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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uide to New York City Tax Credits（纽约市税额抵减指南）
纽约市有提供多种税额抵减项目:
•
•
•
•
•
•

纽约市照顾儿童和被扶养人税额抵减（New York City child and dependent care credit）
纽约市劳动所得收入税额抵减（New York City earned income credit）
纽约市家庭税额抵减（New York City household credit）
纽约市学校税额抵减（New York City school tax credit）（固定金额）
纽约市学校税额抵减（New York City school tax credit）（税率降低金额）
纽约市增强型不动产税额抵减（New York City enhanced real property tax credit）

纽约市照顾儿童和被扶养人税额抵减（New York City child and dependent care
credit）
您在符合以下条件时有资格获得这项可退税抵减：
•
•
•
•

您全年都是或在这一年的部分时间是纽约市居民，
您至少有为一名在 12 月 31 日不到四岁的孩子负担儿童保育开支，
您的联邦调整后总收入等于或少于 $30,000，而且
您有资格申请获得纽约州照顾儿童和被扶养人税额抵减（New York State child and dependent
care credit）。（您可同时申请获得州和市政府的税额抵减。）

这项税额抵减有多少？
•

这项抵减额最高可为纽约州税额抵减的 75%。

如要申请这项税额抵减或想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Form IT-216, Claim for Child and Dependent Care
Credit（表格 IT-216——《申请获得照顾儿童和被扶养人税额抵减》）及其 填写说明 （只有英文版本）。

纽约市劳动所得收入税额抵减（New York City earned income credit）
您在符合以下条件时有资格获得这项抵减：
•

全年都是纽约市居民或在这一年的部分时间是纽约市居民，而且

•

有申请获得联邦劳动所得收入税额抵减。

这项抵减和纽约州劳动所得收入税额抵减（New York State earned income credit）是两项独立的抵减。

这项税额抵减有多少？
•
•

这项抵减额最高可为您允许获得的联邦劳动所得税额抵减的 5%。
若仅在这一年的部分时间是居民，这个抵减金额将取决于您应缴纳纽约市税务的收入部分金额。

如要申请这项税额抵减或想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Form IT-215, Claim for Earned Income Credit（表格
IT-215——《申请获得劳动所得收入税额抵减》）及其 填写说明 （只有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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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家庭税额抵减（New York City household credit）
您在符合以下条件时有资格获得这项不可退税抵减：
•
•
•

不可在另一位纳税人的联邦所得税申报表上被列为被扶养人，
全年都是或在这一年的部分时间是纽约市居民，而且
满足以下收入要求：

报税身份

联邦调整后
总收入

抵减税额

$12,500 或以下

最高可达 $15

•

单身

•
•

已婚联合报税
有符合条件个人的家庭
户主
$22,500 或以下
符合条件且须扶养儿童
的丧偶者

•
•

已婚单独报税

$10 到 $30，另根据 Form IT-201, item H（表格
IT-201 第 H 项）〔Form IT-203 item I（表格 IT203 第 I 项）〕上的被扶养人数有额外的 $10 到
$30，再加上您自己的一份（如果是已婚提交联合
申报表，您的配偶也有一份）

具体说明参见您的
所得税表

如要申请这项税额抵减：
•
•

全年纽约市居民必须直接在他们的所得税申报表上申请获得这项抵减。
非全年纽约市居民必须完整填写 Form IT-360.1, Change of City Resident Status（表格 IT-360.1—
—《城市居民身份变更》）（只有英文版本），并将这份表格同他们的报税表一同提交上去。

纽约市学校税额抵减（New York City school tax credit）（固定金额）
您在符合以下条件时有资格获得这项抵减：
•
•

是纽约市居民或在这一年的部分时间是纽约市居民，而且
不可在另一位纳税人的联邦所得税申报表上被列为被扶养人。

•

收入等于或少于 $250,000。

这项税额抵减有多少？
•
•

提交联合申报表的已婚人士和符合条件且须扶养儿童的丧偶者：最高可达 $125
所有其他纳税人：最高可达 $63。

如何申请获得这项抵减
•
•

如果您须提交纽约州个人所得税申报表，您则必须直接在报税表上申请获得这项抵减。
如果您不必提交纽约州所得税申报表，您还是可以申请获得这项抵减。参阅 Form NYC-210, Claim
for New York City School Tax Credit（表格 NYC-210——《申请获得纽约市学校税额抵减》）及
其 填写说明 （只有英文版本）。

纽约市学校税额抵减（New York City school tax credit）（税率降低金额）

www.tax.ny.gov

Publication 3109-CHI
(1/19)

您在符合以下条件时有资格获得这项可退税抵减：
•
•
•

是纽约市居民或在这一年的部分时间是纽约市居民，
不可在另一位纳税人的联邦所得税申报表上被列为被扶养人，而且
在纽约市的应纳税收入等于或少于 $500,000。

这项税额抵减有多少？
这项抵减金额是您在纽约市的应纳税收入的百分比

如何申请获得这项抵减：
纽约市居民或非全年居民可直接在他们的所得税申报表上申请获得这项抵减。

纽约市增强型不动产税额抵减（New York City enhanced real property tax
credit）
您在符合以下条件时有资格获得这项可退税抵减：
•
•
•
•
•
•

家庭总收入少于 $200,000，
居住在同一个纽约市住所至少六个月，
在整个纳税年内都是纽约市居民
不可在另一位纳税人的联邦所得税申报表上被列为被扶养人，
拥有不可完全豁免不动产税的住所，而且
作为房主或租户，满足以下条件：
o 作为房主，您或您的配偶缴纳了不动产税，而且您由于您的住所的非住宅用途获得的任何
租金等于或少于总租金收入的 20%。
o 作为租户，您或您家的成员支付了住所租金。

这项税额抵减有多少？
•

这项抵减最高可达 $500。

如何申请获得这项抵减
•
•

如果您须提交纽约州个人所得税申报表，您可在申报时附上一份 Form NYC-208（表格 NYC208），在报税表上申请获得这项抵减。
如果您不必提交纽约州所得税申报表，您还是可以申请获得这项抵减。

如需了解有关申请获得这项抵减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 Form NYC-208, Claim for New York City
Enhanced Real Property Tax Credit（表格 NYC-208——《申请获得纽约市增强型不动产税额抵
减》）及其 填写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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