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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人力资源管理局 
 
 

关于针对提议法规召开公开听证会和发表意见机会的通知 
 

我们的提议是什么？为更好地保障每一位纽约市民能享受政府颁发的带照片身份证明所

带来的机会和安心，作为纽约市身份证 (New York City Identification Card, IDNYC) 计划

的管理机构，下辖纽约市人力资源管理局 (Human Resources Administration, HRA) 的纽

约市社会服务局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局长提议修订 Rules of 
the City of New York（《纽约市法规》）第 68 篇第 6 章的规定，其中包括：(1) 将获得

该证的最小年龄限制从 14 岁降低为 10 岁；(2) 允许该计划在特定限制情况下接受数据和

电子版本的文件以代替实体文件。 
 
听证会何时何地举办？纽约市人力资源管理局将举办一场关于此提议法规的公开听证会。

公开听证会举办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13 日上午 9:30。地点在位于 Manhattan 的 125 
Worth Street, 2nd Floor。请从 Lafayette Street 进入。 
 
我如何就此提议法规发表意见？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发表意见︰ 
 

• 网站。可访问纽约市 (NYC) 法规网站 http://rules.cityofnewyork.us 向人力资源管

理局提交意见。 
 

• 电子邮件。可将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IDNYCRule@hra.nyc.gov  
 

 
• 邮件。可将意见邮寄至： 

 
IDNYC 
One MetroTech North, 6th Floor 
Brooklyn, NY 11201 
Attention:Nathaniel Hobelman 
 

• 传真。可将意见传真至 718-250-5916 
 

• 在听证会上发言。任何希望在公开听证会上对此提议法规提出意见的人员都必须

报名登记。可在听证会开始前拨打 929-221-7668 报名。也可以在 6 月 13 日听证

会开始之前，在听证会会议室现场报名。您最多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意见提交是否有时限？意见提交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截止。 
 

http://rules.cityofnewyork.us/
mailto:IDNYCRule@hra.ny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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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需要协助参加听证会，怎么办？  
 
如果您在听证会上需要外语口译、手语翻译或残障人士的合理便利安排，则务必要告知 
Nathaniel Hobelman。可通过上述地址通过邮件告知我们。亦可拨打 929-221-7668 电话

告知我们。请务必提前通知，以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安排。请于 2018 年 6 月 6 日之前

告知我们。 
 
此地点提供以下便利设施：此地点可供使用轮椅或其他移动辅具的人士进入。如有更多关

于便利设施的请求，请于  2018 年  6 月 6 日前根据上述方式通过邮件或电话联系 
Nathaniel Hobelman。 
 
我能否查看针对此提议法规提出的建议？您可以访问网站 http://rules.cityofnewyork.us/ 
查看针对此提议法规的在线意见评论。听证会结束数天后，针对此提议法规的所有在线提

交意见、书面意见，以及在听证会上提出的口头意见总结文件将在人力资源管理局网站上

发布。 
 
制定此人力资源管理局法规的依据是什么？City Charter（《市宪章》）第 603 和 1043 节、

Administrative Code（《行政法典》）第 3-115 节以及 2014 年 Executive Order No. 6
（《第 6 号行政令》）授权人力资源管理局制定此提议法规。此提议法规未纳入人力资

源管理局的最新监管议程中，因为人力资源管理局在发布议程时尚未考虑此法规。 
  
 
哪里可以找到人力资源管理局法规？法规在《纽约市法规》第 68 篇人力资源管理局中。 
 
法规制定过程受哪些法律管辖？人力资源管理局在制定或修改法规时必须满足《市宪章》

第 1043 节的要求。本通知遵照《市宪章》第 1043 节的要求编制。  

http://rules.cityofnewyork.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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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法规的依据及目的陈述 

 

纽约市身份证计划（简称“纽约市身份证计划”）于 2015 年 1 月正式推行，至今已实施 
4 年，持卡人已逾百万。 

根据其第一年的经验，以及所有相关人员（包括申请人、律师、纽约市身份证计划注册员

工和纽约市议会议员）的建议，本计划于 2016 年 4 月发布了其管辖法规的首批修改纽约

市身份证计划条款。根据更多的经验和反馈，纽约市身份证计划现提议再次修改《纽约市

法规》第 6 章。 

修改内容包括： 

• 将获得该证的最小年龄限制从 14 岁降低为 10 岁，以扩大此证的涵盖范围。10 或 
11 岁的儿童中，有许多已经开始自己走路或乘坐公交车去学校及其他目的地了。

纽约市身份证可在提高儿童安全性的同时缓解家长的担忧，因为 14 岁以下儿童卡

上的紧急联系人字段为必填，而 14 岁及以上儿童为选填。如此更方便警察及其他

第一反应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帮助儿童联系家长。不足 14 岁的申请者只能由其看护

者陪同申请此卡，而且其卡片会在下发后两年到期，而满 14 岁的持卡人的卡片则

是在发卡后 5 年到期。 

• 允许本计划在特定情况下接受数据和电子版本的文件作为身份和居住证明。 
 

• 添加大学住宿生的居留文件。 
  

• 对纽约市身份证计划保留不接受无法验证的文件（即便该文件在纽约市身份证计

划接受的文档列表中）之权利的政策予以澄清。这是纽约市身份证计划的一贯政

策，但此次修改将新增一条规定，明确指出纽约市身份证计划保留不接受有效性无

法验证的任何文件或文件类型的权利。 
 

此外还有一批提议修改条款，包括涉及申请被拒之后复审机会、符合或因本计划政策

（2017 年 1 月写入）而制定的内容章节，以及不再扫描或以其他方式复制申请者的身份

及居留证件。 

人力资源管理局此法规的依据请参阅《纽约市宪章》第 603 和 1043 节、《行政法典》

第 3-115 节以及 2014 年《第 6 号行政令》。 
 
新文本用下划线表示。 

删除的文本用【括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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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节。《纽约市法规》第 68 篇第 6 章第 6-01 节第 (d) 小节修改为：  

(d) “看护人”指亲生父母；养父母；继父母；法院指定的监护人、看管人或抚养人；寄

养父母；由美国卫生与人力资源服务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的
难民安置办公室 (Office of Refugee Resettlement, ORR) 指定的未成年人保证人；纽约州

