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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准备：
保护个人资产

如果您在紧急情况时不得不离家，但仅
有几分钟的时间来选择该留下什么和
带走什么，财务记录可能是您最不会想
到的需要带走的物品之一。

现在收集、复印和储存财务信息可帮助您避免问题，并
在灾难后更快恢复。本核对表会有所帮助。利用它来确
保您拥有所需的信息和文件。然后，将其与重要文件放
在一起，以便在需要时用作参考。

帐号
使用右侧的样表或单独一页纸整理帐户和客户服务电
话。

个人记录
复印并储存以下文件副本： 

■	 驾照 

■	 护照 

■	 社保卡 

■ 出生证明 

■ 结婚证和离婚证 

■	 房产证或房契 

■ 汽车、船舶或房车登记和所有权证书 

■ 每个房间的财产清单

财务记录
多数财务记录都可以补办，但如果财产受损或者您自己
或家人需要接受医疗服务，则需要保险信息。妥善保管
记录还有助于避免以后在投资、税务或工作福利出现问
题时遇到麻烦。

复印并储存以下文件副本： 

■	 保单 

■	 投资记录 

■	 所得税信息 

■	 工资单和雇主福利记录 

■	 遗嘱、生前遗嘱、信托、财务和医疗委托书

电脑文件
如果您在电脑上保存财务记录、密码、家庭照片和视
频，应考虑将此类信息备份到安全的云存储服务中，或
者定期备份数据，并将备份妥善储存在某个地方。

妥善保管重要文件并始终保存复印件
务必保存和复印重要文件。将原件放在防水容器、防火
保险箱或银行保险箱中。如果您将文件放在家中，则务
必确保您能在匆忙中拿起文件立即离开。

将复印件储存在其他地方，例如放在工作场所的安全地
点或放在值得信任的亲属或朋友处。

如果您使用电脑，则可以扫描文件，并将其储存在闪存
盘上，或将信息储存在一个安全的在线储存网站上。

若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consumerfinance.gov  
ready.gov/financial-preparedness 您的灾难核对表

https://www.consumerfinance.gov/
https://www.ready.gov/financial-preparedness
http:consumerfinance.gov


  

 

 

 

 

贷款及信用卡 帐号 客户服务电话

抵押贷款

房屋净值贷款

汽车贷款

信用卡

学生贷款

其他：

房屋及公用事业 帐号 客户服务电话

租赁

有线或卫星电视

水

电

电话

其他：

其他帐户和保险 帐号 客户服务电话

业主或出租人保险

汽车保险

医疗保险

支票帐户

储蓄帐户

投资帐户

其他：

https://www.consumerfinance.gov/
https://www.ready.gov/financial-preparedness


 

 

  
 

  
    

 
    

   
     

   
    
   

 

 

 

 

列出财产清单
书面财产清单，加上家中每个房间的视频备份，可帮助
您证明哪些物品丢失和受损。

灾难后
如果您的住宅遭逢灾难，应尽快联系信用卡公司、抵押
贷款公司和其他债权人，让他们知道您的情况。大多数
此类机构/人士都有办法提供帮助。

如果您不能住在家中，则与公用事业公司（例如电、煤
气、有线电视）沟通，查看能否中断服务，以便节省额外
的开支。

很多人和团体将提供帮助。发生灾难时，一些犯罪分子
也可能会伺机行骗。

小心提防： 

■	 要求支付帮您申请服务、福利或获得贷款的预付费。
政府雇员绝对不会收取费用来帮助您获得福利或服
务。 

■	 上门维修的承包商，尤其是在他们提供很大折扣或
让您支付预付费时 

■	 试图向您推销事后保单的保险代理人 

■	 名称与政府机构或慈善机构相似的组织

关于我们

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根据联邦消费者金融法律
对消费者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和提供进行监
管，并指导消费者，使其能够做出更明智的金融
决策。

若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consumerfinance.gov

获得有关钱款问题的回答 

 提交投诉 
consumerfinance.gov/complaint 

  讲述经历 
consumerfinance.gov/your-story

获得有关钱款问题的回答 
consumerfinance.gov/askcfpb 

  分享想法 
facebook.com/cfpb 
twitter.com/cfpb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使命是在灾难发生前、发
生过程中和发生后帮助人们。本准备计划旨在指
导美国人民，使其能够为紧急情况（包括自然灾
害和人为灾难）做好准备、作出回应和减轻造成
的损失。

若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ready.gov/financial-preparedness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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