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租车
TLC 宣布约租车许可证存储选项
纽约市出租车与豪华礼车管理局 (New York City Taxi and Limousine Commission) 将允
许约租车车主“暂停”其 TLC 车辆许可证不超过一百八十 (180) 天，即日起生效。 许可
证将通过如下所述的“存储”流程获得暂时保留。

您是否满足条件？
•

配备 TLC 牌照的所有 FHV 车辆都可以存储其车辆许可证最多一百八十 (180)
天。 当前处于存储状态的 FHV 车辆许可证将额外获得六十 (60) 天的存储时间，允
许 FHV 许可证存储总计达到一百八十 (180) 天。

要求
• 由车主或公司官员填写的 TLC 存储表单。
如何存储您的 TLC 约租车 (FHV) 许可证
1. 打印并填写车辆许可证存储表单。
下载、打印并填写 TLC 车辆许可证存储表单第 1 和第 2 部分。
2. 通过电子邮件将存储表单发送至 TLC，邮件地址为 FHVStorage@tlc.nyc.gov。
扫描 TLC FHV 存储表单，并通过电子邮件将其发送至：FHVStorage@tlc.nyc.gov.
请勿前往 TLC 长岛市办事处提交文件。 我们只接受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文件。
3. 车辆许可证状态和电子邮件通知。
您的车辆许可证状态将不再显示为活跃，并且将变为“存储中”。 车辆许可证存储
期间，车辆不得进行约租业务。 一百八十 (180) 天后，您将收到将车辆许可证移除
存储状态或是许可证将被关闭的通知。
注意：由于纽约州 DMV 办公室限制当面交易，请单击此处或登录 DMV 网站
https://dmv.ny.gov，以了解关于交出 TLC 牌照的更多信息。
如何将 TLC 约租车 (FHV) 许可证移除存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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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将您的车辆许可证移除存储状态，请遵循下方说明。
如果您在车辆许可证存储期间仍持有您的 TLC 牌照/仍没有交出 TLC 牌照，请遵循以下
说明：
1. 填写约租车存储申请表单第 3 部分（移除存储状态部分）；
2. 请求您的经纪人或保险公司提供更新的保险/责任保险凭单，凭单上标有发放的当前日
期；
3. 将约租车存储申请表单和更新的保险/责任保险凭单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FHVStorage@tlc.nyc.gov；
4. 车辆将被预约安排在 TLC Woodside 检修工厂接受外观检查，以获得新的 TLC 贴

花。
如果您在车辆许可证存储期间已交出 TLC 牌照，请遵循以下说明：
1. 填写约租车存储申请表单第 3 部分（移除存储状态部分）；
2. 请求您的经纪人或保险公司提供更新的保险/责任保险凭单，凭单上标有发放的当前日
期；
3. 请填写位于本页的转移申请（您必须进行牌照转移才能获得新的 TLC 牌照）；
4. 将约租车存储申请表单、填写完毕的转移申请和更新的保险/责任保险凭单通过电子邮
件发送至 FHVStorage@tlc.nyc.gov；
5. 在可以预约于 TLC 长岛市 (LIC) 办公室提交申请时,您将收到通知。
6. 出席您在 TLC LIC 办公室的牌照转移约见；
7. 车辆将被预约在 TLC Woodside 检修工厂接受外观检查，以获得新的 TLC 贴花。
常见问题
•

请阅读约租车存储选项常见问题解答，以了解更多信息。

中文 — 2020 年 9 月

FHV 存储常见问题解答 — 暂行办法
1. 问：如何将许可证进行存储？
答：您需要从 TLC 网站打印 FHV TLC 存储表，并填写第 1 部分和第 2 部分。 将填写
好并签字的表单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FHVStorage@tlc.nyc.gov。 在您的车辆许可证完
成存储后，您将收到一封确认信。
2. 问：DMV 办公室交易受到限制，我要如何交出我的 TLC 牌照？
答：由于纽约州 DMV 办公室限制当面交易，请单击此处或登录 DMV 网站
https://dmv.ny.gov，以了解关于交出 TLC 牌照的更多信息。
3. 问：我是否必须将我的 FHV 许可证进行存储？
答：不。您可以完全自行决定是否存储您的车辆许可证。
4. 问：我是否需要前往 Woodside 清除车辆的贴花？
答：为在 COVID-19 疫情期间限制亲自到访，您目前无需访问 TLC Woodside 办事
处。
5. 问：在交出我的 TLC 牌照后，我是否能从保险公司获得退款或报销？
答：请在交出车牌前与您的保险公司联系，以获得任何预期退款或保险报销的详
细信息。
6. 问：如果我持有外州车牌或定制车牌，该怎么办？
答：您将需要联系您当地的 DMV 办公室，了解如何交出您的车牌或存储您的定制
车牌。
7. 问：如果我不使用许可证，是否能够获得 TLC 的报销？
答：不。TLC 费用不可退还。
8. 问：存储许可证是否会收取 TLC 费用？
答：不会收费。
9. 问：我如何通知 TLC 我已清除贴花，并已填写好 FHV TLC 存储表单？
答：填写完成存储表单后，您将证明并确认所有 TLC 贴花已从提交存储表单的车辆
上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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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问：我可以将许可证存储多长时间？
答：一百八十 (180) 天。
11. 问：我可以将我的 FHV 许可证存储多少次？
答：仅一次。
12. 问：在一百八十天 (180) 天结束后，我是否会收到通知？
答：是的。
13. 问：如果我没有在一百八十天 (180) 天后从存储中提出许可证，会怎么样？
答：您的许可证将被关闭。
14. 问：如果我停止交保险，会发生什么情况？
答：请联系您的保险公司和为您发放牌照的本州 DMV，以了解您在停止交保险后
会发生什么情况的更多信息。
15. 问：如果我因为保险终止而交出车牌，而我没有通知 TLC，会发生什么情况？
答：您的许可证将被关闭。
16. 问：TLC 牌照车辆的 DMV 注册需要保持激活状态吗？
答：车辆许可证存储且牌照已交给 DMV 期间，TLC 不要求保持 DMV 注册激活状
态。
17. 问：需要保留存储中的车辆的保险吗？
答：车辆许可证存储且牌照已交给 DMV 期间，TLC 对保险没有要求。
18. 问：我能否选择在存储的一百八十 (180) 天内从存储中删除车辆许可证？
答：是的。 您可以在一百八十 (180) 天内的任何时间从存储中删除车辆许可证，
但一旦删除车辆许可证，您就无法将其重新存储。
19. 问：我如何从存储中删除我的车辆许可证，并获得新的 TLC 贴花呢？
答：如要从存储中提出 FHV 许可证,请填写存储表单第 3 部分并提供下列任一材料：声
明页面/具有更新发放日期的责任保险凭单，或是列出当前承保金额的保险公司近
期承保信函。 请确保保险限额符合 TLC 网站上列出的 TLC 最低要求。 将存储表单和所
有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FHVStorage@tlc.nyc.gov。 当您的车辆许可证被移除存储
状态后，您将收到一封确认信，并且我们将为您预约前往 TLC LIC 办事处获取新的
TLC 牌照。 然后我们将安排您的车辆在 TLC 检修工厂进行外观检查，并在车辆上放置 TLC
贴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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