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税局更新了 2021 年子女税优惠和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常见问题
FS-2022-03，2022 年 1 月

本情况说明书更新了 2021 年子女税优惠和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常见问题 (FAQs)。各项更新内容旨在帮助符合条
件的家庭在填报和提交 2021 年报税表时正确申报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此类涉及广泛的更新内容包括多项经过简化的问题，可供纳税人和税务专业人士使用。

发布该等常见问题，旨在尽快向纳税人和税务专业人士提供一般信息。因此，该等常见问题可能不涉及任何特定
纳税人的具体事实和情况，而且在进一步审查后，可能会对该等常见问题做出更新或修改。因为该等常见问题没
有在《国内税收公报》中公布，所以国税局不会依赖该等常见问题或将其用于解决具体个案。同样地，“常见问
题”所述的法律声明如被证明无法准确地适用于某一特定纳税人的案件，则应依法对该纳税人的税务责任进行处
理。尽管如此，如果纳税人因合理和善意地依赖该等常见问题而导致少缴税款，则不会受到任何处罚，包括过失
处罚或其他与准确性有关的处罚。对该等常见问题所做的后续更新或修改都会标明日期，以使纳税人能够确认该
等常见问题发生修改的日期。此外，该等常见问题的先前版本将保留在 IRS.gov 上，以确保纳税人在依赖先前版
本的情况下仍可在后续有需要时找到该版本。
更多有关可靠性的资料。该等常见问题已在 IR-2022-10 中公布。

2021 年子女稅优惠和子女稅优惠预付款
研究背景
子女税优惠已发生重要变化，这将有助于许多家庭获取预付款。2021 年美国救援计划法案 (ARPA) 扩大了子女税
优惠 (CTC)，但仅适用于 2021 年纳税年度。
以下是关于 2021 年预付子女税优惠的常见问题（按主题分类陈述）。
请勿向国税局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助理没有 IRS.gov 网站上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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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A：一般信息
主题 B：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和 2021 年子女税优惠的资格
主题 C：2021 年子女税优惠计算方法
主题 D：子女税优惠计算方法
主题 E：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流程
主题 F：2021 年期间更新您的子女税优惠信息
主题 G：领取子女税优惠付款
主题 H：调整您在 2021 年纳税表上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主题 I：美国领土居民和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主题 J：取消预付款
主题 K：验证您的身分，管理您的款项
主题 L：与共同监护相关的常见问题
主题 M：与移民相关的常见问题
主题 N：付款返还

主题 A：一般信息
问题 A1：什么是子女税优惠预付款？（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答 1：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是美国国税局（IRS）提供的子女税优惠预计金额 50% 的预付款，您可以在 2022 年报税
季期间在 2021 年报税表上正确申请该金额。如果 IRS 已在 6 月结束前处理您的 2020 报税表或 2019 年报税表，
这些月度付款将基于该报税表中包含的信息，自 2021 年 7 月开始支付，直至 2021 年 12 月。
备注：子女税收优惠预付款金额并非基于其他受抚养人的优惠，后者不予退还。若要了解有关其他受抚养人优惠
的更多信息，参阅国税局第 972 号刊物《子女税收优惠和其他受抚养人税收抵免额》（英文）。
关于您子女税收优惠预付款计算方法的更多信息，详见主题D：子女税收优惠预付款计算方法。
问题 A2：本人需要怎样做才能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2：一般来说，什么都不需要。如果您有资格基于您 2020 年报税表或 2019 年报税表（包括您 2020 年在
IRS.gov 上的经济影响补助金非申报人工具，或者 2021 年子女税优惠非申报人注册工具中输入的信息）领取子女
税优惠预付款，通常，您会自动收到该等款项，无需采取额外行动。
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从 7 月开始发放，按月持续到 2021 年 12 月，一般根据您的 2019 年或 2020 年联邦所得税报税
表中的信息发放。 如果您有资格获得子女税优惠，但未收到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您可以在 2022 年报税季提交
2021 年的报税表时申请全额优惠金额。
若要了解有关资格和如何支付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更多信息，参阅主题 B：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和 2021 年子女税
优惠资格和 主题 E：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流程。
问题 A3：本人是否需要有收入才能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3：不。即使您的收入为 0 美元，如果具备资格，也可能领取到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从 7 月开始发放，按月持续到 2021 年 12 月，一般根据您的 2019 年或 2020 年联邦所得税报税
表中的信息发放。 如果您有资格获得子女税优惠，但未收到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您可以在 2022 年报税季提交
2021 年的报税表时申请全额优惠金额。
若要了解资格相关信息，参阅主题 B：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和 2021 年子女税优惠资格 。
问题 A4：如果本人不能自己填写本人的 2020 纳税申报表，本人在哪里可以获得帮助？（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
回答 4：如果您不能或者选择不使用子女税优惠非申报人注册工具、IRS 免费文件、或免费申报可填写表格申报
您的 2020 年纳税申报表，有各类纳税申报表填表人，包括注册会计师、注册代理人、律师和其他人可以协助您
申报纳税申报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关于这些和其他可能适合您的纳税申报表填表人的更多信息，请访问需要人
填写报税表吗？

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从 7 月开始发放，按月持续到 2021 年 12 月，一般根据您的 2019 年或 2020 年联邦所得税报税
表中的信息发放。 如果您有资格获得子女税优惠，但未收到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您可以在 2022 年报税季提交
2021 年的报税表时申请全额优惠金额。
问题 A5：如果本人不想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会怎样？（2022 年 11 月 1 日更新）
回答 5：如果您不愿意每月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因为您更喜欢在 2021 年报税时申请全额抵免，或者您知道
2021 年的纳税年度无资格领取子女税优惠，国税局为您提供选择，您可通过子女税优惠更新门户网站（CTC UP
）取消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若要了解有关 CTC UP 的更多信息，参阅主题 F：2021 年期间，更新您的子女税优惠信息。
问题 A6 国税局何时开始支付子女税优惠预付款？（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6：国税局 将在 7 月 15 日开始支付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此后，将在 2021 年 12 月之前按月支付。
若要了解有关如何支付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更多信息，参阅主题 E：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流程。
问题 A-7：国税局在支付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之前，是否联系本人？（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7：是。6 月，IRS 将向您发送第 6417 号信函。本函向您通知您的每月子女税优惠预付款金额。本函还将说
明您可以在哪里找到关于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额外信息。

问题 A8：本人怎样才能有资格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8：如果您有一个具备资格的子女，您就有资格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而且，您或您的配偶如果已婚申报
联合纳税申报表，则必须在 50 个州之一或哥伦比亚特区拥有主要住所超过半年。您的主要住所可以是您常住的
任何地点。您的主要住所可以是您的房屋、公寓、活动房屋、庇护所、临时住所或其他地点，无需在整个纳税年
度在相同的物理位置。您无需固定地址来获得此等付款。如果您因为疾病、教育、业务、休假或服兵役暂时离开
主要住所，您通常视为居住在主要住所。
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从 7 月开始发放，按月持续到 2021 年 12 月，一般根据您的 2019 年或 2020 年联邦所得税报税
表中的信息发放。 如果您有资格获得子女税优惠，但未收到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您可以在 2022 年报税季提交
2021 年的报税表时申请全额优惠金额。
若要了解有关子女税优惠预付款资格和子女税优惠的更多信息，参阅主题 B：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和 2021 年子女
税优惠资格 。
若要了解如何根据您的收入金额扣减您的子女税优惠金额的更多信息，参阅主题 C：计算 2021 年子女税优惠。
问题 A9：如果本人申报 2021 年报税表，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是否会造成退款延迟？（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