儿童服务管理局 (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s Services, ACS)、纽约州发育性残障人士

办公室 (Office for People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OPWDD)、纽约州卫生局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NYS DOH))、纽约州心理健康办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Mental Health, NYS OMH)、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 NYC DOHMH) 雇员、指定的儿童服务管理

局寄养机构、或者由以上四家机构运营、许可、认证或资助的机构或设施，包括住宅护理

机构；被发育性残障人士办公室确定为发育性残障申请人的同居者；申请人的社会安全福

利金代表收款人；或人力资源管理局未来可能根据本篇第 6-07 节 (f) 小节指定为看护人

的此类其他个人。 
 

第 2 节。《纽约市法规》第 68 篇第 6 章第 6-02 节修改为：  

§ 6-02 纽约市身份证。 
 
(a) 纽约市身份证将显示持卡人的照片、姓名、出生日期、有效日期、签名、眼睛颜色、

身高、身份证号码及位于纽约市的街道地址，本节另有规定的除外。此卡还可根据持卡人

的选择显示持卡人的自定性别【、指定的紧急联系人信息】、首选语言、退伍军人身份和

人力资源管理局可能在未来显示的此类附加信息。此外，如果持卡人不足 14 岁，卡上还

会显示其指定紧急联系人信息。如果持卡人已满 14 岁，则可以选择卡上是否显示其指定

紧急联系人信息。 
 
(b) 在下述情况下，纽约市身份证上不显示家庭地址： 
 

(1) 如果申请人没有稳定住所或者是家庭暴力的幸存者，且依据本篇第 6-06(c)(2) 节提

供了居住证明，则纽约市身份证上不显示地址或根据该节规定显示“转交”地址。

【；】 
 

(2) 如果申请人居住在由人力资源管理局紧急干预服务部门 (Emergency Intervention 
Services) 经营或监管、目的是为家庭暴力幸存者提供庇护、服务和照顾的居住保护计

划住所并出示了本篇第 6-06(c)(2) 节所附表格中规定的居住护理计划 (Residential 
Care Program) 所出具的信函，则根据申请人偏好，纽约市身份证或显示与适用计划

关联的邮政信箱，或不显示地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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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申请人提供了其参加根据 New York Executive Law（《纽约州行政法》）

§108 针对家庭暴力受害者制定的纽约州地址保密计划  (Address Confidentiality 
Program, ACP) 的证据，则根据申请人偏好，纽约市身份证或显示与适用计划关联的

邮政信箱，或不显示地址。参加了地址保密计划的申请人仍然必须依本章内容【按照

本篇第 6-06 节或第 6-07(e) 节中的规定】确定住处。 
 

(4) 如果申请人为学院或综合性大学学生，居住在隶属于学校的房屋内且收信地址是在

区别于其居住地的学校集中地点，则纽约市身份证上显示该申请人的收信地址及其学

校名称，前提是该申请人按照本篇第 6-06(c)(1) 节所附表格中的规定提交了学院或综

合性大学管理员出具的信函。 
 

 
【(c) 如果申请人符合本节第 (b) 小节第 (1) 段描述的情况，则纽约市身份证可以不显示地

址，或者使用符合本节第 6-06(c)(2) 节所附表格最后一项所列要求的实体的名称及地址显

示“转交”地址。若要申请显示“转交”地址的卡，申请人必须提交由此类实体执行级高

级职员签署的信件，其中注明：(1) 申请人目前正在接受该实体的服务，且 (2) 申请人可

使用该实体的地址收发邮件。 
 
(d) 如果申请人符合本节第 (b) 小节第 (2) 或 (3) 段描述的情况，则根据申请人偏好，纽约

市身份证或显示与适用计划关联的邮政信箱，或不显示任何地址。】 
 
第 3 节。《纽约市法规》第 68 篇第 6 章第 6-03 节修改为：  

§ 6-03 资格和申请程序。 

 
(a) 任何年满【14】10 岁的纽约市居民如满足以下条件，均可申请纽约市身份证： 

 
(1) 按照局长规定的格式和方式提交申请【表格】；及 
 
(2) 按照以下方式确定身份和住处； 

 
(A) 按照第 6-04(a) 节图表提供一个 4 积点文件； 

 
(B) 【由纽约市缓刑局 (Department of Probation) 根据本篇第 6-04 节第 (b) 小节

核实申请人的身份和住处； 
 
(C) 由纽约市教育局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OE) 核实申请人的身份和住处，

如果申请人未满 18 岁，需征得父母同意（该术语在 Chancellor's Regulations
（《纽约市教育局总监规范》）第 A-820 节作了定义），并核实满足本篇第 6-04 
节第 (c) 小节或第 (d) 小节规定的额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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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根据本篇第 6-05 节提供总共至少 3 个积点的文件，且至少有一份符合本篇

