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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本咨询由法律援助协会制作。本咨询不是法律意见，也不能代替移民、税务和/或福利专家的意见。

此处所载的资料是截至本文件底部版本日期的最新资讯，可能会有变化。 

 

什么是 2021年《综合拨款法案》（CAA）？ 

CAA是联邦政府在 2020年 12月通过的价值 2.3万亿美元的法律，其中包括应对新冠病毒疫

情的条款。该法有许多不同的部分，包括：  

 通过“复甦退税抵免”(也称为“经济影响补助金”或“刺激纡困金”)向人士提供补肋

金；  

 提高失业保险福利，以及 

 改变某些联邦税收抵免； 

 

注：经济影响补助金是复甦退税抵免的预付补助金。因此，您将在 2020年的纳税申

报中看到经济影响补助金被称为复甦退税抵免。 

 

什么是复甦退税？ 

除其他事项外，CAA提供复甦退税，这是政府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的第二轮补肋。它发放给

收入低于 75,000美元的人士、收入低于 150,000美元的已婚夫妇、收入低于 112,500美元

的纳税户主。这些金额是从 2020年的纳税年度开始的，是根据你的纳税调整后的总收入计

算的。     

 

复甦退税是多少钱？ 

复甦退税为每个合格的人士给予 600美元，每个合格的儿童给予 600美元。 

 

谁有（或没有）资格获得复甦退税？ 

根据 2020年 3月的 CARES法案，与去年的刺激补助金相比有一些变化。如欲获取是次复

甦退税，你必须是一个成年人，拥有一个目前有效的社会安全号码（SSN），并且你不能够

是受抚养人。 

 

如果你只有个人纳税识别号码（ITIN），你就没有资格。 

 

如果你有社会安全号码，而你的孩子有未决美国领养案件的纳税识别号码（ATIN），他们有

资格。 

如果你有社会安全号码，并且是一个混合移民身份家庭的成员，有社会安全号码或未决美国

领养案件的纳税识别号码的家庭成员有资格获得复甦退税，其他持有个人纳税识别号码或没

有号码的家庭成员，即没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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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是 2020年 3月复甦退税的一个正面变化，根据该规定，拥有个人纳税识别号

码的配偶将使整个家庭失去资格。 

 

我需要做什么？ 

复甦退税会自动给你，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如果你。  

•   申报了 2019年的纳税申报。 

•   申报了 2018年的纳税申报。 

•   在 2020年 11月 22日之前使用了 2020年刺激补助金支付的非申报人工具。 

•   领取美国社会安全福利金（包括退休、残疾和遗属）； 

•   领取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SSI)津贴； 

•   领取铁路职工退休基金，或。 

•   领取退伍军人弥偿或养老金（C&P）的退伍军人或其受益人；  

 

注意：一旦您提交了报税表，如果您符合上述其他资格标准，您将有资格自动获得复甦退

税。对于任何提交了简化报税表并已由国税局处理的人，也会自动支付。 

 

如何申请？ 

如果你没有上述任何一项福利，同时你在 2019年或 2018年由于收入低或没有收入而没有报

税，并且你在 2020年 11月 22日之前没有在 IRS.gov非申报人工具上注册，那么你现在不

会收到自动付款。相反，你必须在 2021年提交 2020年联邦所得税申报表，并在申报表的第

30行申请复甦退税。 

 

如果我的孩子在 2019年 12月 31日还未满 17岁怎么办？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年龄在 17岁以下的每个受抚养子女有机会在复甦退税中额外获得

600美元。如果您在 2019年或 2018年将子女作为受抚养人报税，并且在其他方面符合条

件，您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即可每个孩子获得额外的 600美元。在国税局使用的纳税年度结束

时，孩子必须在 17岁以下。（这可包括由授权安置机构安置的寄养儿童，而他们与你一起

生活了半年以上）。 

 

如果你在 2019年或 2018年没有报税，且家中有 17岁以下的孩子，你应该报税，以获得每

个孩子额外的 600元。另外，孩子们不能在别人的税单上被申请为受抚养人，而且他们必须

有社会安全号码或未决美国领养案件的纳税识别号码。 

 

虽然 17岁及以上的受抚养人没有资格申请子女补助，但不符合受抚养人资格的大学生和应

届毕业生可能有资格申请复甦退税。 

 

我可以得到多少钱？ 

你的复甦退税金额取决于你的家庭规模和 2020年报税时的收入多少。一个没有孩子、收入

75,000美元或更少的单身人士，将获得 600美元。一对已婚夫妇、收入在 15万或以下、没

有孩子，将获得 1200美元。户主报税人的收入如在 112,500元或以下，将获得 600元。但

是，超过这些收入水平的收入每 100美元，退税金额就会减少 5美元。每增加一个 17岁以

下的受抚养子女，经济影响付款就会增加 6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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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么时候能拿到复甦退税？  

复甦退税的正式付款日期是 2021年 1月 4日，但初期得直接付款于 2020年 12月 29日已

开始到达。实体支票于 2020年 12月 30日星期三开始邮寄。 

 

我已经收到了我的复甦退税，但它并不包括我的孩子的额外资金。我该怎么办？  

如果你今年没有获得复甦退税，你可能需要在 2021年提交 2020年的报税表，以获得每个

17岁以下儿童的额外 600美元。  

 

如果我和我的配偶共同报税，但只有一个人有社会安全号码，另一个人有个人纳税识别号

码，怎么办？ 

这不再是一个问题。拥有社会安全号码的配偶可以获得复甦退税，而另一配偶将无法获得。  

 