回答 9：否。但是，如果您在 2021 年联邦所得税报税表上未能正确地将您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与您有资格获得
的子女税优惠进行调整，国税局对您报税的处理将推迟。
关于如何在 2021 年报税表上将您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与您的子女税优惠进行调整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主题H：
在 2021 年报税表上调整您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问题 A10：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是否缴纳税收？（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10：否。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不属于收入，因此不在您的 2021 年纳税申报表中作为收入予以填报。子女税优
惠预付款是您 2021 税收年度子女税优惠的预付款。
但是，您在 2021 年间领取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总金额基于 IRS 对您的 2021 年子女税优惠预估值。如果总额大于
您在 2021 年报税时允许申请的子女税优惠金额，您必须在 2022 年报税季期间在 2021 年纳税申报表中退还超出
的金额。例如，如果您领取 2020 年纳税申报表上正确申报的两个具备资格子女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但您在
2021 年不再有具备资格的子女，除非您有资格享受还款保护，否则您基于这两个子女领取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将加到您 2021 年的所得税中。若要了解有关您的退款保护资格，以及如何协调在 2021 年纳税申报表上您的子
女税优惠预付款与您的子女税优惠，参阅主题 H：调整您在 2021 年纳税申报表上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出于此原因，个人可能希望取消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登记。11 月 29 日东部时间下午 11:59 作出的更新，将
在 12 月发放的月度付款中予以反映。您能够通过子女税优惠更新门户网站（CTC UP）取消登记。若要了解有关
CTC UP 的更多信息，参阅 主题 F：2021 年期间更新您的子女税优惠信息和主题 J：取消预付款。
问题 A11：国税局是否会向本人发送一封关于本人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信函，帮助本人在 2021 年纳税申报表
中申请正确的子女税优惠金额？（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11：是。2022 年 1 月，IRS 将向您发送 6419 号信函，向您提供 2021 年向您支付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总金
额。请将关于您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本函与您的纳税记录一同保存。您在 2022 年报税季期间申报您的 2021 年
纳税申报表时，可能需要参考本函。
若要了解关于本函以及如何协调在 2021 年纳税申报表上您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与您的子女税优惠，参阅主题 H
：调整您在 2021 年纳税申报表上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问题 A12：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是否影响本人领取任何政府福利？（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12：不。在根据任何联邦计划、或根据全部或部分由联邦资金资助的任何州或地方计划，确定您或任何其
他人是否具备有享受福利或援助的资格，或者您或其他人能收到多少福利或援助时，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不能算作
收入。至少在您收到该款项后的 12 个月内，这些计划也不能将子女税优惠预付款视为确定资格的资源。
问题 A13：本人是否可以致电 IRS 或本人的税务软件公司或银行更新本人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银行账户信息？（
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答 13：国税局将在 IRS.gov 上提供子女税优惠更新门户网站 (CTC UP)，允许您向 IRS 更新信息，包括您的银行账
户信息。

问题 A14：本人如何避免与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有关的诈骗？（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14：国税局已经呼吁所有人都要警惕利用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作为阴谋幌子盗取个人信息和金钱的诈骗者。
国税局不会通过以下方式发起联系：电子邮件、短信或社交媒体渠道，要求提供个人或财务信息，甚至与子女税
优惠预付款有关的信息。另外，要提防带有以下附件或链接的电子邮件：声称含有关于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或子女
税优惠退款的特殊信息。

如果您收到与 IRS 相关的可疑电邮，参阅举报网络钓鱼和网络诈骗，获取额外信息。
问题 A15：本人想在本人的社区传播有关子女税优惠和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消息。本人该怎样操作？（2022 年 1
月 12 日更新）
回答 15：IRS 将发布额外的材料和信息，这些材料和信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电子邮件和其他方式轻松分享。IRS
呼吁雇主、社区团体、非营利组织、协会、教育团体以及与有子女的人有联系的任何其他人，在 2021 年子女税
优惠和子女税预付款：资源和指南（英文）中分享有关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和 2021 纳税年度子女税优惠扩张的这
些重要信息。
在 2022 年报税季之前，国税局将继续提供有关如何申请 2021 年子女税优惠的材料，以及如何将子女税优惠预付
款与您有资格获得的 2021 年子女税优惠金额进行调整。
关于如何在 2021 年报税表上调整您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与子女税优惠金额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主题 H：调整您
在 2021 年纳税申报表上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从 7 月开始发放，按月持续到 2021 年 12 月，一般根据您的 2019 年或 2020 年联邦所得税报税
表中的信息发放。 如果您有资格获得子女税优惠，但未收到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您可以在 2022 年报税季提交
2021 年的报税表时申请全额优惠金额。
问题 A16：我何时能够更新我的信息？（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16： 11 月 29 日东部时间下午 11:59 作出的更新，将在 12 月安排的月度付款中予以反映。您在提交 2021 年
报税表时应对符合条件子女的数量或申报状态予以更新。

* 您可以进行更改的日期

您可以做什么

6月21日

•
•
•

了解你是否符合条件
取消预付款
查看您的预付款清单

6月30日

•

更改您的银行信息

8月20日

•

更改您的地址

11 月 1 日

•

更改您的收入信息

11 月 29 日

•
•

在 CTC UP 上更新影响 12 月发放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信息的最终日期。
子女税优惠更新门户网站提供西班牙语服务

* 日期可能会有变化

主题 B：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和 2021 年子女税优惠资格
问题 B1. 谁有资格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1 ：如果您有一个具备资格的子女，您就有资格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而且，您或您的配偶如果已婚申报
联合纳税申报表，则必须在 50 个州之一或哥伦比亚特区拥有主要住所超过半年。
您的主要住所可以是您常住的任何地点。您的主要住所可以是您的房屋、公寓、活动房屋、庇护所、临时住所或
其他地点，无需在整个纳税年度在相同的物理位置。您无需固定地址来获得此等付款。如果您因为疾病、教育、
业务、休假或服兵役暂时离开主要住所，您通常视为居住在主要住所。
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从 7 月开始发放，按月持续到 2021 年 12 月，一般根据您的 2019 年或 2020 年联邦所得税报税
表中的信息发放。 如果您有资格获得子女税优惠，但未收到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您可以在 2022 年报税季提交
2021 年的报税表时申请全额优惠金额。
若要了解如何根据您的收入金额扣减您的子女税优惠金额的更多信息，参阅 主题 C：2021 年子女税优惠计算方
法。
问题 B2. 2021 年子女税优惠"具备资格子女"的要求是否发生变化？（2021 年 6 月 14 日添加）
回答 2：是。
问题 B3. 谁是 2021 年子女税优惠"具备资格子女"？（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3：2021 纳税年度，具备资格子女是指在 2022 年 1 月 1 日前未满 18 岁且满足以下条件的个人：
1. 此人是纳税人的儿子、女儿、继子女、具备资格的寄养子女、兄弟、姐妹、同父异母兄弟、同母异父姐
妹、同母异父兄弟、同母异父姐妹或其中任何一人的后代（例如孙辈、侄女或侄子）。
2. 2021 年期间，此人提供的抚养费不得超过自己的一半。
3. 此人与纳税人在一起生活 超过2021 年纳税年度的一半。若要了解本项要求的例外情形，参阅 IRS 第 972
号出版物《子女税优惠和其他被抚养人税收抵免》（英文）。
4. 此人被适当称为纳税人的被抚养人。如要了解有关如何正确声明某人为被抚养人的更多信息，参阅 IRS 第
501 号出版物《被抚养人、标准扣减和备案信息》（英文）。