第 6-06 节规定的额外住处文件；【或】  
 
(C) 符合本篇第 6-04 节第 (b)、(c)、(d)、(e) 或 (f) 小节的规定；或 
 
【(E)】(D) 符合本篇第 6-07 节对于看护人的规定。 
 

(b) 过期证件不予接受，除非是按照本章规定或人力资源管理局对于接受过期证件有所规

定，依据本篇第 6-05(b)、6-06(b) 和 6-07【(g)】(f) 节允许额外文件。 
 

(c) 只有原件或已由原发证机关核实的文件副本才予以接受。由发证机关提供的数据或电

子版文件可被视为构成原件，前提是人力资源管理局已自行确定有充分标记证明该数据的

可靠性。任何有涂改或删除，或者已吊销或已失效的证件不予接受。纽约市身份证计划保

留不接受任何有效性无法验证的文件或文件类型，且在依赖于数据或电子版文件的情况下

要求申请人提供更多信息的权利。 
 
(d) 除非本篇第 6-06(a) 节另有规定，所有用于确定身份和住处的文件必须包含确定身份

和住处申请人的个人姓名。如果任何一份用于确定身份和住处的文件上面的姓名与纽约市

身份证申请表上的不一致，申请人还必须出示法庭判决、结婚证或离婚证，或者其他政府

出具表明合法更名的文件。 
 
(e) 申请人必须按照《纽约市行政法典》第 3-115(b)(2) 节的规定，亲自前往人力资源管

理局指定的登记地点呈送文件。如果提供的原件语言并非英语，申请人还可以提供经过认

证的英文翻译，但不作强求。【完成数字扫描后】原件会立即返还给申请人并由其带离登

记中心。纽约市身份证计划不会复制或数字扫描申请人用于确定身份或住处的任何文件。 
 
(f) 在任何需要附带照片的证件中，照片都必须与确定身份的申请人具有合理的相似性。

申请人的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不会成为照片被拒的理由。 
   
(g) 10-13 岁的申请人须由看护人陪同登记，且由看护人代表申请人签署申请表。 
 
 
第 4 节。《纽约市法规》第 68 条第 6 章第 6-04 节第 (b)、(c)、(d) 和 (e) 小节修改为：  

(b) 如果申请人是被纽约市缓刑局 (Department of Probation, DOP) 的客户，则纽约市身

份证计划接受缓刑局对于申请人身份和住处的核实文件，该文件【为表格形式并】须以人

力资源管理局和缓刑局约定的格式和方式提供给纽约市身份证计划，足以证明申请人的身

份及住处满足纽约市身份证的申请资格。 
 
(c) 如果申请人是纽约市教育局下属学校的学生，且没有和看护人依照本篇第 6-07 节一

起申请，则纽约市身份证计划将接受教育局对申请人身份和住所的核实文件，该文件【为

表格形式并】以须经人力资源管理局和教育局同意的格式和和形式提供给纽约市身份证计

划（“教育局核实文件”），并根据本篇第 6-05 节提供【一份额外的身份证明文件】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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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身份证明文件（教育局成绩单除外），足以证明申请人的身份和住处满足纽约市身份

证的申请资格【。如果教育局提供给的核实地址纽约市身份证计划位于申请人就读学校的

临时注册地点，则附加身份证明文件不必包含带照片的身份证明。如果教育局提供给纽约

市身份证计划的核实地址位于任何其他注册地点，则附加身份证明文件必须包括带照片的

身份证明。】，详情如下： 
 

(1) 如果教育局提供给纽约市身份证计划的核实地址位于申请人就读学校的临时注册地

点，则纽约市身份证计划接受第 6-05 节所列任何身份证明文件。此文件不必包含

带照片的身份证明。 
 

(2) 如果教育局提供给纽约市身份证计划的核实地址位于任何其他注册地点，申请人亦

须出具： 
 
(A) 由出具教育局核实文件的同一学校出具的学生证；及 
 
(B) 以下两者中的一个： 
 
 (i) 如果学生证上有照片，至少还需要一份第 6-05 节中列出的身份证件；或 
 
 (ii) 如果学生证上没有照片，则需要第 6-05 节中列出的身份证件（总值至少

两积点），且其中一个必须为带照片的身份证明。 
 

 
(d) 如果申请人是纽约市教育局下属学校的学生，并根据本篇第 6-07 节与看护人一起申

请，则纽约市身份证计划将接受教育局对申请人身份和住所的核实文件，该文件【为表格

形式并】须以经人力资源管理局和教育局同意的格式和形式提供给纽约市身份证计划

（“教育局核实文件”），足以证明申请人的身份和住处满足纽约市身份证的申请资格。 
 
(e) 如果申请人参与了纽约市青少年和社区发展局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Youth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DYCD) 的暑期青少年工读计划  (Summer Youth 
Employment Program, SYEP)，纽约市身份证计划将接受【以人力资源管理局和青少年

和社区发展局同意的形式和格式生成的青少年和社区发展局数据库报告】青少年和社区发

展局对于申请人身份和住处的核实文件，该文件以人力资源管理局和青少年和社区发展局

同意的格式和方式提供给纽约市身份证计划（如果依照本篇第 6-05 节一同出具带照片的

身份证明），足以证明申请人的身份和住处满足纽约市身份证的申请资格。 
 
 
第 5 节。《纽约市法规》第 68 篇第 6 章第 6-04 节新增 (f) 小节，修改为：  

(f)  如果申请人为纽约市社会服务局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DSS) 的客户，经申

请人申请，纽约市身份证计划可通过社会服务局所维护系统中的信息核实申请人的身份和

/或住处，前提是此数据可获取供核实，一经获取即视为充分可靠。如果社会服务局系统

中可见原始照片和相关人口统计数据（包括完整姓名和出生日期），此信息将为该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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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身份增加三个积点；或者，如果社会服务局系统中只有名字和出生日期，但没有照片，

则为确定身份增加一个积点；如果社会服务局系统中还有申请人的地址，也为确定身份增

加一个积点。 
 

第 6 节。《纽约市法规》第 68 篇第 6 章第 6-05 节第 (b) 小节修改为： 

(b) 人力资源管理局可能在未来判定其他文件（包括发证机关提供的数据或电子版文件）

亦可被接受，并可提供一个积点以确定申请人的身份。倘若人力资源管理局根据本小节行

使其权力，则人力资源管理局将公布其接受新的文件或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在纽约市身份

证计划网站上公布。 
 
第 7 节。《纽约市法规》第 68 篇第 6 章第 6-05 节第 (c) 小节第 3 段修改为：  

 (3) 下述文件用于确定申请人身份，值一积点： 

 

文件 描述 是否可接受

作为带照片

的 ID？ 

身份证明的

点值 
是否可接受

作为出生日

期的证明？ 
教育机构 ID 卡：

初高中、专科学

校、学院和综合性

大学 

由某个经过认证的美国教育机构颁发的

带照片身份证件，包括纽约市教育局和

纽约市立大学 (CUNY) 下属学校。 

是 1 是（若含出

生日期）。 

外国驾驶执照 
（机器不可读取） 

机器不可读取、赋予驾驶特权的带照片

身份证件，其中包含地址、出生日期和

有效日期。 

是 1 是 

外国身份证 
（机器不可读取） 

机器不可读取、带照片和出生日期（或

年龄）的国民身份证。必须出于再次进

入发卡国家的目的接受。包括用作国民

身份证的选民登记证。 

是 1 是（若含出

生日期） 

带照片的外国 
军人证 

外国颁发给现役、退役或预备役军人的

带照片证件。 
是 

 
1 是（若含出

生日期） 
 

 
 

