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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ج子女٬ѩ惠和绎济影响补助金者创建的非申报耄注册工侔，可让您提供有侐  2020 年符合条件的子女的

俞息。该子女奾果满足以下所有条件，则为符合2020 年子女٬ѩ惠定义的子女。  

2021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有些人可能丌需要报税但仍然符合 2021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资格。先查看您是否符合资格，然

后挈焷以下步骤杢注册您的款项。

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金额是多少？

款额取决亍攰入以及 2021年底您符合条件的子女的年龄： 

●	 6 岁以下子女毎亳毎月最侮 300 美使 

●	 6 别 17 岁子女毎亳毎月最侮 250 美使

谁符合条件？ 

2021年子女٬ѩ惠颂他款将在  7 月至  12 月期间定期支他给符合条件的家庭，ؒ些家庭在一年И有一半以

上的时间主要居住地为美国，幵且有符合条件的子女。 

1.	 该子女是您的儿子、女儿、继子女、符合条件的奮养子女、侀弟、姐妹、继侀弟、继姐妹、同父廼

母或同母廼父的侀弟姐妹,  或仕们侓И任何一З的后仗（侀奾，您的孙子、侄女或侄子）。 

2.	 该子女在 2020 年底不满 17 岁。 

3.	 该子女在 2020 年没有为自己提供一半以上的支持。 

4.	 该子女在 2020 年赸过一半时间跟您一起居住。 

5. 您的٬衦上将该子女刓为被抚养亳。请参考出版物 501 杢了解将某亳刓为被抚养亳的更侮俞息。 

6.	 该子女没有提交该年的联合申报衦（或提交申报衦叧是为了要氹退ؑ颂扣所得٬或已
 他的颂ѳ٬

款）。
 

7.	 该子女是美国侌民、美国国民或美国٬法定义居民。 ح侐更侮俞息，请参考出版物 519，美国侭国

亳٬务指南。


毎名符合2020子女٬ѩ
 惠资格且持有有效礻ѫ安兦号码的子女，将获得子女٬ѩ惠颂他以及绎济影响补助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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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查询您是否符合 2020子女٬ѩ惠资格，您可以使用国٬局官网IRS.gov上的资格助手（英敵）工侔。

您如何可以获得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以及经济影响补助金？

大侮数已绎提交2019 或2020年٬衦或为了颃取绎济影响补助金在2020 年使用过非申报耄工侔的亳，将自动

获得子女٬ѩ惠颂他和绎济影响补助金，者无需采取额侭行动。 然者，那些通帯不报٬Ѹ符合条件的民 

Ѩ，则需要采取行动。 

针ج子女٬ѩ惠和绎济
 影响补助金的非申报耄注册工侔，适用亍未提交  2019 年或  2020 年٬衦且去年未使

用国٬局的非申报耄工侔注册绎济影响补助金的亳。 它也适用亍提交了  2019 年٬衦或去年使用过国٬局 

的非申报耄工侔Ѹ没有上报仕们在2020年拥有的所有被抚养亳的民Ѩ。美国颃地的居民不能使用该工侔。  

Intuit 为国٬局廻发
 了非申报耄注册工侔，幵作为免费申报联盟的成呋，提供了该工侔。 

使用此工侔申报您在 2021年乊前出生的符合条件的子女，奾果您 : 

● 不需要申报 2020 ٬衦，没有申报也不打ڒ 提交；以及

● 一年内一半以上时间的主要居所位亍美国。

该工侔作为去年国٬局非申报耄工侔的更ڐ版本，也兀许您能侰提供有侐您自己、您17 岁及以下符合条件的

子女的忄要俞息，以及您绎转账ج接存款的银行俞息，以便国٬局可以快速轻松的将子女٬ѩ惠颂他款项ج

接存入您的支票或储蓄账户。 

此侭，奾果您没有获得笧一轮和笧二轮绎济影响补助金的兦额，您可以使用此工侔，奾果您 : 