5. 此人不与配偶共同申报 2021 纳税年度的纳税申报表，或者申报纳税申报表只是为了申请预扣所得税或已
缴预估税收退税。
6. 此人是美国公民、美国国民或美国侨民。若要了解此情况的更多信息，参阅 IRS 第 519 号出版物《侨民税
收指南》（英文）。
问题 B4. 本人、或本人的子女是否需要有社会保险号码才有享有子女税优惠？（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4：您或您的配偶夫妻共同申报纳税申报表的，必须拥有社会保险号码 (SSN) 或 IRS 个人纳税识别号码 (ITIN)
。您申报 2020 年纳税申报表或 2019 年纳税申报表时（包括当您在 2020 年在 IRS.gov 上的非申报人工具或2021年
的 税优惠非申报人工具中输入信息时），就会收到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对于每个拥有在美国就业有效 SSN 的各具备资格的子女，将支付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问题 B5. 就业有效的社会保险号码是指？（2021 年 6 月 14 日添加）
回答 5：对于具备资格的子女，有效 SSN 是指在美国 就业有效（英文）的社会保险号码，由美国社会保险局
(SSA) 在您的 2021 年纳税申报表（包括延期）到期日前签发。
如果个人在收到 SSN 时是美国公民，则 SSN 对于在美国就业有效。如果个人的 社会保险卡上印有"就业无效"字样
，个人 的移民身份已变更，其现在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则向 SSA 索取新的社会保险卡（英文）。
但是，如果个人社会保险卡上印有"只有经国土安全部 (DHS) 授权放对工作有效"字样，则只要国土安全部授权有
效，个人就拥有所需的 SSN。
问题 B6. 如果我的具备资格子女在 2021 年死亡，我是否可以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
回答6：是。如果您的具备资格子女在 2021 年任何时间在世，在世期间与您共同生活超过 2021 年一半时间，则
您的子女是 2021 年子女税优惠的具备资格子女。因此，您有资格领取您具备资格子女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从 7 月开始发放，按月持续到 2021 年 12 月，一般根据您的 2019 年或 2020 年联邦所得税报税
表中的信息发放。 如果您有资格获得子女税优惠，但未收到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您可以在 2022 年报税季提交
2021 年的报税表时申请全额优惠金额。
问题 B7: 本人如何知道本人是否具备领取预付款资格？（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7: 若要查看您是否具备领取预付款资格，请使用子女税优惠预付款资格助手（英文）。
问题 B8：本人的款项已发放，但本人未领取。本人要怎样做？（2021 年 6 月 21 日添加）
回答8. 如果您在以下时间框架内未领取款项，您可以申请款项追溯，跟踪您的款项。除非发生以下情况，否则我
们不能追溯您的款项：
•
•

自存款日以来已有 5 日时间，且银行称其未收到款项
自支付付款寄至标准地址已有 4 周时间

• 自款项邮寄起已有 6 周时间，且您在本地邮局档案中有转寄地址
• 自款项邮寄起已有 9 周时间，且您有外国地址
若要开始款项追溯，请邮寄或传真填写完毕的表3911纳税人有关退税的声明（英文）。

主题 C：2021 年子女税优惠计算方法
问题 C1: 2021 年子女税优惠金额是多少？（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1: 对于 2021 税收年度，每个具备资格子女的子女税优惠，自 2,000 美元：
•
•

对于 2021 年结束时 5 岁以下的子女，增至 3,600 美元；以及
对于 2021 年结束时 6 至 17 岁的子女，增至 3,000 美元。

备注：其他被抚养人 500 美元不可退还税收抵免额保持不变。若要了解其他被抚养人抵免额更多信息，参
阅 IRS 第 972 号出版物《子女税优惠和其他被抚养人抵免额》（英文）。
问题 C2: 本人的子女税优惠额是否可以根据本人 2021 年收入减少？（2021 年 6 月 14 日添加）
回答 2: 是。根据 2021 年您的变更调整后总收入 (AGI)，子女税优惠分两个阶段逐步取消。
第一个逐步取消步骤中，可将子女税优惠降至每个子女 2,000 美元。
•

即，到 2021 年底，第一个逐步取消步骤中，只能降低 5 岁以下具备资格子女的 1,600 美元增长额，以及
6 岁至 17 岁具备资格子女的 1,000 美元增长额。

第二个逐步取消步骤中，可将剩余子女税优惠降至每个子女 2,000 美元以下。
若要了解降低 2021 年子女税优惠的变更 AGI 金额的额外信息，参阅下文问题C4和问题C5。
问题 C3: 什么是变更 AGI？（2021 年 6 月 14 日添加）
回答 3: 就子女税优惠和子女税优惠预付款而言，您的变更 AGI 是您调整后的总收入（来自 2020 年 IRS F表格 1040
第 11 行，或，如果您未提交 2020 年报税表，则来自 2019 年 IRS 表格 1040，第 8b 行），加上以下可能适用于您
的金额。
•
•

2020 年 或 2019 年 IRS 表格 2555 “外国所得收入”（英文）第 45 行或第 50 行中的任何金额。
由于是来源于波多黎各或美属萨摩亚而从总收入中排除的任何金额

如果您没有上述任何一种收入，您的变更 AGI 与 您的 AGI 相同。
问题 C4: 第一个逐步取消步骤中如何将 2021 年子女税优惠降至每个子女 2,000 美元？（2021 年 6 月 14 日添加）
回答4: 如果您的 2021 年变更 AGI 超过以下金额，则子女税优惠开始降至每个子女 2,000 美元。
•
•

150,000 美元，如果夫妻共同申报，或者作为具备资格的丧偶人士申报；
112,500 美元，如果作为户主申报；或者

•

75,000 美元，如果您是单身申报人或者已婚单独申报。

您的变更 AGI 每超过适用于您的上述收入限额 1,000 美元（或其中一部分），第一个逐步取消步骤中扣减子女税
优惠 50 美元。
问题 C5: 第二个逐步取消步骤中，如何降低剩余子女税优惠降的 2,000 美元？（2021 年 6 月 14 日添加）
回答5: 除非您的 2021 年变更 AGI 超过以下金额，否则子女税优惠不开始降至每个子女 2,000 美元以下：
•
•

400,000 美元，如果夫妻共同申报；或者
200,000 美元，所有其他申报状态。

您的变更 AGI 每超过适用于您的上述收入限额 1,000 美元（或其中一部分），第二个逐步取消步骤中扣减子女税
优惠 50 美元。

主題 D：子女税优惠计算方法
问题 D1：如何确定本人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金额？(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1: 我们通过估计您有资格在 2022 年报税季在 2021 年纳税申报表上申请的子女税优惠额，来确定您的子女税
优惠预付款金额。
我们基于您的已处理的 2020 年纳税申报表所示的信息，预估您的 2021 年子女税优惠额（包括您在2021年子女税
优惠非工具输入的信息）。如果我们未处理您的 2020 纳税申报表，我们确定自 7 月开始任何月份您的子女税优
惠预付款金额时，我们将基于您的 2019 纳税申报表中所示的信息（包括您在 2020 年在 IRS.gov 输入非申报人工
具的信息），预估您的 2021 年子女税优惠金额。如果我们处理您的 2020 年纳税申报表，我们重新计算您的子女
税优惠预付款，并调整任何剩余的月付款。
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从 7 月开始发放，按月持续到 2021 年 12 月，一般根据您的 2019 年或 2020 年联邦所得税报税
表中的信息发放。 如果您有资格获得子女税优惠，但未收到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您可以在 2022 年报税季提交
2021 年的报税表时申请全额优惠金额。
备注：子女税优惠预付款金额不含其他被抚养人的 500 美元抵免额，后者不可退还。若要了解其他被抚养人抵免
额更多信息，参阅 IRS 第 972 号出版物《子女税优惠和其他被抚养人抵免额》（英文） 。
问题 D2：具备资格的个人可以领取多少子女税优惠预付款？(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2：具备资格个人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总额等于个人 2021 年预估子女税优惠金额的一半。然后，该金额分
成每月向其支付的预付款。
因此：
•

对于 5 岁以下具备资格的子女，通常具备资格的个人领取 300 美元。这是将 3,600 美元分成两半，即
1,800 美元所决定的金额。每月 300 美元，六个月共向具备资格的个人支付 1,800 美元。