外国出生证 由当前或曾经的主权国家颁发的出生

证。 
否 1 是 

申请人子女的美国

出生证 
申请人子女的出生证，由州或领地、州

或领地的地方政府、美国国务院颁发，

包括将申请人列为亲生父母的国外出生

领事报告 (Consular Report of Birth 
Abroad)。2010 年 7 月 1 日前在波多黎

各 (Puerto Rico) 颁发的出生证不予接

受。根据波多黎各法律，在此日期之前

颁发的所有出生证均为无效。 

否 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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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照片的纽约州 
(NYS) 福利身份证 

福利/Medicaid/纽约 (NY) 食品救济券

卡，亦被称为电子福利转账 (Electronic 
Benefit Transfer, EBT) 卡或公共福利身份

证 (Common Identification Benefit Card， 
CBIC)，其上无照片和出生日期。 

否 1 是 

纽约市暑期青少年

工读计划身份证 
由管理纽约市暑期青少年工读计划社区

组织颁发的带照片身份证。 
是 1 否 

美国高中、专科学

校、学院或综合大

学的成绩单 

成绩单的正式副本，包括参加或在读的

学期和日期、累计学习成绩以及获授学

位（如适用） 

否 1 【是（若含

出生日

期）】 
否 

美国高中、高中同

等学历计划或美国

专科学校、学院或

综合性大学的文凭 

美国高中文凭、基于普通教育发展 
(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GED) 

和高中测试评估 (Test Assessing 
Secondary Completion, TASC) 考试授予

的高中同等学历文凭，或美国专科学

校、学院或综合性大学的文凭。 

否 1 【是（若含

出生日

期）】  
否 

美国境内组织的员

工、顾问或委员会

成员身份证 

带照片的身份证，上有组织名称和地

址，并标明申请人的员工、顾问、委员

会成员或其他类似职位身份。包括宗教

组织颁发的神职人员身份证。 

是 1 否 

美国工会 
带照片的身份证 

标明持卡人作为工会（代表在美国境内

工作的员工）成员身份的卡。 
是 1 否 

婚姻、同居关系、

同性结合的证明、

离婚或解除婚姻关

系、同居关系或同

性结合的证明 

婚姻、同居关系、同性结合的证明、离

婚或解除婚姻关系、同居关系或同性结

合的证明 

否 1 是 

老年人及残障人士

优惠票价 
MetroCard 

必须带有照片，并且由纽约大都会运输

局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颁发。 

是 1 否 

接送专车 (Access-
A-Ride) 身份证 

由纽约大都会运输局颁发的带照片 
身份证。 

是 1 否 

纽约市公园和休闲

管理局 (Department 
of Parks and 

Recreation) 颁发的

休闲中心会员卡 

由纽约市公园和休闲管理局向已满 18 岁
的申请人颁发的带照片休闲中心 

会员卡。 

是 1 否 

美国选民登记证 由任何州或领地颁发的选民登记证。 是（若带 
照片）。 

 

1 否 

义务兵役登记证 由美国义务兵役系统向已登记义务兵役

的 18-25 岁男子颁发的卡。 
否 1 是 

Medicare 卡 Medicare 身份证，上带姓名、Medicare 
索赔编号及签名 

否 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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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个税识别号码 
(Individual 
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ITIN) 卡 

美国国税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 ) 颁发的个税识别号码卡（IRS 9844 
表格），上带持卡人的个税识别号码、

姓名和签名。 

否 1 否 

纽约州心理健康办

公室机构带照片的

身份证 

由纽约州心理健康办公室运营的精神病

机构颁发的身份证，带姓名和照片。 
是 1 否 

 
 
第 8 节。《纽约市法规》第 68 篇第 6 章第 6-06 节修改为：  

§ 6-06 居住证明。 

(a) 除非本节第 (c) 小节第 (2) 段、本节第 (d) 小节或本篇第 6-04 或 6-07 节另有规定外，

为确定住处，申请人需要出示符合第 6-06(c)(1) 节的文件，或者本节第 (b) 小节授权的文

件，其上显示申请人的居住街道地址位于纽约市内。该文件必须显示申请人的姓名，除非

该文件显示申请人的配偶或同居伴侣的姓名且申请人出具：(i) 婚姻、同性结合或同居关

系或出生证明以表明与配偶或同居伴侣关系；及 (ii) 由配偶或同居伴侣签署的、符合局长

规定格式的表格，表明申请人与其配偶居住在一起。 
 
(b) 人力资源管理局可能在未来判定其他文件（包括发证机关提供的数据和电子版文件）

亦可被接受，并可提供一个积点以确定申请人的住处。倘若人力资源管理局根据本小节行

使其权力，则人力资源管理局将公布其接受新的文件或数据，包括在纽约市身份证计划网

站上公布。 
 
(c) (1) 下列文件值一积点，可用于确定住处。除非在本篇 6-02(b) 节有规定，否则卡上将

显示文件上的地址： 
 
 

文件 描述 居住证明的 
点值 

是否可接受作

为住址证明？  
有线电视、电话或水

电费账单或对账单 
日期不超过申请提交前 60 天，并包含申请人的

家庭住址。包括账户摘要表和账户对账单。 
1 是 

住宅物业租赁或转租

租约 
必须是有效的租约。所有租约上必须包含申请

人的姓名、租用单位的地址、租赁期限、租金

数额、有关公共事业方的条款，以及出租人联

系方式。如果租约上没有租赁人的电话号码，

申请人必须另行提供电话号码 

1 是 

地方房产税缴税单 房产税缴税单，其上包含家庭住址，日期不超

过提交日期之前一年。 
1 是 

房产按揭贷款付款 
收据 

按揭贷款付款收据，其上包含家庭地址，且收

据日期不超过提交日期之前 60 天 
1 是 

银行、金融卡或信用

卡账户账单、对账单

或通知 

信用卡公司、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出具的账

单、对账单或通知。日期不超过申请提交前 
60 天，并包含家庭住址。包括银行账户对账

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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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信用卡对账单、信用社账户对账单、账户