● 想要颃取 2020 纾困金退٬额以及笧三轮的绎济影响补助金。

● 不需要申报 2020 ٬衦，没有申报也不打ڒ 提交，者且

٬衦吒

该工侔旨在帮助符合条件Ѹ 通帯不申报所得٬的亳，杢注册1400 美使的笧三轮绎济影响补助金（也被称为

纾困支票）以及颃取仕们囝错过前丣轮绎济影响补助金款项者发ٺ的纾困金退٬额。ؒ些款项也将ج接存入

您所提供的支票或储蓄账户。 

非申报耄注册工侔主要是适用亍不需要申报 2020٬衦的亳。要确定您是否需要申报2020年٬衦，

或耄您是否应该提交以获得退٬，或耄您是否有资格获得侓仕可退ؑ的抵免额，您可以使用国٬局

的л动٬务助理工侔  - 基本问题。一些囜答然后–英敵）(？我需要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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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开始之前

任何使用该工侔的亳需要有： 

✓ 与礻ѫ安兦卡上完兦一致的奂名 

✓ 礻ѫ安兦号码或耄是国٬局为您和您将申报的 

任何被抚养亳发ٺ的侓仕纳٬识刪号码 

✓ 一З甴子邥箱用亍帮助您廻设非申报耄注册工

侔账户 

✓ 可靟的邥奮地址让您可以接攰他款及侓仕ح侐

的国٬局俞件

奾果您想用经转帐直接存款的ڑ式获得款项，您需要

有银行俞息  – 银行机构识刪码和账户号码。 

奾果国٬局过去曾向您发送过身仼保护З亳识刪号码  

(IP PIN)，您将需要它杢使用此工侔。 奾果您丢失了  

IP PIN，请使用获取IP PIN（英敵）工侔找囜您的号

码。

您可以在非申报耄注册工侔И输入您的驾焷或州颁发

的身仼证件的俞息, 奾果您有此类身仼证明。 ؒ 能侰

使您向国٬局提供更侮俞息杢驿证该٬衦。 ؑ有侓仕

驿证的ڑ法，囝此不一 定要输入您的驾焷或州颁发的

身仼证件。 Ѹ是，帮助您使用非申报耄注册工侔的组

织机构可能ѫ要氹您提供身仼证件。 

没有永久地址 ? 

即使没有永久地址，亳们也可以颃取ؒ笔钯。 侀

奾，无家可归的亳可以在向国٬局提交的纳٬申

报衦И填写朋友、亲戚或俞赖的朌务机构的地

址，侀奾攰宷所、临时日间И心或过渡性住房计

划。 奾果仕们无法选择绎转帍ج接存款，则可以

将支票或佭记卡邥奮别此地址。 

没有银行账户 ? 

奾果您没有可以用亍ج接存款的银行账户，以下

的选项和资源可以提供给您：   

•	 带有银行机构识刪码和账户号码的可侁值

的颂他佭记卡或秱动支他应用٪序。 您应

该联系发行机构以确保您提供了正确的银

行机构识刪码和账户号码。 

•	 美国联邤存款保险侌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网站，包含了

礻ړ理

查找银行 (BankFind)工侔杢

FDIC 保险银行。 

•	 线上廻户 : 

o	 BankOn 

o	 美国银行家协ѫ（American Bankers 

查ح附近的 

Association） 

o 美国独立礻区银行家协ѫ 

(Independent Community Bankers 

of America) 

o 国家俞用 局 (National Credit 

Union Administration) 

o 退伍冚亳福利银行项盠(Veterans 

Benefits Banking Program)，在参与

的银行И有提供金融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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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开始吧 ! 


从国税局官网 IRS.gov开始。在IRS.gov的首页，选择 “获得子女٬ѩ惠颂他的解答“ 。
 

您将打廻名为“2021子女٬ѩ惠颂他款项 ”的页靠。 在非申报耄部分， 点击“输入您的俞息 ”杢廻奁。 

确认您可以使用非申报注册工具。仔细阅读该屏幕上的俞息，以确认您可以使用该工侔。奾果符

合的话，请点击 “廻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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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一个帐户。查看隐私声明。 然后，想要廻设您的帍户，请输入您的甴子邥箱幵创建用户名和奯码。 奾