•

对于 6 至 17 岁具备资格的子女，通常具备资格的个人领取 250 美元。这是将 3,000 美元分成两半，即
1,500 美元所决定的金额。每月 250 美元，六个月共向具备资格的个人支付 1,500 美元。

主題 E：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流程
问题 E1：个人何时有资格领取子女税优惠付款？（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1: 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将从 2021 年 7 月 15 日起至12 月按月分期发放。
付款月份

付款日期

7月

2021 年 7 月 15 日

8月

2021 年 8 月 13 日

9月

2021 年 9 月 15 日

10 月

2021 年 10 月 15 日

11 月

2021 年 11 月 15 日

12 月

2021 年 12 月 15 日

答：从 2021 年 7 月 15 日至 2021 年 12 月，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将按月分期支付。我们很快就会提供关于您预计何
时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详细信息。
问题 E-2：个人如何有资格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2: 如果 IRS 收到具备资格的个人的银行信息，付款将以直接存款的形式发送给其。我们将按以下顺序使用以
下来源的银行账户信息：
•
•
•
•

具备资格的个人的 2020 年报税表，包括在 2021 年输入到子女税优惠非申报人注册工具的信息
具备资格个人的 2019 年报税表，包括在 2020 年在 IRS.gov 上的非申报人注册工具中输入的信息。
您的列于子女税优惠更新门户网站的信息。
向具备资格的个人提供服务的联邦机构，例如：社会保障局、退伍军人事务部、或铁路退休委员会。

如果我们没有可以发放直接存款的银行账户信息，我们通过邮寄方式发放您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从 7 月开始发放，按月持续到 2021 年 12 月，一般根据您的 2019 年或 2020 年联邦所得税报税
表中的信息发放。如果您有资格获得子女税优惠，但未收到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您可以在 2022 年报税季提交
2021 年的报税表时申请全额优惠金额。
问题 E-3：本人的 2019 年报税表用来确定本人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本人申报本人的 2020 年报税表，收入金额
有所不同。国税局是否更新本人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金额？（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3: 是。在 IRS 处理您的 2020 年纳税申报表后，将重新计算您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我们将在 2021 年调整您
的剩余款项，增加或减少 2021 年期间应支付给您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总额。

主题 F：2021 年期间更新您的子女税优惠信息
问题 F1: 如果本人的银行、邮寄地址、收入或家庭信息在 2021 年发生变化，该怎么办？（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
回答1: 国税局在IRS.gov 上提供子女税优惠更新门户网站（CTC UP），这些功能允许您：
•
•
•

选择在 2021 年间不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更新您的银行账户信息；
更新您的邮寄地址；以及

1. 更新您的收入。
11 月 29 日东部时间下午 11:59 作出的更新，在 12 月发放的月度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中予以反映。
备注：如果您但没有账户，许多金融机构会帮助您开一个低成本或无成本的银行账户。请访问 联邦存款保险公
司网站（英文），了解在线开户的细节，或使用FDIC的BankFind（英文）工具找到一家FDIC担保的银行。BankOn
（英文）、美国银行家协会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英文）、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家 (Independent
Community Bankers of America)（英文）以及 国家信用合作社管理局 (National Credit Union Administration)（英文
）有可以在线开户的银行和信用社的名单。如果您是退伍军人，请参见退伍军人福利银行计划（英文），获取参
与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
问题 F2: 本人 2021 年的收入将与本人申报的 2020 年纳税申报表上显示的收入大不相同。IRS 是否会更新本人的
子女税优惠预付款金额，将这些变化纳入考虑？（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2: 是的，条件是您使用子女税优惠更新门户网站（CTC UP）提供您的最新收入。在 2021 年晚些时候，本在
线门户网站允许您更新您计划在 2021 年纳税申报表上报告的收入，以便我们可以更改您 2021 年子女税优惠的预
估值。这允许我们改变您每月子女税优惠付款的金额。
11 月 29 日东部时间下午 11:59 作出的更新，在 12 月发放的月度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中予以反映。
问题 F3: 如果本人 2021 年的报税表上申报一个子女，但在 2020 年的报税表上未申报该子女会怎样？（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3: 您的首次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将基于您的 2020 年纳税申报表（或 2019 年纳税申报表，如果您的 2020 年纳
税申报表截至您的子女税优惠每月预付款的付款确定日期尚未处理）中您申请子女税优惠的子女。
如果您未领取您将在 2021 年申请的具备资格子女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您可以在 2022 年报税季提交您的 2021
年报税表时为该子女申请全额许可子女税优惠。

问题 F4: 扩大和增加的子女税优惠和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加上目前从本人的工资中预扣的所得税，会如何影响本
人 2021 年所得税报税表上的退税额或欠税额？（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4: 从2021年7月开始，国税局开始每月向纳税人预付2021年子女税优惠的款项。 对于许多纳税人来说，
2021年子女税优惠的金额也比2020年子女税优惠的金额有所增加。 然而，取决于纳税人的情况，预付款总额可
能大于2021年优惠的任何增加额。如果在2021年没有做任何事情来调整他们工资中的所得税预扣（并且没有取消
每月预付款），对于这种情况的纳税人，他们在2022年收到的退税金额可能比2021年收到的退税减少，或者在
2022年他们提交的2021年所得税报税表上的欠税额可能比在2021年的欠税额增加。 一些纳税人也可能从2021年
获得退税转为在2022年欠下税款。
因此，在2021年提交2020年报税表时收到少量退税或有欠税额的纳税人应取消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更新他们的
W-4表格，在表格的第4c步输入每个工资支付期要预扣的额外金额，或在2021年剩余时间内按季度支付预估税款
。
11 月 29 日东部时间下午 11:59 作出的更新，在 12 月发放的月度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中予以反映。
关于您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如何计算和支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主题D：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计算，以及主题E
：子女税优惠的预付款流程。 个人可以通过 子女税优惠更新门户（CTC UP）取消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有关CTC
UP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主题F：2021 年期间更新您的子女税优惠信息。

主题 G：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问题 G1: 如果本人认为本人某月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金额不正确，该怎么办？（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1：首先，您应该查阅 IRS 在您领取首笔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之前邮寄给您的第 6417 号信函。本函将告知您
2021 纳税年度的子女税优惠预估金额以及子女税优惠预估预付款。
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从 7 月开始发放，按月持续到 2021 年 12 月，一般根据您的 2019 年或 2020 年联邦所得税报税
表中的信息发放。如果您有资格获得子女税优惠，但未收到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您可以在 2022 年报税季提交
2021 年的报税表时申请全额优惠金额。
若要了解有关 CTC UP 的更多信息，参阅主题 F：2021 年期间更新您的子女税优惠信息。
问题 G2: 如果本人拖欠前几年的税收或其他联邦或州债务，本人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是否会减少？（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2: 否。子女税优惠款预付款不因为您前几年的逾期税款或您所欠的其他联邦或州的债务而予以扣减（即抵
消）。
但是，如果您在申报 2021 年纳税申报表时收到退款，您的退款中包含的任何剩余子女税优惠金额，可能被您所
欠的税收债务或其他联邦或州债务抵消。
问题 G3: 如果本人的配偶或本人欠子女抚养费，本人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是否会抵消？（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