摘要表、贷款对账单，以及银行和信用社的开

户确认通知。其他类型的银行、金融或信用卡

单据将只能根据本篇 §6-06(b) 的规定予以 
接受。 

雇佣工资单 必须包含雇主的姓名、申请人的家庭住址并且

日期不超过提交日期之前 60 天 
1 是 

医疗机构出具的对账

单、账单或记录 
纽约市健康与医院公司 (Health and Hospitals 

Corporation) 或联邦合资格健康中心 (Federally 
Qualified Health Center)，或位于纽约市的公立

或私立医院出具的对账单、账单或记录。必须

包含申请人的账户或患者身份编号以及家庭住

址，而且日期为提交日期之前一年以内。 

1 是 

陪审团传票或由纽约

州法庭（包括诸如住

房法庭、家事法庭和

遗嘱检验法庭在内的

纽约市法庭）或联邦

法庭签署的法院命令 

日期不超过申请提交前 60 天，并包含家庭 
住址。 

1 是 

IRS W-2、1099-
MISC、1095-A、

1095-B 和 1095-C 表格 

必须包含雇主的姓名、申请人的家庭住址。截

止到表格上纳税年度第二年 4 月 15 日的表格可

予接受。 

1 是 

由美国国税局或纽约

州税务和财政署 
(Department of 

Taxation and Finance, 
DTF) 出具的函件或 

文件 

由国税局或税务和财政署出具、发送到申请人

地址的有关申请人个人所得税身份的函件或文

件。例如报税单、税收或退款到期或退款支票

声明。日期不得超过申请提交日期之前一年。 

1 是 

纳税申报单与申报 
证明 

美国联邦、州或地方纳税申报单，同时提交申

报证明，例如国税局报税单、纽约州税务和财

政署的账户摘要、纽约市财政局 (Department of 
Finance) 的房产税缴款记录证明，或其它令人

满意的申报证明。申报日期不得超过申请提交

日期之前一年。 

1 是 

保险账单、对账单或

记录（业主保险、 
人寿保险、承租人 

保险、汽车或 
健康保险） 

保险账单、对账单或纪录，其上包含家庭住

址，日期不超过提交日期前 60 天。 
1 是 

由接受城市资助的无

家可归人士收容 
所出具的信件 

由获得城市资助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执行层

人员签署的函件，说明申请人目前在该处居

住，居住时间至少已有 15 天，并且该庇护所允

许的居住时间超过 30 天。日期不得超过申请提

交日期之前 60 天。 

1 是 

由纽约州发育性残障

人士办公室、纽约州

卫生局或纽约州心理

健康办公室运营、认

证或资助的住宅护理

由发育性残障人士办公室、纽约州卫生局、纽

约州心理健康办公室或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

局运营、许可、认证或资助、且位于纽约市的

住宅护理机构执行层高级职员签署的函件，用

于证明申请人居住在该机构。日期不得超过申

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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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出具的函件 请提交日期之前 60 天。仅在申请人由此函出具

机构员工作为其看护人陪同的情况下可接受。 
纽约市房管局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NYCHA) 出
具的函件 

房管局住宅开发经理出具的签名函件，表明申

请人已被列入当前租约或通过房管局其他形式

的授权居住在公寓里，签署日期不超过提交日

期之前 60 天。 

1 是 

房管局租赁附件和租

金的通知 
房管局文件，列出申请人作为承租人和/或房管

局住宅单位的授权租户。日期不得超过申请提

交日期之前一年。 

1 是 

由申请人子女就读的

纽约市或任何纽约市

教育局下属优良幼教

方案 (Head Start)、早

期学习计划 (Early 
Learn)、学前教育、 
初级、中级或高中出

具的函件 

由位于申请人子女目前就读的纽约市公立、私

立或教会优良幼教方案、提前学习、学前教

育、小学、初高中或任何教育局学校的校长或

执行层高级职员指定人员出具的签名信。函件

必须确认学生的家庭地址，且日期不超过提交

日期之前 60 天。 
 

申请人还必须提供第 6-07(b) 节中列出的其中一

份文件作为其与信内提及学生的关系证明。 

1 是 

由位于纽约市内申请

人就读的私立、公立

或教会初高中学校出

具的信件 

由位于纽约市内申请人目前就读的私立或教会

初高中的校长或执行层高级职员指定人员出具

的签名信。函件必须确认家庭地址，且日期不

超过提交日期之前 60 天。学校可能要求获得家

长同意才可为未满 18 岁的学生出具该信函。 
 

申请人必须出具发函学校颁发的学生身份证。 
 

（希望教育局辅助其确定住处的学生申请人可

根据本篇第 6-03【(c)(2)(A)-(D)】(a)(2)(C) 节 
申请。） 

1 是 

纽约市儿童服务局下

属寄养机构出具的 
函件 

儿童服务管理局或其指定的纽约市寄养机构执

行层高级职员出具的签名信，日期不得超过提

交日期之前 60 天。仅在申请人由此函出具机构

员工作为其看护人陪同的情况下可接受。 

1 是 

美国邮政服务总局 
(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 USPS) 地址变

更确认书 

必须寄给与纽约市身份证计划申请书上同一地

址的申请人。日期不得超过申请提交日期之前 
60 天。 

1 是 

纽约市房屋保护与发

展局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HPD)  
第 8 节租金细分表 

日期不得超过申请提交日期前一年，并包含 
家庭住址。 

1 是 

【人力资源管理局 
“预算计算报告请求响

应”】由纽约州福利管

理系统 (Welfare 
Management System) 生
成的个案构成汇总报告 

(Case Composition 
Summary Report) 

【对于预算计算请求的响应函件，包括个案】

个案构成汇总报告，由纽约州福利管理系统生

成，包含现家庭住址。日期不得超过申请提交

日期之前 60 天。 

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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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心理健康办公

室 (OMH) 机构的带照

片住院身份证 

由纽约州心理健康办公室运营的精神病机构颁

发的住院身份证，上有姓名、照片和机构 
地址。 

1 是 

由美国卫生和人力资

源服务部、难民安置

办公室以及儿童服务

部 (Division of 
Children's Services)  
发布的“放行核准” 