我是否需要偿还复甦退税？ 

不是的，复甦退税是一种预支的税收抵扣，不是从未来的任何事项中抽出来。只要你正确地

收到了它，你不必偿还它。它不会从其他任何东西中扣除。它不是贷款，而是退税。 

 

复甦退税会不会对我的移民目的造成伤害，或者使我成为公共负担？ 

不，复甦退税不计入移民局的公共费用。只要你正确地收到它，它不会有任何负面的移民后

果。 

 

复甦退税是否会减少或使我没有资格获得任何政府福利？ 

复甦退税是一种一次性退税。我们相信它不计入政府福利的收入，包括公共援助、医疗补

助、补充营养援助计划（食品券）、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第 8类房屋补助计划及纽约房屋

局。  

 

就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而言，这笔钱在 12个月内不计入 2 000美元(个人)或 3 000美元(夫

妇)的资源限额。就公共援助而言，在领取月份之后的 2个月内，我们相信这笔钱不计入

2,000美元（60岁以上者为 3,000美元）的资源限额。  

 

复甦退税是否需要收取？ 

不，复甦退税是受保护的，不会因任何联邦或州债务（包括抚养费）而被抵消。还保护他们

免于扣押以偿还私人债务。 

 

如果我不符合复甦退税的资格，但我不小心收到了一个怎么办？ 

如果你收到复甦退税，但由于收入超过门槛而不应该有，我们相信国税局不会让你还钱。去

年的经济刺激补助金是这个做法，我们希望是次的复甦退税也是如此。  

 

但是，如果你因为是移民身份而不符合资格，但你还是意外地收到了复甦退税，我们建议你

把它退还给国税局，以避免可能出现的任何负面移民后果。 

 

对于去年发放的经济刺激补助金，美国国税局最初声称被监禁者不符合刺激补助金的条件，

并要求将对被监禁者的付款退还给国税局。但由于诉讼，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从 2020

年 3月 27日至今的任何时间被监禁在监狱或牢房中的人士，只要符合上一年付款的资格标

准，即可以获得该福利。目前的复甦退税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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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人士，或遗产或信托，仍然不符合资格，国税局要求将在收到退税之前死亡的人士把

复甦退税交还给国税局。  

 
 

延长失业保险补偿福利 

正常的失业保险补偿福利再延长 11周，每周将额外增加 300美元。这包括疫情失业救济金

（PUA），将失业保险福利扩大到传统上不符合条件的工人，如零工经济工人和独立承包

人。 

 

疫情紧急失业补偿计划也将延长 11周(合计最多 50周)，并定于 2021年 3月 14日到期。截

至 2021年 3月 14日领取福利超过 26周标准期限的人士，如果没有达到最高福利周数，将

继续领取福利至 2021年 4月 5日。  

 

联邦资助将延长各州放弃福利等待周的时间。自雇职业收入至少为 5,000元的工人有资格领

取每周 100元的额外津贴，作为混合收入者的失业补偿金的一部分，以调整较低的失业保险

基本付款。  

 

儿童税收抵免和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 

儿童税收抵免(CTC)和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EITC)在 2020纳税年度的计算方式将与过去不

同。对于每项抵免，你必须根据家庭规模有一定的收入，才有资格获得全额抵免。然而，在

疫情期间，很多正常情况下符合条件的人可能因为失业或工作时间减少而收入减少。  由于

2020年收入较低可能意味着你可能没有资格获得这些抵免，新的复甦退税法包括一项规定，

允许你使用 2019年的工作收入来计算 2020年税收年度的儿童税收抵免和低收入家庭福利优

惠。希望这能帮助你获得这些抵免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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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 Treasury is sending out a second round of stimulus payments, and some people will 
receive the payment in the form of an Economic Impact Payments (EIP) prepaid card. The card 
is not a scam, and there are ways to cash or use the card without fees. 

 
How to Identify the Card: EIP Cards will be sent in a white envelope with the U.S. 
Treasury seal with this return address: Economic Impact Payment Card, PO Box 
247022, Omaha, NE 68124. This is this card: 
 

 

 

How to Use the Card with No Fees: Visit EIPcard.com to see the fee schedule, FAQs and 
more information. Key tips: 

▪ Use the card anywhere Visa is accepted, including online, on the phone, and at stores. 

▪ Use a surcharge-free ATM in the Allpoint network, including at Target, Walgreens, CVS, 
Kroger, Safeway, Winn Dixie and Circle K. Find an ATM near you by downloading the 
Money Network Mobile App or using the online ATM locator. At other ATMs, the ATM will 
charge a fee plus the card charges $2 after the first withdrawal. 

▪ Transfer the funds to your bank, prepaid or mobile payment account through the app or 
online. You may need to contact the provider of your other account to obtain the routing and 
account number. You can transfer up to $2,500 per day. 

▪ Go to the teller window at almost any bank or credit union. The first withdrawal, which can 
be up to $2,500, is free. Additional teller withdrawals cost $5. 

▪ Ask for cash back from a supermarket or big box store. 

▪ Call 800.240.8100 to request a free Money Network Check, which you can make out to 
anyone (i.e., a landlord, yourself). But you’ll have to wait for it in the mail, and you must log 
into your account to get a number to activate the check, so the other options may be easier. 

 
What to Do if You Threw Out the Card: Call 800.240.8100. Replacement cards are free. 

 
Keep the Card Even After It is Empty. You may be able to use it to quickly receive additional 
payments if Congress passes another stimulus bill. 

 
For more information, watch CFPB’s video explainer on EIP prepaid debit cards. 

 

The nonprofit National Consumer Law Center® (NCLC®) works for economic justice for low-income and other 
disadvantaged people in the U.S. through policy analysis and advocacy, publications, litigation, an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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