回答 3: 否。
问题 G4: 本人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是否会被扣押？（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4: 是。根据联邦法律，非联邦债权人不免除扣押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因此，您所在州和地方政府的法律允
许的范围内，您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可能已被您所在州、地方政府和私人债权人扣押，包括根据涉及非联邦方的
法院命令（可能包括与犯罪有关的罚款、行政法庭费用、赔偿金和其他法院命令的债务）进行的扣押。
但是，一些州和金融机构已经选择采取行动来保护这些付款；这些付款仍然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免于抵消。例
如，如果纳税人不但收到一份由私人方获得的针对其的判决，而且拖欠应征收的联邦税，则 IRS 未对联邦税的缴
款进行抵消。
问题 G5: 如果配偶拖欠联邦或州的债务而本人未拖欠，本人是否需要申报受损配偶索赔（表格 8379）？（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5: 否。子女税优惠款预付款不因为您前几年的逾期税款或配偶所欠的其他联邦或州的债务而予以扣减（即
抵消）。
但是，如果如果您和配偶共同申报 2021 年纳税申报表并获得退款，您的退款中包含的任何剩余子女税优惠金额
，可能被配偶所欠的税收债务或其他联邦或州债务抵消。您可以一同申报表格 8379（英文）与您的 2021 年纳税
申报表。
问题 G6: 虽然本人和子女都不住在美国，但本人还是用美国地址填写 2020 年的报税表。本人在美国的地址收到
第 6417 号信函，其中述明国税局将开始向本人发放子女税优惠预付款。该怎么办？（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6: 您无资格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您在申报您的 2021 年纳税申报表时可能有资格申请子女纳税抵免，，
但是，因为您的主要住所在 2021 年一半以上时间里不在美国，所以您不能申请每个子女的全部 3,000 美元或
3,600 美元。我们向您发放的预付款可能已超出您可以下一年在 2021 年报税表上申请的子女税优惠金额。
您使用子女税优惠更新门户网站（CTC UP），可能已取消登记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11 月 29 日东部时间下午
11:59 作出的更新，在 12 月发放的月度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中予以反映。
若要了解有关 CTC UP 的更多信息，参阅主题 F：2021 年期间更新您的子女税优惠信息。
问题 G7: 本人已领取本人具备资格子女的一笔以上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但该子女于 2021 年 3 月搬走和另一位家
长同住。该怎么办？（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7: 您应当采取以下行动：
•

•

与您的子女的另一位家长达成协议，允许您为该子女申请 2021 年的子女税优惠。您需要从子女的另一位
家长收到一份签名的表格 8332“监护权父母放弃申请子女免税的弃权书/撤销书”（英文），并将其随附于
您申请子女免税的 2021 年 纳税申报表。
考虑使用子女税优惠更新门户网站（CTC UP）来取消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注册，或将该子女从您
向 IRS 申报的子女税优惠信息中删除。因此，考虑到您取消该子女的注册或删除该子女，您未来的子女税

优惠预付款金额将减少。11 月 29 日东部时间下午 11:59 作出的更新，在 12 月发放的月度子女税优惠预
付款中予以反映。
如果您未采取任何措施，您可能需要在下一年申报 2021 年纳税申报表时向 IRS 偿还您领取的基于子女的子女税
优惠预付款金额。
若要了解有关 CTC UP 的更多信息，参阅主题 F：2021 年期间更新您的子女税优惠信息和主题 M：与共同监护相
关的常见问题。
问题 G8: 如果本人报告，本人是税收相关身份盗窃的受害者，如何确保本人能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8: 如果您报告，您是是税收相关身份盗窃的受害者，IRS 在您税收相关身份盗窃问题解决之前， 不向您发放
子女税优惠预付款。通过这些问答，我们提供税收相关身份盗窃的更多详情。
问题 G9: 如果本人怀疑，本人是税收相关身份盗窃的受害者，本人该怎样做才能确保本人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1 月更新）
回答 9. 如果您认为自己是与税收相关身份盗窃的受害者，并且没有向 IRS 报告与税收相关身份盗窃的问题，您
应该采取措施保护自己。通过在 IdentityTheft.gov（英文） 申报表格 14039“身份盗窃宣誓书”（英文） PDF 或通
过填写纸质表格 14039 向 IRS 作出通知。
IRS 在您税收相关身份盗窃问题解决之前， 未向您发放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如果您未领取您将在 2021 年申请的
具备资格子女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您能够在 2021 年报税季提交您的 2021 年报税表时为该子女申请全额许可子
女税优惠。
问题 G10: 本人需要作什么来获取预付款？（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10: 国税局将使用您的2019年或2020年的报税表，或您在2020年在IRS.gov上的非申报者工具中输入的信息
，以确定您是否符合条件并自动为您登记。您不需要采取任何额外的行动。
如果您今年或去年不需要报税，而且您去年没有登记经济影响补助金，您能够在 2022 年报税季提交您的 2021 年
报税表时，申请子女税优惠您未领取的该部分金额。
问题 G11: 为何本人是通过邮寄的纸质支票收到的本人的月度子女税优惠预付款？（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11: 如果国税局没有您的银行账户信息，无法通过直接存款方式向您发放款项，其将把您的子女税优惠预
付款按纸质支票寄送。
另外，如果您的银行账户已关闭或无效，国税局将以邮寄纸质支票的方式重新向您发放款项。
关于个人如何提供或更新其银行账户信息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常见问题 F：如果本人的银行、邮寄地址、收入或
家庭信息在 2021 年发生变化，该怎么办？

主题 H：调整您在 2021 年纳税申报表上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问题 H1: 本人如何在本人的 2021 年纳税申报表上调整本人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和本人的子女税优惠？（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1: 您在 2022 年报税季期间申报您的 2021 年纳税申报表时，可能需要比较：
1. 您在 2021 年收到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总额；以及
2. 您在 2021 年纳税申报表中正确申请子女税优惠款。
子女税优惠超额部分：如果您的子女税优惠额超出您的子女税优惠额预付款，您可以在您 2021 年的纳税申报表
上申请剩余的子女税优惠额。
子女税优惠预付款超额部分：如果您领取的子女税优惠额预付款总额超出您可以在 2021 纳税年度正确申请的子
女税优惠额，您可能需要向 IRS 偿还部分或全部超额款项。
2022 年 1 月，IRS 将向您发送 6419 号信函，向您提供 2021 年向您支付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总金额。请将关于您
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本函与您的纳税记录一同保存。您在 2022 年报税季期间申报您的 2021 年纳税申报表时，
可能需要参考本函。
问题 H2: 子女税优惠额预付款总额为什么可能会比本人 2021 年的子女税优惠额高？（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2: 您在 2021 年期间领取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金额是基于 IRS 对您在 2021 年纳税年度正确获准的子女税优惠
金额的预估值。法律要求此预估植依照两个主要信息来源计算：
1. 您的 2020 纳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或者，如果无法获取该报税表，则使用您 2019 纳税年度报税表（包括
通过 IRS.gov 上的经济影响付款非申报人工具提交的 2019 年报税表，或通过子女税优惠非申报人注册工
具提交的 2020 年报税表）；以及
2. 您在 2021 年向 IRS 提供的任何更新信息，包括通过子女税务抵免更新门户网站（CTC UP）提供的信息。
家庭和生活状况在任何一年中都可能发生很大的改变。下列清单提供可能会导致超额发放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变
化的示例。
•
•
•
•

一位与您同住且具备资格的子女可能会在 2021 年迁出，并在 2021 纳税年度一半以上的时间与不同的人
一起居住。
您的收入在 2021 年有所增加。
您的申报身份在 2021 年发生变化。
您的主要住所在 2021 年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美国境外。

由于该等正常的家庭和生活变化，您领取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可能会超出您在 2021 年的纳税申报表上能正确申
请的子女税优惠。
若要了解有关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更多信息，包括您的主要住所的定义的信息，参阅主题 B：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的资格和 2021 年子女税优惠的资格。