表格 

美国卫生和人力资源服务部、难民安置办公室

出具的“放行核准”文件，上含照片、出生日

期以及申请人的保证人姓名和地址。包括表格 
ORR UAC/R-1、表格 ORR R-535 以及难民安置

办公室用于核实放行的任何表格。 
 

日期不得超过申请提交日期之前一年。 

1 是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

局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 的监督令 

监督令由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签发，

日期不超过提交日期前一年，上含当前的家庭

住址。也可由美国 ICE 颁发，如表格 I-220B。 

1 是 

纽约州临时驾照、学

习驾照或者非驾驶员

身份证 

纽约州机动车辆管理局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 签发的临时驾照、学习驾照或非驾驶

员身份证，包含当前的家庭住址。 

1 是 

由纽约州发育性残障

人士办公室签发的发

育性残障判定或裁定

通知 

由发育性残障人士办公室签发的判定或裁定通

知，证明申请人符合接受护理的资格。必须包

含申请人的家庭住址且日期不超过提交日期前

一年。 

1 是 

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UN) 外交人员

及其家属的居留 
确认函 

对于联合国外交人员和家属的居留确认函，可

由美国国务院 (Department of State)、联合国或

某国家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签发。必须包含 
申请人的家庭住址且日期不超过提交日期前  

60 天。 

1 是 

学院/综合性大学住

房协议 
 
 
 
 
 

由位于纽约市的高等教育机构以信函、租约

或其他格式签发的协议。必须注明该申请人

被允许居住在隶属于此机构的房屋中；且必

须包含申请人的姓名、居所街道地址以及学

生可在此居留的日期。 
 
此文件出具时必须附带协议签发机构提供的带

照片学生 ID。 
 

1 是 

 
学院或综合性大学

管理员出具的信函 
 
 

学校管理员出具的签名函件，指出该申请人：

(1) 是于该校就读的学生；(ii) 居住在纽约市隶

属于该校的住房；(iii) 通过不同于该申请人居

所的一个学校集中式地点接收邮件；以及 (iv) 
该申请人收发邮件的邮政信箱和/或街道地址。 
 
此文件出具时必须附带信函签发机构提供的

带照片学生 ID。 
 
纽约市身份证上将显示学校名称及该申请人

接收邮件的地址。 

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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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下文件值一个积点，并可在适用的情况下为缺乏稳定住所的个人，或为家庭暴力的

幸存者确定住所。当申请人提交这些文件之一作为居住证明，卡上将不会显示家庭地址

【除非按照本段及第 6-02 节第 (c) 和 (d) 小节的规定提供】：  
 

文件 描述 居住证明的 
点值 

是否可接受作

为住址证明？ 
由位于纽约市并服务于

无家可归个人的纽约市

机构、非营利组织或宗

教机构出具的信件 

由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服务的市机构、非营利

组织或宗教机构执行层高级职员出具的签名

信件。信件中必须注明申请人居住在纽约市

至少已有 15 天且无稳定住所；信件的日期不

得超过提交日期之前 30 天。 
 

卡上不显示地址。 

1 否 

由向家庭暴力幸存者提

供服务的纽约市机构、

非营利组织或宗教机构

出具的信件 

由为家庭暴力的幸存者提供服务的纽约市机

构、非营利性组织或宗教机构的执行层高级

职员出具的签名信件。信件中必须注明申请

人住在纽约市至少已有 15 天，并且对于其纽

约市身份证上显示地址的安全性表示担忧；

信件的日期不得超过提交日期之前 30 天。 
 

卡上不显示地址。 
 

1 否 

由纽约市内的医院或诊

所出具的信件 
由医院或诊所执行层高级职员出具的签名信

件，表明申请人在过去 60 天内已居住在该机

构至少 15 天；信件的日期不得超过提交日期

之前 30 天。 
 

卡上不显示地址。 
 

1 否 

非营利组织或宗教机构

出具的信件  
由为无家可归者或家庭暴力幸存者提供服务

的非营利性组织或宗教机构执行层高级职员

出具的签名信件。该组织目前必须获得本市

的资助。 
 

为了确定使用非营利组织或宗教机构的地址

作为邮寄地址，信件中必须指明：(1) 申请人

在过去的 60 天内曾从该实体获得服务，(2) 
申请人可以使用该实体的地址收发信件，以

及 (3) 申请人缺少稳定的住址或对于其纽约

市身份证上显示地址的安全性表示担忧。 
此信函的日期不得超过申请提交日期之前  

14 天。 
 

发放的卡上显示的地址为出具此信函的组织

的地址，邮件由该组织代为转寄。 
 

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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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住宅护理计划出具的

信件 
由位于纽约市、由纽约市人力资源管理局紧

急干预服务部门家庭暴力办公室 (Office of 
Domestic Violence) 资助、管理和/或监督的住

宅护理计划执行层高级职员出具的签名信

件。信件中必须指明该申请人住在纽约市至

少已有 15 天；对于其纽约市身份证上显示家

庭住址的安全性表示担忧：且已获准通过隶

属于该计划的邮政信箱接收邮件。此信函的

日期不得超过申请提交日期之前 30 天。 
 
发放的卡上将显示此邮政信箱或不显示任何

地址。 

1 是 

 

(d) 纽约市身份证计划亦接受以下内容作为居住证明，且地址值一个积点： 
 

 
(1) 纽约市房管局以人力资源管理局和房管局同意的格式和形式提供的核实书：核实 

(1) 该申请人居住于房管局的住房中；以及 (2) 该申请人的地址； 
 

(2) 纽约市财政局 (Department of Finance, DOF) 以人力资源管理局和房管局同意的

格式和形式提供的核实书：核实 (1) 该申请人加入了老年人免加租 (Senior Citizen 
Rent Increase Exemption, SCRIE) 计划，以及 (2) 该申请人的地址。 

 

第 9 节。《纽约市法规》第 68 篇第 6 章第 6-07 节第 (b) 小节第 1、2 段修改为：  
 
(1) 除本小节第 (2) 段内所述的文件外，以下的文件可证明 21 岁或以下的申请人与其看护

人之间的关系： 
 

文件 描述 是否可接受作

为出生日期的

证明？  
看护人为父母的情况： 

申请人的出生证 
显示的看护人姓名为父母的申请人出生证

明。2010 年 7 月 1 日前在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颁发的出生证不予接受。根据波多黎各