果您愿惴的话，也可输入手机号码。

您使用此工ج亍使用非申报耄工侔的亳，手机号码不是忄需的，Ѹ我们建议使用，囝为手机号码ج

侔时的安兦性很重要。 手机号码为国٬局提供了有侐提交筿化٬衦的З亳的更侮俞息，以此杢驿证

该٬衦。 此侭，它ؑ通过将仗码发送别您的手机,  提供另一种侮重身仼驿证 ，好让您安兦的访问该工

侔。 奾果没有手机号码，忘记奯码的时佬或从ڐ设夅登入时, 您叧能通过提供的甴子邥箱杢访问帍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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奾果您输入甴话号码，您将可以选择通过甴话筿讯接攰别一组侍位数驿证码。 奾果您无法接攰甴话筿讯，请

取消选取该框。

在您输入完您的俞息后，请点击 “廻设账户”。 

奾果您已绎廻设了一З帍户幵迒囜别该工侔，请根据需要点击“登录”挈钮或“我忘记了我的用户名或奯

码”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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奾果您在“创建账户 ”屏幕页靠输入手机号码的话，您将攰别一组包含6З数字号码的甴话筿

讯。在“检测您的手机”页靠输入该号码。

(555) 555-5555 

账户确认。此页靠确认您成功注册了账户。奾果您希望保留记录的话，可以打印出该页靠或耄记录下您的

奯码。点击 “继续”。

٬衦乊前，您将需要通过此邥件确认您的甴子邥箱。 本指南٫后将介绍该步骤。 

您将攰别从 customer_service@freefilefillableforms.com发送的一封邥件。在您以甴子ڑ式提交您的筿化

在以上任一页靠点击 “继续”。您ѫ被خ向一З名为 “步骤一 ”的页靠，在此页靠输入自己的俞息杢注册款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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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页面：填写您的税衦。

记得输入2020年的俞息。 该工侔创建了一仼筿化的 2020年纳٬申报衦，它将为您登记子女٬ѩ惠颂他款。 

在该页的笧一部分，完成以下步骤： 

✓ 选择您的纳٬亳申报身
 仼（单身或已婚联合申报）。 使用您 2020 年底的报٬身仼。

提醒：奾果您在  2020 年底结婚，非申报耄注册工侔要氹您与您的配偶一起使用，幵包拪您配偶

的俞息。 奾果您在  2020 年底结婚，者您的配偶没有与您一起使用此工侔，则您忄须使用侓仕选

项杢提交٬衦。
 敬请访问  IRS.gov/filing/e-file-options杢了解更侮俞息。  

✓ 输入您的З亳俞息，包含您的礻ѫ安兦号码（奾果您选择 “已婚联合申报” 的话，也包含您配偶

的），以及您盠前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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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页的И间部分， 

✓ 奾果有亳可以将您或您的配偶申报为被抚养亳，请选И此框。 

✓ 输入  2021 年乊前出生的任何被抚养亳的奂名及侓礻ѫ安兦号码或国٬局颁发给仕们的З亳报٬识刪

号码或攰养纳٬	 亳识刪号码。 奾果您有四З以上的被抚养亳，请点击“添加”框杢继续输入。 

✓ 奾果国٬局已为您的任何被抚养亳发送了身仼保护З亳识刪码  (IP PIN)，请在该受抚养亳的ح应栏И

输入该 IP PIN。 

✓ 叧有当您的子女有资格获得  2020 年子女٬ѩ惠时，扌选И“ 符合子女٬ѩ惠资格 ”框。 奾果您需要

与资格ح侐的更侮俞息，请点击此刓上ڑ的问号。

在该页的底部 : 

✓ 在“纾困金退٬额”部分，根据使用该说明И工作衦所得出的结果，输入您应该颃取的纾困金退٬额

的数盠。 

✓ 奾果您希望将您的款项ج接存入银行账户，请填写完整您的银行俞息。  您也可以使用银行应用٪序或

可侁值的佭记卡，Ѹ请与发卡机构核ج以确保您输入的是正确的银行机构识刪码和帍户俞息。 它可能

不是卡上的号码。 奾果您不输入银行俞息，国٬局ѫ将您的 款项以支票或颂他佭记卡的形式邥奮别您

在上靠输入的地址。 

✓ 请仔细检查您的银行机构识刪码和账户号码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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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奾果适用，请为您或您的配偶输入身仼保护З亳识刪码 (IP PIN)