问题 H3: 如果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多于本人在 2021 年报税表上能获得的子女税优惠，本人是否需要向 IRS 偿还款
项？（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3: 有可能。如果您有资格获得本主题 H 中所述的还款保护，您将无需偿还部分或全部超额领取的款项。如果
您不具备还款保护资格，您将需要在 2021 年的纳税申报表中以额外所得税申报超额款项的全额。该额外所得税
减少您的退税金额或增加您在 2021 年应缴纳的总税收。
问题 H4: 本人如何根据 2021 年的收入了解本人不符合申报人还款保护的资格？（2021 年 6 月 14 日添加）
回答 4: 根据您 2021 年的纳税申报表上申报的身份，如果您经修正的调整后总收入（AGI）符合或高于下列金额
，您则不符合任何还款保护的资格。
•
•
•

120,000 美元（如果夫妻共同申报，或以符合资格的丧偶身份申报）；
100,000 美元，如果作为户主申报；或者
80,000 美元，如果您是单身申报人或者已婚单独申报。

若要了解修订 AGI 定义的信息，主题 C：2021 年子女税优惠计算方法。
问题 H5: 本人如何根据 2021 年的收入了解本人是否符合申报人还款保护的资格？（2021 年 6 月 14 日添加）
回答 5: 如果您 2021 年的主要住所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在美国，并且根据您 2021 年的报税表上申报的身份
，如果您经修正的调整后总收入（AGI）符合或低于下列金额，您即无须退还您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任何超额
部分：
•
•
•

60,000 美元（如果夫妻共同申报，或以符合资格的丧偶身份申报）；
50,000 美元，如果作为户主申报；或者
40,000 美元，如果您是单身申报人或者已婚单独申报。

如果您经修正的调整后总收入高于这些金额，或者您 2021 年的主要住所超过一半都不是在美国，则您的还款保
护有可能受限。
若要了解关于您的主要住所的定义，参阅主题B：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资格和2021年子女税优惠的资格。若要了
解修订 AGI 定义的信息，主题 C：2021 年子女税优惠计算方法
问题 H6: 如果本人符合还款保护的资格，本人将有资格获得多少还款减免？（2021 年 6 月 14 日更新）
回答 6: 如果您有资格获得还款保护，则您超额领取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税收义务金额最多可减少还款保护全
额。还款保护全额等于 2,000 美元，并乘以下列各事项：
•
•

IRS 在初步估计您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考虑的合资格子女的人数，减去
在考虑 2021 年纳税申报表上能申请的子女税优惠额时正确考虑的具备资格子女的人数。

示例：您正确地在 2020 年的纳税申报表上申请三位具备资格的子女，但仅在 2021 年的纳税申报表上申请一位具
备资格的子女。如果您具备资格，可获取高达 4,000 美元的还款保护（即针对每位超额领取的具备资格子女获得
2,000 美元）。

根据您 2021 年的纳税申报表上申报的身份，如果您经修正的调整后总收入（AGI）符合或低于下列金额您将可针
对每位超额领取的合资格子女申请 2,000 美元的全额还款保护：
•
•
•

60,000 美元（如果夫妻共同申报，或以符合资格的丧偶身份申报）；
50,000 美元，如果作为户主申报；或者
40,000 美元，如果您是单身申报人或者已婚单独申报。

若要了解修订 AGI 定义的信息，主题 C：2021 年子女税优惠计算方法。
问题 H7: 如果本人的经修正的调整后总收入高于全额还款保护资格的经修正的调整后总收入，本人针对在每位具
备资格子女的超额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还款保护是否会减少？（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7: 是。根据您 2021 年的纳税申报表上申报的身份，您的还款保护金额将会根据您经修正的调整后总收入（
AGI）高于下列金额的部分减少：
•
•
•

60,000 美元（如果夫妻共同申报，或以符合资格的丧偶身份申报）；
50,000 美元，如果作为户主申报；或者
40,000 美元，如果您是单身申报人或者已婚单独申报。

此还款保护金额随您的经修正的调整后总收入（AGI）高于上述金额递减或减少。根据您 2021 年的纳税申报表上
申报的身份，当您的经修正的调整后总收入（AGI）符合或高于上述金额时，您的还款保护金额将会等于 0 美元
，并且您的还款金额将不减少：
•
•
•

120,000 美元（如果夫妻共同申报，或以符合资格的丧偶身份申报）；
100,000 美元，如果作为户主提交；或者
80,000 美元，如果您是单身申报人或者已婚单独申报。

示例：您与配偶共同申报 2020 纳税年度的纳税申报表，并为三位具备资格子女正确申请子女税务抵免。IRS 会根
据这些符合资格的子女预估您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总额。但是，您以 75,000 美元的经修正的调整后总收入共同
申报 2021 年的纳税申报表时，您仅为一名具备资格的子女申请子女税优惠，并因而超额领取两名子女的子女税
优惠。您 $75,000 美元的經修正的調整後總收入超出了您適用的 $60,000 美元的經修正的調整後總收入門檻 25%
。您可能获得的 4,000 美元还款保护全额（即针对每位超额领取的具备资格子女获得 2,000 美元）下降 25%，变
为 3,000 美元。
问题 H8: 如果本人因超额领取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而拖欠 IRS 款项，但在申报 2021 年的报税表时无力偿还，会
怎样？（2021 年 6 月 14 日添加）
回答 8: 大多数需要偿还子女税优惠预付款超额部分的个人都会通过减少已获得的联邦所得税退税来偿还该欠款
。但是，如果您拖欠的款项超出您的退税，IRS 一般会与无法退款的纳税人协调。对这些拖欠的款项制定缴款协
议的流程与其他拖欠的税款的流程相同。若要了解有关如何支付逾期的联邦所得税的更多信息，参阅缴纳您的税
收。

问题 H9: IRS 是否会向本人提供信息帮助本人在 2021 年的报税表上调整本人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9: 是。2022 年 1 月，IRS 将向您发送 6419 号信函，向您提供 2021 年向您支付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总金额
。
重要提示：请将关于您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本函与您的纳税记录一同保存。您在 2022 年报税季期间申报您的
2021 年纳税申报表时，可能需要参考本函。
本函将邮寄至截至信件邮寄日您记录在案的地址。这一般会是您最近期的纳税申报表上的地址，或通过子女税优
惠更新门户网站（CTC UP）或美国邮政服务（USPS）更新的地址。若要了解有关 CTC UP 的更多信息，参阅主题 F
：2021 年期间更新您的子女税优惠信息。

主題 I：美国区域居民以及子女税务抵免预付款
问题 I1: 如果本人是波多黎各的居民，本人是否有资格收到子女税优惠预付款？（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1: 不。您无资格收到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但您可能具备资格在以下表格为合格的子女申领子女税优惠：
•
•
•

2021年表格 1040-PR（英文）
2021年表格 1040-SS（英文）
其他 向 IRS 申报的1040 系列的表格

若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前往 IRS.gov 或查阅表格 表格 1040-PR（英文）
或表格 1040-SS（英文） 的说明，或如果您向 IRS 申报的是其他 1040 系列的表格，则请参阅附表 8812（表格
1040）（英文）以及附表 8812 的说明（英文）。
问题 I2. 对于波多黎各的居民而言，2021 年的子女税优惠有何变化？（2021 年 6 月 14 日添加）
回答2: 在 2021 年中，在2021 年年末为 6 至 17 岁的子女可领取的最大子女税优惠从 2,000 美元增至 3,000 美元（
5 岁及以下子女为 3,600 美元）。即使您没有收入或支付美国社会保险税，您也可以申领此项增加的抵免。从
2021 年开始，必须拥有三名具备资格子女的要求已移除，您在 2021 年只需要一名具备资格子女就可使用以下表
格申领子女税优惠：
•
•
•

2021年表格 1040-PR（英文）
2021年表格 1040-SS（英文）
其他 向 IRS 申报的1040 系列的表格。

问题 I3: 如果本人是美属萨摩亚、北马利安纳群岛，或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居民，本人是否有资格领取子女税优惠
预付款？以及，子女税优惠在 2021 年有那些改变？（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A3: 您可能具备资格向您的美国区域税务机构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若要了解有关任何预付款和子女税优惠的
其他变化的更多信息，请与您当地区域税务机构联络。