法律，在此日期之前颁发的所有出生证均为

无效。 

是 

看护人为父母的情况： 
收养法令，收养证明或纽约州卫生局

的收养报告 

显示看护人姓名为父母的申请人收养法令、

收养证明或纽约州卫生局收养报告。 
是 

看护人为父母的情况： 
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以及纽约州

临时和残障援助办公室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OTDA) 颁发的亲子关系确认鉴定表 

显示看护人的姓名为申请人父母的表格 
LDSS-4418  

是 

看护人为父母的情况： 裁定看护人为申请人法定父母的法庭命令。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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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亲子/父子关系的法庭命令 
看护人为法院指定的监护人的情况： 

法院判决书 
显示看护人姓名为法定监护人的法院 

判决书。 
是 

 
看护人为寄养家长的情况： 

 
 

(1) 儿童服务管理局寄养机构签署

的信件；以及 
(2) 寄养家长许可 

 

两份文件（均不可或缺） 
 

(1) 机构信头称呼看护者为申请人的寄

养家长的、儿童服务管理局寄养机

构出具的签名信件；以及 
 

(2) 看护者的寄养家长许可 
 

 
是 

看护人为【寄养家长或】儿童服务管

理局或其寄养机构员工的情况： 
儿童服务管理局或其寄养机构出具的

信件 

儿童服务管理局执行层高级职员或儿童服务

管理局指定纽约市寄养机构的签名信件，以

证明青少年申请人与【养父母或】机构的关

系。日期不得超过申请提交日期之前 60 天。

如果看护人是儿童服务管理局或其指定寄养

机构的员工，则信件：(1) 亦须授权该员工在

纽约市身份证计划注册地点代表该机构并陪

同该申请人，以及 (2) 仅在看护人亦出具儿

童服务管理局或其指定机构所颁发员工身份

证的情况下予以接受。 

是 
 

看护人是美国卫生和人力资源服务

部、难民安置办公室指定的未成年成

人保证人： 
美国卫生和人力资源服务部“放行核

准”表格 

美国卫生和人力资源服务部、难民安置办公

室的“放行核准”文件，上含照片、出生日

期以及申请人的保证人姓名和地址。包括表

格 ORR UAC/R-1、表格 ORR R-535 以及难

民安置办公室用于核实放行的任何表格。 

是 
 

看护人为继父母的情况：  
 

(1) 申请人的出生证明  
 
【及】以及 
 

(2)  继父母的结婚证 

两份文件（均不可或缺） 
 

申请人的出生证明，此外还有看护人的结婚

证、同性结合或同居伴侣关系证明，显示看

护人已经与申请人出生证上所示的家长结婚

或同居。2010 年 7 月 1 日前在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颁发的出生证不予接受。根据

波多黎各法律，在此日期之前颁发的所有出

生证均为无效。 

是 

 
 (2) 下列文件可作为确定任何年龄申请人与其看护人之间关系的证明： 

 
文件 描述 是否可接受作

为出生日期的

证明？  
看护人为法院指定的申请人监

护人、看管人或抚养人： 
法庭判令 

美国境内法庭指定该看护人作为申请人的合法监护

人、看管人或抚养人的法庭判令。 
是 

看护人为患有发育性残障申请

人的同居者： 
由纽约州发育性残障人士办公

室签发的发育性残障判定或裁

(1) 由发育性残障人士办公室签发的发育性残障判定

或裁定通知，证明该申请人符合接受护理的资格，

以及 
 

是（判定通知

可用于确定出

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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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通知 (Notice of Decision or 
Determination, NOD) 

以及 
(2) 看护人与申请人的居住 

证明 

(2) 本篇第 6-06 节中所包含的、能表明看护人居住在

判定或裁定通知所述地址的居住文件；或者，如果

申请人不再居住在判定或裁定通知所述的地址，则

提供第 6-06 节中所包含的居住文件，以表明该申请

人和看护人目前居住在同一地址。 
 

此规定不适用于已经生活在住宅护理设施中的申请

人。 
看护人为住宅护理机构员工的

情况： 
 

签名信 

由发育性残障人士办公室、纽约州卫生局、纽约州

心理健康办公室或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运营、

许可、认证或资助、且位于纽约市的住宅护理机构

执行层高级职员签署的函件，用于证明申请人居住

在该机构。日期不得超过申请日期提交之前 60 天，

且必须授权该员工在纽约市身份证计划注册地点代

表该机构并陪同该申请人。仅在看护人亦出具该机

构颁发的员工身份证的情况下予以接受。 

是 

个人看护人是申请人的社会安

全福利金代表收款人的情况： 
社会安全管理局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SSA) 
出具的信件，确定代表收款人

的地位 

社会安全管理局出具的信件，确定看护人是申请人

的社会安全福利金代表收款人。此信函的日期不得

超过申请提交日期之前一年 

是  

看护人是申请人社会安全福利

金代表收款人 (Representative 
Payee, RP) 所在组织的雇员

【或其他代表】： 
(1) 社会安全管理局出具的 

信件，确定代表代表收款人的

地位； 
以及 

(2) 代表收款人组织执行层 
高级职员出具的信件 

两封信（均不可或缺）： 
 

(1) 社会安全管理局出具的信函，确定该组织为申请

人的社会安全福利金代表收款人，且日期不超过提

交日期之前一年；以及 
 

(2) 由代表收款人组织中执行层高级职员签署的信

函，确定其雇员【或代表】获授权代表该组织处理

申请人的纽约市身份证申请事宜。这封信的署名日

期必须不超过提交日期之前 60 天，且必须授权该员

工在纽约市身份证计划注册地点代表该组织并陪同

该申请人。仅在看护人亦出具该组织颁发的员工身

份证的情况下予以接受。 

是（社会安全

管理局出具的

信件可用于确

定出生日期） 

看护人是纽约州发育性残障办

公室、纽约州卫生局、纽约州

心理健康办公室或纽约州健康

与心理卫生局或由以上四家机

构许可、认证或资助机构或设

施的员工的情况： 
签名信 

由发育性残障人士办公室、纽约州卫生局、纽约州

心理健康办公室或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或上述

机构运营、许可、认证或资助机构或设施的执行层

高级职员出具的函件，确定申请人与该机构或设施

的关系。日期不得超过申请提交日期之前 60 天，且

必须授权该员工在纽约市身份证计划注册地点代表

该机构或设施并陪同该申请人。仅在看护人亦出具

该机构或设施颁发的员工身份证的情况下予以接

受。 

是 

 