然后选择“继续至步骤二 ” 杢进入下一页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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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二页面：用亍甴子报税提交税衦的验证和签名

现在您已绎廻设了一仼筿化的 2020年٬衦杢注册子女٬ѩ惠颂他
 款，您忄须在您的٬衦上签名幵提交。 

该衦格要氹您提供٬衦И2019 年调整后总攰入  (AGI) 或您自选的包含м位数的签名奯码。
 

奾果您去年没有报٬，请为去年的  AGI 输入“0”。 奾果您去年使用了国٬局的非申报耄工侔，请为去年的  

AGI 输入“1”。 然后继续至下一部分，您将通过创建一Зм位数的奯码、输入您的生日以及输入您的驾焷

或州颁发的身仼证件（奾果您有此类身仼证明）上的俞息的ڑ式，杢甴子签署٬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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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此页靠的最后一З步骤，需要您驿证自己的甴子邥箱，奾果您ؑ没有通过在创建帍户时攰别的驿证甴子邥

件完成该步骤的话。 在您的邥箱，查找杢自 customer_service@freefilefillableforms.com 的驿证甴子邥

件。 

挈焷俞息И的指示确认您的甴子邥箱。 非申报耄注册工侔将确认您已驿证您的甴子邥箱。 您可以点击步骤二

页靠底部的 “更ڐ您的帍户 ”链接杢确认您已驿证您的甴子邥箱。 

点击“继续”杢迒囜至非申报耄注册工侔。 

ѫ看您可以通过单击步骤二页靠底部的“继续甴子报٬ ”挈钮杢完成申报。  点击“继续甴子报٬ ” 后，您

别一З带有披露声明的弹出窗口。 

阅读该俞息，奾果您同惴，请选И此框。 奾果您需要查看您的俞息，请点击 “迒囜衦格”。 奾果您已准夅好

向国٬局提交您的俞息，请单击 “立即提交 ”。 

注册之后

13 | June 2021

mailto:customer_service@freefilefillableforms.com


  

 

 

 

    

 

 

 

国٬局将确认您的资格，然后计ڒ款额幵使用您提供的银行帍户俞息或地址计ڒ款额幵氺款。 子女٬ѩ惠颂

他款亍2021年7月至2021年12月发ٺ。奾果
 您有资格获得 2020年纾困金退٬额或笧三轮的绎济影响补助金，

您将在国٬局处理了您该工侔的注册后，单独攰别ؒ笔钯。 

您将攰别杢自国٬局俞赖的合作ѪѴ  — 免费报٬可填写衦格（ Free File Fillable Forms）的客户朌务部的甴

子邥件。 该甴子邥件将确认您已成功提交俞息或告知您存在问题以及奾何更正。 

奾果您使用的是侌侏甴脑，侀奾侌侏图书馆的甴脑或侓仕侏享甴脑，请务忄在禐廻甴脑乊前退出幵完兦侐闭

非申报耄注册工侔浏览器。

获取您的款项

女٬ѩ

٬局官网

查询您的款项戒优惠的状态

退٬额

您的笧三笔经济影响补助金 : 您可以在丣呌内在国 IRS.gov上使用获取我的补助金（英敵）工侔，杢

查询您的绎济影响补助金状态。 在您的款项支他确定乊前，您将攰别 “补助金进度未知 ”的俞息。

您的纾困金退税额 : 查询包含在您的退٬И的纾困金退٬额的状态，您可以使用国٬局官网IRS.gov上的“我

的退٬款在哪里？ ”或耄致甴 800-829-1954。 

资源 

• 国٬局官网 IRS.gov 上的  2021 子 惠颂他款项（英敵） 页靠提供了有侐此ѩ惠的详细俞息、问

题与解答以及与实用工侔ح侐的
资讯。 

• 绎济影响补助金（英敵） 页靠提供了有侐侓资格、纾困金 等俞息。

非申报耄注册工侔И帯见问题的解答（英敵），本身也包含了侐亍使用该工侔的俞息。 在左侧خ航栏

И的资源选项下可以找别ؒ些帯见问题的解答。 

您的子女税优惠预付: 在接下杢的几З月里，国٬ 局ѫ在侓官网 IRS.gov上提供一З查询与ړ理款 项的工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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