问题 I4: 本人是自由联系各邦其中一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或帛琉共和国）的居民。本人
是否具备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或子女税优惠的资格？（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4: 自由联系各邦的公民身份或居留身份本身并不赋予您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或子女税优惠的权利。如果您
一年中有超过半年的主要住所是 50 州的其中一州或哥伦比亚特区，您可能有资格及可能已经有资格获取子女税
优惠以及从 IRS 领取此抵免预付款。
如果您是波多黎各的居民，您可能具备资格获得 IRS 的子女税优惠，但无资格获得此项优惠预付款。
如果您是美属萨摩亚、北马利安纳群岛，或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居民，您可能已经有资格向您的美国区域税收机构
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若要了解有关任何预付款和子女税优惠的其他变化的更多信息，请与您当地区域税务机
构联络。

主题 J：取消预付款
问题 J1: 本人为何应该取消领取？（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1: 个人出于各种原因选择取消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例如，因为在他们提交 2021 年报税表时预计欠税金
额高于预期退税金额等选择取消预付款。
个人领取的款项是其在申报 2021 年报税表时一般会获得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由于这些优惠提前支付，个人收
到的每一美元都会减少其在 2021 年报税表中申请的子女税优惠额。这意味着，通过接受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个
人的退税金额可能减少，或者他们欠的税款可能增加。
个人可以通过取消领取子女税收优惠预付款，并在 2022 年报税季提交 2021 年的报税表时申请优惠，从而避免欠
国税局税收。
问题 J2: 取消领取或变更本人的银行信息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2: 若需停止预付款，或者如果要用子女税优惠更新门户网站 (CTC UP) 修改您的银行信息，您需要在下个月
的第一个周四的 3 天前的东部时间晚上 11:59 分之前取消注册或进行修改。
备注：一旦您取消领取达到一个月时间，您就无需取消后续月份的领取。
11 月 29 日东部时间下午 11:59 作出的更新，在 12 月发放的月度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中予以反映。
付款月份

取消截止日期

付款日期

7月

6/28/2021

7/15/2021

8月

8/2/2021

8/13/2021

9月

8/30/2021

9/15/2021

10 月

10/4/2021

10/15/2021

11 月

11/1/2021

11/15/2021

*12 月

11/29/2021

12/15/2021

问题 J3: 如果本人错过取消的截止日期会发生什么事？（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3: 在我们处理您的取消申请前，您将收到下一次排定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11 月 29 日东部时间下午 11:59 作出的更新，在 12 月发放的月度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中予以反映。
问题 J4: 国税局完成取消流程通常需要多长时间？（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4: 最多可能需要七个日历日。
11 月 29 日东部时间下午 11:59 作出的更新，在 12 月发放的月度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中予以反映。
问题 J5: 本人是否可以重复取消领取？（20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5: 否。取消属于不可撤销的一次性的行动。
问题 J6: 如果本人已婚共同申报，配偶是否也需要取消？（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6: 是。取消仅适用于向国税局作出取消的个人。
问题 J7: 如果本人配偶取消，但本人没有取消，会发生什么事？（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7: 如果您没有取消，您们将继续获得应与配偶共同领取的金额的一半。
主题 K：验证您的身份，管理您的款项
问题 K1: 为何需要验证本人的身份？（2021 年 6 月 22 日新增）
回答 1: 在 IRS 让您访问您的敏感账户信息前，我们需要确保您是本人，而不是伪装成您的人。验证您的身份有助
于确保您的信息安全并防止欺诈和身份窃取。
问题 K2: 要如何验证本人的身份？（2021 年 6 月 22 日新增）
回答 2: 如果您是新使用者，您必须在 IRS 创建一个 ID.me 账户并验证您的身份。ID.me 是一家值得信任的凭证服
务提供商，被选为支援 IRS.gov 的登录服务。
ID.me 使用最新的身份验证技术来快速轻松地验证您的身份。 请在登录或创建新账号（英文）了解更多关
于 ID.me 和 IRS 的验证流程。

如果您在 IRS 已有账户，请使用您的安全访问用户名称和密码并输入安全代码作为多重身份验证（MFA）流程的
一部分。如果您在州政府或联邦机构已有 ID.me 账户，您可以使用您的电子邮箱和密码并完成多重身份验证（
MFA）。
问题 K3: 本人未满 18 岁并被告知无法进行身份验证；本人该如何管理本人的款项？（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3: ID.me 验证 18 岁以上的人士。如果您 17 岁以下并想要取消领取每月款项，请拨打 IRS 信函上的电话号码
。
问题 K4: ID.me 是否会保留本人的信息？（2021 年 6 月 22 日新增）
回答 4: 是，作为受联邦标准规范的凭证服务提供商，ID.me 必须留存人士的信息。 ID.me 使用比许多金融机构更
强的加密措施所有敏感数据。
问题 K5: 本人无法验证本人的身份。本人需要做什么？（2021年9月17日更新）
回答5: 如果您是一个新用户，您必须在国税局创建一个ID.me账户来验证您的身份。您可以在ID.me帮助网站（英
文）上得到帮助，用ID.me验证您的身份。ID.me是一个被选为支持IRS.gov登录服务的值得信赖的有资格凭证的服
务提供商。
您也可以尝试用您用来访问其他服务（如在线账户）的国税局用户名登录子女税优惠更新门户网站。在线账户是
一个在线系统，允许您安全地访问您的个人账户信息。
如果您不能在网上验证您的身份，您可以拨打您从国税局收到的告诉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信件
上的电话号码（第 6416 号信函（英文） PDF）。当您打电话时，您需要回答一些问题以便与客户服务代表核实
您的身份。
问题 K6: 当本人致电国税局要求帮助验证本人的身份时，本人可以向国税局提供关于本人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
哪些信息的更新？（2021年8月19日 新添）
回答6: 您可以更新您的地址或取消子女税优惠预付款项。其他的信息更新，如改变您的银行账户信息，只能在您
核实身份后，通过子女税优惠更新门户（CTC UP）更改。
问题 K7: 本人收到一条信息，上面写着“已发现一种阻止您使用这项服务的情况”。这是什么意思？（2021年8月
27日新添）
回答 7: 在用ID.me验证您的身份后，您可能会看到一条IRS消息，说 "已发现一种阻止您使用这项服务的情况"。如
果您看到这条消息，请稍后再尝试登录。
如果您连续收到这个信息，这意味着您将无法使用子女税优惠更新门户。然而，您可以打电话给您从国税局收到
的告诉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子女税优惠预付款的信件上的电话号码（第 6416 号信函（英文））。当您打电话时，
您需要回答一些问题，以便与客户服务代表验证您的身份。

