以下网站获取该申请表：
https://texasattorneygeneral.gov/cvs/crimevictims-compensation
将申请表寄至：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Crime Victims’ Compensation Division
P.O.Box 12548, Austin, TX 78711-2548
索赔分部：1-800-983-9933

犯罪

休士顿警察局

向执法部门报告

拘捕
调查
（未解决/未拘捕）

犯罪受害者通知
U 签证信息

提审（告知指控
和权利、保释金、
任命的律师）

可能的盘查审判

您可能有资格通过 U 签证获得合法身份和工作许可

警察不关心移民身份
我们是为了帮助您

• 请尽快与休士顿警察局（HPD）受害者服务
科联系

大陪审团起诉

如果被起诉
分派给地区法院
和检察官（证据
核实）

• 您必须与警察合作，更新您的个人联系信息
• 有资格获得 U 签证的犯罪包括：
 家庭暴力、性侵犯、谋杀、重大抢劫、重
大侵犯、绑架、卖淫、人口贩运和其他严
重暴力犯罪。
• 休士顿警察局（HPD）受害者服务科可在以
下方面帮助您：
 刑事司法系统
 U 签证执法部门认证
 犯罪受害者赔偿
 物业归还
 保护令信息
 收容所、社会服务和法律资源转介

如果无依据或证据不足，案件驳回

受害者服务科
判刑
（如果有罪）有罪、
无罪、惩罚、辩诉

审判
有罪、无罪、惩
罚、辩诉

监禁
缓刑
注释：

缓刑

713-308-0080
反家庭暴力科

713-308-1100

重大侵犯案件科

713-308-8800

谋杀案件分部

713 308-3600

抢劫案件分部

713-308-0700

成人性犯罪案件分部

713-308-1180

车辆犯罪案件分部

713-247-4072

儿童犯罪案件科

713-830-3256

交通执法分部

713-247-5900

事件号码

请拨打电话号码 713-308-0080，或发电子邮件至
VICTIM.SERVICES@HOUSTONPOLICE.ORG
对受害者服务科工作人员提供的服务提出反馈意见
（2020 年 1 月）

1200 TRAVIS
Houston, TX 77036
网站：www.houstontx.gov/police/victim_services/

犯罪受害者权利
依照《德克萨斯州刑事诉讼法》第 56 章，A 段，”
犯罪受害者权利”的定义，暴力犯罪受害者是指：
(1) 因犯罪伤害行为而遭受身体伤害或死亡的人，
或涉及性侵犯、绑架或重大抢劫罪的犯罪受害者；
(2) 受害者的亲属（配偶、父母、兄弟姐妹或成年
子女），或 (3) 受害者的监护人。作为受害者，您
享有以下权利：
 有权获得充分保护、不受在起诉中因合作而导致
的伤害和威胁。
 在考虑保释时，有权请求地方法官考虑您和您家
人的安全。
 如果您提出要求，有权被告知相关法院诉讼程序
以及已被取消或重新安排的法院诉讼程序，并被
告知上诉程序。
 如果您提出请求，有权要求检察官办公室提供有
关信息，包括执法官员对您的案件开展的刑事调
查程序，刑事司法系统中的一般程序，以及认罪
辩诉协议、赔偿、上诉和假释。
 有权获得有关德克萨斯州犯罪受害者赔偿基金的
信息，该基金向暴力犯罪受害者提供经济援助，
如果您提出请求，还可以将您转介给可能提供额
外帮助的社会服务机构。
 有权向缓刑部门提供信息，在诉讼调查前影响犯
罪判决。
 有权要求执法机构支付性侵犯受害者的医疗检查
费用，并有权请求让性侵犯受害者接受艾滋病和
艾滋病毒感染咨询和检测。
 如果您提出请求，有权获得赦免和假释部受害者
服务科有关假释诉讼的通知，有权通过提交受害
者影响陈述或其他信息参与假释程序，并获得囚
犯释放的通知。
 如果主审法官允许，有权出席所有公开法庭诉
讼。
 有权在法庭诉讼前和诉讼期间在安全等候区等
候。
 有权要求及时退回任何不再需要作为证据的财
产。

 如果您提出请求，有权要求检察官通知您的雇
主，您的作证可能需要您在工作中请假。
 有权完成受害者影响陈述，详细说明犯罪对您和
您的家人产生的情感、身体和财务影响，并在判
决和/或达成认罪辩诉协议之前由法官审议该陈
述，并在采取任何假释行动之前由假释委员会审
议该陈述。

向家庭暴力成年受害者发出的通知
如果任何人因任何原因故意对您造成任何伤害，即使是
您的家中的成员，也是一种犯罪行为。如果您或任何其
他家中成员受到伤害，或者您感到在警官离开后您将面
临危险，请务必告诉该警官。