  



18 
 

第 10 节。《纽约市法规》第 68 篇第 6 章第 6-10 节修改为：  

 
§ 6-10 到期和续期。 
 
(a) 自申请批准之日起，纽约市身份证的有效期为 5 年，但未满 14 岁个人的卡有效期为

自申请批准之日起 2 年。 
 
(b) 为能收到续期卡，个人须在不超过续期卡申请日期之前 60 天内出具有效或过期纽约

市身份证。如果卡上地址并非申请人当前地址，申请人必须按照本篇第 6-04、6-06 或  
6-07 节中适用内容确定住处。 
 
(C) 如果个人出具的是过期已超 60 天的纽约市身份证或是未能在续期时出具纽约市身份

证【，】，则【会被当作】需要满足与新申请人一样的资格条件。 
 
第 11 节。《纽约市法规》第 68 篇第 6 章第 6-11 节修改为：  

 
§ 6-11 纽约市身份证资格信息的保密性。 
 
【(a) 人力资源管理局每季度都会销毁申请人提供用来证明身份或住处、已保留两年以上

的纽约市身份证记录副本，除非有法律要求将此类记录作为诉讼证据保存。 
 
(b) 人力资源管理局会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含）复核《行政法典》第 3-115(h) 节所

述报告中收集的数据，并按照此法典第 3-115(e)(1) 节确定是否仍有必要留存记录，从而

实现纽约市身份证计划的高效管理，同时适当修改纽约市身份证计划记录留存的相关政策。 
 
(c) 倘若：(i) 人力资源管理局未能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含）按照《行政法典》第  
3-115(e)(2) 节做出确定，或 (ii) 人力资源管理局确定记录已无必要留存，则人力资源管理

局不会留存申请人提供用来证明身份或住处、且已超过复核其申请书所需时长的纽约市身

份证记录原件或副本，而且人力资源管理局会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含）销毁其持

有的该日期之前的一切记录，或者，如果该日期有未决申请，则会在确定该申请的最终结

果后尽快处理。本小节中任何内容均不可作为阻碍人力资源管理局依法留存记录以备作为

诉讼证据的依据。 
 
(d)】(a) 收集到有关此卡申请人的信息，将按照适用联邦和州法律允许的最大程度进行保

密处理，仅在以下情况可以披露： 
 
【(i)】(1) 获得此信息所有者个人提供的书面授权，或者，如果该个人为未成年或不具备

法律意义上的能力，则获得此个人的父母或合法监护人提供的书面授权； 
 
【(ii)】(2) 获得拥有有效管辖权法院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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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3) 提供给申请此信息的城市机构，但使用目的局限于管理纽约市身份证计划，

或者确定或促成该申请人获取更多利益、服务和护理的资格，前提是此等披露须遵守一

切适用联邦和州的隐私法律法规，且此信息不可再次披露给任何其他政府机构或实体或

第三方；或 
 
【(iv)】(4) 提供给执法机构，为管理机构提供司法传票或司法令状。 
 
【(e)】(b) 人力资源管理局不会在纽约市身份证申请表格上指明申请人为确定住处或身份

所提供的记录类型。 
 

第 12 节。《纽约市法规》第 68 篇第 6 章第 6-12 节被废止，并新增一个第 6-12 节，内

容如下：  

§ 6-12 纽约市身份证申请被拒之后的复审会议和重新申请。 

(a) 纽约市身份证申请被拒的申请人可按照局长规定的方式，在遭拒后 30 天内向纽约市

身份证计划提交复审请求，申请对其持卡资格进行复审。 

(b) 复审会议中，由纽约市身份证计划执行董事的指定人员对申请人的申卡文件和资格进

行复核，而申请人则有机会重新申请此卡。复审只会在特别指定的注册中心举行。 

 

(c) 纽约市身份证计划会在收到申请后 30 天内告知申请人复审会议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如果提供的日期、时间和地点于申请人不便，本计划会与申请人磋商另一日期、时间和地

点，但不能保证此会议会在申请后 30 天内举办。 

 

(d) 如果申请人选择在复审会议后重新申请，纽约市身份证计划员工会通过邮件通知申请

人他们对于该申请的决定。如果纽约市身份证计划未能在会议日期后的 30 天内签发决定，

则触发复审请求的决定即是针对该申请的最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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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CITY MAYOR’S OFFICE OF OPERATIONS 
253 BROADWAY, 10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7 
212-788-1400 

  
 

证明 / 分析  
依据第 1043(d) 章节 

 
 
法规标题：纽约市身份证计划法规修订 

参考编号：HRA-18 

法规制定机构：人力资源管理局 
 
 

本人特此证明，本办公室已根据《纽约市宪章》第 1043(d) 节的规定分析了上述提

议法规，且上述提议法规： 
 
(i)  为了适应分散监管的社区和各个小区，采用易懂的普通语言写就； 
 
(ii)  最大程度降低分散监管的社区或小区内的合规成本，达到此法规所述目的；

以及 
 
(iii) 不提供纠正期限，因为并不构成违规、违规修正或者与违规相关的惩罚修正。 
 

 
     /s/ Geraldine Sweeney                   2018 年 5 月 8 日  
         市长事务办公室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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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CITY LAW DEPARTMENT 
DIVISION OF LEGAL COUNSEL 

100 CHURCH STREET 
NEW YORK, NY 10007 

212-356-4028 
 

依据 §1043(d) 的 

认证 

 

法规标题：纽约市身份证计划法规修订 

参考编号：2018 HRA 043 

法规制定机构：人力资源管理局 

 

  本人特此证明，本办公室已经根据《纽约市宪章》第 1043(d) 节的规定审核

了上述提议法规，且上述提议法规： 
 

(i) 是为了实现法律赋予的目的而起草的； 

(ii) 不和其他适用的法律相抵触； 

(iii) 在实际和适当的范围内，经过具体化来实现所述目标；而且 

(iv) 在实际和适当的范围内，包含了其基础和目的的陈述，并清楚解释了

法规及其提出要求。 

 

/s/ STEVEN GOULDEN    日期：2018 年 5 月 8 日  
代理机构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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