主题 L：与共同监护相关的常见问题

问题 L1: 本人的子女的父母另一方和本人共同监护我们的子女。国税局如何决定哪一方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1: 国税局依据您的 2020 年报税表或您的 2019 年报税表（如果国税局尚未收到您的 2020 年报税表）中的信
息决定由谁领取 2021 年子女税优惠预付款。换言之，如果您在您的 2020 年报税表中为您的子女申请了子女税优
惠，那么您已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如果您的子女的父母另一方在其 2020 年报税表中为子女申请了子女税优
惠，那么该方已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如果您知道不符合在您的 2021 年报税表中申请子女税优惠（2022 年 4 月到期）的资格，则请登录国税局网站通
过子女税优惠更新门户 (CTC UP) 取消领取每月预付款。2021 年期间仍领取每月预付款，意味着在您在 2022 年报
税季提交您的 2021 年报税表时，您必须偿还该等预付款。如果情况再次出现变化，您有权领取 2021 年的子女税
优惠，则您在提交下一年的报税表时，您可以申请报税表中的全部抵扣金额。
11 月 29 日东部时间下午 11:59 作出的更新，将在 12 月发放的月度付款中予以反映。
问题 L2: 本人的子女的父母另一方和本人约定，对于联邦所得税，本人在每一偶数年为子女申请子女税优惠，另
一方在每一奇数年为子女申请子女税优惠。本人在本人的 2020 年报税表中为我们的子女申请了子女税优惠。国
税局为何向本人发放 2021 年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即使本人不会在本人的 2021 年报税表中申请子女税优惠。（
2021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2: 因为您在您的 2020 年报税表中为子女申请了子女税优惠，国税局自动将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发放给您，即
使您知道您不会在您的 2021 年报税表中为你们的子女申请子女税优惠。在您提交您的 2021 年报税表（2022 年 4
月截止）时，您必须退回超出您就该报税表有权申请部分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如果您符合还款保护资格，则您不必退回部分或全部超出金额。获取关于还款保护的更多信息，参见主题 H：在
您的 2021 年报税表中调整您的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如果您知道您不会在您的 2021 年报税表中申请子女税优惠，则您可能登录国税局网站通过子女税优惠更新门户
(CTC UP) 取消领取每月预付款。如果情况再次出现变化，您有权领取 2021 年的子女税优惠，则您在提交下一年
的报税表时，您可以在 2022 年报税季期间的报税表中申请全部优惠金额。
11 月 29 日东部时间下午 11:59 作出的更新，将在 12 月发放的月度付款中予以反映。
问题 L3: 本人的子女的父母另一方正在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但本人将在本人的 2021 年报税表中为本人的子
女申请子女税优惠。本人还能申请全部子女税优惠吗？（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3: 能。您将能够在您的 2021 年报税表中为您的子女申请全部金额的子女税优惠，即使父母另一方已领取子
女税优惠预付款。父母另一方应已经取消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但其决定不影响您申请子女税优惠。

主题 M：与移民相关的常见问题
问题 M1: 本人没有社会安全号码 (SSN)，但本人有国税局分配的个人纳税人识别号 (ITIN)。本人有资格领取子女
税优惠吗？（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1: 是的。您和您的配偶，如果已婚并提交联合报税表，必须有社会安全号码 (SSN) 或个人纳税人识别号
(ITIN)，才有资格领取子女税优惠。只有您在提交
只有当您在 2020 年报税表或年报税或 2019 年报税表时（或年报税（包括 2020 年在年通过 IRS.gov 上通过非报税
人工具输入信息时，或 2021 年在 IRS.gov 上通过子女税优惠非报税人工具输入信息时）使用了您的正确上的非申
报人工具或 2021 年的子女税优惠非申报人注册工具报税）时使用您的正确 SSN 或 ITIN 时，您才能领取子女税优
惠预付款，您才有资格获得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仅支付给持有在美国可受雇（英文）的社会安全号码人士的每一符合合格子女。
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仅支付给持有在美国可受雇（英文）的社会安全号码人士 (SSN) 的具备资格子女。
问题 M2: 是否本人的子女需要有社会安全号码 (SSN) 本人才能具备领取子女税优惠的资格？（2022 年 1 月 11 日
更新）
回答 2: 需要。您的子女必须持有可受雇的社会安全号码 (SSN) 您才能具备领取子女税优惠的资格。
因此，如果您的子女未持有可受雇的 SSN ，则您没有资格为该子女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问题 M3: 社会安全号码 (SSN) 可受雇是什么意思？（2021 年 8 月 19 日添加）
回答 3: 对于合格子女而言，有效社会安全号码 (SSN) 指在美国可受雇（英文）受雇（英文），由社会安全局
(SSA) 在 2021 年报税表截止日（包括延长期限）前分配的社会安全号码。
如果个人在收到 SSN 时是美国公民，则即为在美国可受雇。如果在个人的社会安全卡上印了“不可受雇”字样，且
其移民身份已经改变，现在已经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则请向社会安全局申请换发新社会安全卡（英文）。
但是，如果在个人的社会安全卡上印了“仅在国土安全部批准后可受雇”字样，则个人仅在国土安全部批准有效期
间，持有符合要求的 SSN 。
问题 M4: 领取子女税优惠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会影响本人的移民身份或获得绿卡吗？（2021 年 8 月 19 日添加）
回答 4: 不会。根据现行法律，领取子女税优惠或您有资格获得的其他联邦税优惠，不会影响您的移民身份，您
获得绿卡，或您以后获得移民福利的资格。 美国公民及移民局在认定“公众负担”时，不会考虑联邦税优惠的领取
情况。
问题 M5: 作为“童年入境暂缓遣返”(DACA) 人员，本人会被禁止为本人的符合资格的子女申请 2021 年子女税优惠
或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吗？（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 5: 不会。属于 DACA 人员不影响您的资格。如果您和您的子女满足全部资格要求，则您可以为您的子女申请
2021 年子女税优惠，并有资格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问题 M6: 本人的子女是 DACA 人员。本人还能为本人的子女申请子女税优惠，并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吗？（
2021 年 8 月 19 日添加）

回答 6: 需要。您的资格不受您的子女是 DACA 人员的影响。如果你的子女持有可受雇的社会安全号码 (SSN)，并
且您和您的子女满足全部其他资格要求，则您有资格为子女申请子女税优惠并领取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主题 N：付款返还
问题 N1. 本人如何返还通过直接存入或纸质版支票收到的子女税优惠？（2022 年 1 月 11 日更新）
回答1: 您应该按下列指示尽快返还付款。
若付款为纸质支票且您未兑现：
•
•

在支票背面的背书签名部分填写“作废”。将作废的国库支票邮寄至下列适当的国税局地址。不要装订、
弯曲或用回形针夹住支票。
在作废支票中附上一份单独的、简短的书面解释，说明退回支票的原因，包括您是否希望取消未来每月
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如果付款是纸质支票且您已将其兑现，或者如果付款是直接存入：
•
•

将应付给“美国财政部”的个人支票或汇票提交至下列适当的国税局地址。在备注行中，填写“AdvanceCTC”
和支票或存款收款人的社会安全号码或个人纳税人识别号。
在您的个人支票或汇票中附上一份单独的、简短的书面解释，说明退还款项的原因，包括您是否希望取
消未来每月子女税优惠预付款。

各州国税局邮寄地址：
若您居住在......

邮寄至该地址

缅因州、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

Andover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310 Lowell St.
Andover, MA 01810

乔治亚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肯塔基州、弗吉尼亚州

Atlanta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4800 Buford Hwy
Chamblee, GA 30341

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俄克拉何马州、德克萨斯州

Austin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3651 S Interregional Hwy 35
Austin, TX 78741

纽约州

Brookhaven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1040 Waverly Ave.
Holtsville, NY 11742

阿拉斯加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夏威夷州、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
俄勒冈州、犹他州、华盛顿州、威斯康星州、怀俄明州

Fresno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3211 S Northpointe Dr.
Fresno, CA 93725

阿肯色州、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密苏里州、蒙大拿
州、内布拉斯加州、新泽西州、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

Kansas City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333 W Pershing Rd.
Kansas City, MO 64108

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北达科他州、南卡罗来纳州、南达科他州、田纳西州

Memphis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5333 Getwell Rd.
Memphis, TN 38118

哥伦比亚特区、爱达荷州、伊利诺伊州、宾夕法尼亚州、罗德岛州

Philadelphia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2970 Market St.
Philadelphia, PA 19104

外国、美国属地或领土*，或使用美国战地邮局或舰队邮局地址，或申报税表 2555 或 4563 或
双重身份外国人。

Austin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3651 S Interregional Hwy 35
Austin, TX 78741

IRS-FA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