您下一步该怎么办？
 请求下达紧急保护令（EPO）：可通过地区检
察官家庭刑法分部请求下达该命令，电话号码
713-274-0212。如果没有人被拘捕，打电话给
指派给该案件的调查员。保护令最长在 90 天内
有效。
 通过 VINE 登记，电话号码 1-877-894-8463，
电子邮件 www.vinelink.com。注册免费，采取
匿名形式，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的电话程序，向犯
罪受害者提供有关罪犯监禁状况和相关法院活动
的信息。 （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查阅手册的
VINE 章节。）
 必要时申请保护令。 必须向指定的罪犯发出保
护令。会命令罪犯停止对您施加暴力、远离您和
您的家人、停止任何直接或通过他人的具有威胁
性或骚扰性的通讯。该命令有效期最长为两年。
请参阅“法律资源”第一节 *
 如需获得调查服务，请电话联系休士顿警察局反
家庭暴力科，电话号码 713-308-1100。
 如需了解法律转介、危机咨询、U 签证信息和提
出有关犯罪受害者赔偿的问题，请电话联系休士
顿 警 察 局 受 害 者 服 务 科 ， 电话 号 码 713-3080080。
 制定一项安全计划。

受害者每日信息和通知（VINE）
您可以每天 24 小时打电话给 VINE，获得有关县监
狱状况和法院活动的信息。让 Texas VINE 成为您
的安全计划的一部分。嫌犯/罪犯不会得知您已经
在 Texas VINE 注 册 。 但 是 ， 不 要 依 赖 Texas
VINE 或任何一项计划为您提供保护。请拨打免费
电话 1-877-894-8463。
如 需 了 解 进 一 步 详 情 ， 请 访 问 网 站
www.vinelink.com。

什么是保护令？
保护令是保护受害者的法律补救措施。受害者包括
家庭暴力、性侵犯和被跟踪受害者。家庭暴力指家
庭成员或家中成员故意或威胁使用暴力。家庭包括
有血缘或婚姻关系的个人，即配偶、前配偶、姑
姨、叔伯/舅舅、堂/表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父
母、子女等。家中指由共同居住在同一个居所中的
人组成的单位，无论他们彼此是否有亲属关系。
保护令可遏制暴力，向警察和法院提供额外的权
利，以干预家庭暴力、性侵犯和跟踪案件，并惩罚
那些实施家庭暴力的人，但保护令并非能真正阻止
再次发生暴力行为的保证。

安全计划
为未来的事做好准备
 规划一条从您的家中逃走的路线，并教给您的
孩子
 设定一个代码单词，让孩子和家人/朋友听到后
打电话报警
 告诉孩子不要涉入暴力
 与专业人士谈论有关技术安全的问题
（计算机、手机等）
 始终随身携带手机，并知道自己所在的地点
 找到安全的住所（家人/朋友的家中）

如果您受到性侵犯
 立即前往医院，接受性侵犯检查。
 寻求医疗帮助将有助于确定您是否受伤、帮助
搜集证据、接受性传播感染和妊娠测试。
 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据可能会消失。尽量不要
换衣服、洗淋浴或洗澡。
 辅导咨询可帮助您处理对攻击的感受，并帮助
确定您的选择。

有帮助的资源
热线电话（24 小时）
紧急情况

911

成人和儿童保护服务部
800-252-5400
湾区转折点服务公司（南部）
(Bay Area Turning Point (South))
281-286-2525
布拉佐里亚县妇女中心
(Brazoria County Women’s Center)
800-243-5788
危机热线电话
832-416-1177
热线电话（青少年）
832-416-1199
家庭时光/门户咨询中心 (Familytime/The Door)
281-446-2615
休士顿地区妇女中心 (Houston Area Women’s Center) 713-528-2121
休士顿地区妇女中心强奸危机热线
(HAWC Rape Crisis Line)
713-528-7273
人口贩运资源中心
(Human Trafficking Resource Center)
888-373-7888
凯蒂基督教会 (Katy Christian Ministries）
281-693-7273
蒙哥马利县妇女中心
(Montgomery Co. Women’s Center)
936-441-4044
母亲反酒驾组织(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
877-623-3435
全国反家暴组织(National Domestic Violence)
800-799-7233
TTY：
800-787-3224
希望之星使命组织 (Star of Hope Mission)（家庭）
713-222-2220
希望之星使命组织 (Star of Hope Mission)（男性）
713-227-8900
桥梁(The Bridge）
713-472-0753
(Adult & 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

普遍
非紧急情况

713-884-3131

儿童评估中心 (Children’s Assessment Center)
胡安迭戈之家 (Casa Juan Diego)（移民）
圣约之家 (Covenant House) (18-20)
达亚 (DAYA)
休士顿家庭服务中心 (Family Services of Houston)
哈里斯精神健康与智力和发展障碍服务中心
(Harris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 IDD)
精神健康协会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蒙特罗斯中心 (Montrose Center）
（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主要）
西北援助会 (NW Assistance Ministries)
德克萨斯州刑法部假释分部 (TDCJ-Parole Division)

713-986-3300
713-869-7376
713-523-2231
713-981-7645
713-861-4849
713-970-7000
713-522-5161
713-529-3211
281-885-4672
713-685-7100

法律资源
司法部长儿童支持部
(Attorney General Child Support)
800-252-8014
受害者赔偿部 (Victim Compensation)
800-983-9933
*哈里斯县司法部长办公室 (Harris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s)
*家庭刑法部 (Family Criminal Law)
713-274-0212
受害者证人分部 (Victim Witness Division)
713-274-0250
*家庭虐待受害者援助
(Aid to Victims of Domestic Abuse)
713-224-9911
休士顿志愿者律师
713-228-0732
休士顿警察局 (Houston Police Department)
受害者服务科 (Victim Services Unit)
713-308-0080

没有人应当受到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