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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够符合资格？ 

您必须满足以下 2022 年的所有标准，方可具备工薪家庭税收抵免 (Working Families Tax Credit, 
WFTC) 的资格： 

 您（或您的配偶，如适用）已提交联邦纳税申报表（表格 1040 或 1040-SR）。 
 您（或您的配偶，如适用）符合联邦收入所得税抵免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EITC) 的要

求，或可能符合 EITC 的要求，但使用了个人纳税识别号码 (Individual 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ITIN) 报税。 

 您（或如适用，您的配偶）必须年满 25 岁，且未满 65 岁，或有合格子女。 
 您在 Washington 州的居住时间至少为 183 天（超过半年）。  
 您（或您的配偶，如适用）必须满足以下调整后总收入 (Adjusted Gross Income, AGI) 

门槛： 
 

调整后总收入 (AGI) 必须低于 合格子女人数 最高抵免金额 

报税时的婚姻状况：单

身 
报税时的婚姻状况：

已婚 
  

16,480 美元 22,610 美元 0 300 美元 
43,492 美元 49,622 美元 1 名 600 美元 
49,399 美元 55,529 美元 2 名 900 美元 
53,057 美元 59,187 美元 3 名以上 1200 美元 

 

我需要做什么？ 

请确保您在提交申请前拥有以下信息：  

1. 您的 2022 年联邦纳税申报表（表格 1040 或 1040-SR）副本和适用附表或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 纳税申报记录。  
 您需要了解 2022 年联邦纳税申报表（表格 1040 或 1040-SR）第 1z 行中的薪资 。  

2. 您和您的配偶（如适用）以及任何合格子女的本名、社会保障号 (Social Security Number, 
SSN) 或个人纳税识别号码 (ITIN) 和出生日期。 若您目前正在等待 ITIN，且尚未收到，请勾

选问题 2 中注明“我目前正在等待 IRS（为我自己、我的配偶，和/或我的子女）签发 ITIN。
”的方框。 税务局收到 IRS 已签发的有效 ITIN，或已延长有效 ITIN 有效期的证明之后，方

可处理 WFTC 申请。  
3. 最新邮箱地址和最新住址。  若您使用邮政信箱或私人邮箱作为邮寄地址，须向税务局提

供您的最新住址。 若您没有住址，请参阅“居留情况”一节详细了解具体操作步骤。  
4. 若您选择直接存款，请填写您的银行代号和账号。  
5. 申请人（和/或您的配偶，如适用）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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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何时申请？ 

2023 年 2 月 1 日开始进行 2022 年度的申请 2022 年的申请，须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当日

或之前加盖邮戳。 
 

如何申请？ 

 登录 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在线申请  
 可在此进行书面申请：  

o 网站：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o 地方 Department of Revenue (DOR) 驻外办事处。  

 Bellingham - 1904 Humboldt Street 
 Bothell - 19800 North Creek Parkway Suite 101 
 Kent - 20819 72nd Ave South Suite 680 
 Port Angeles - 734 E First St Suite B 
 Richland - 1657 Fowler Street 
 Seattle - 2101 4th Ave Suite 1400 
 Spokane - 1330 N Washington Suite 5600 
 Tacoma - 3315 S 23rd St Suite 300 
 Tumwater - 6500 Linderson Way SW 
 Vancouver - 8008 NE 4th Plain Blvd Suite 320 
 Wenatchee - 630 N Chelan Ave Suite B3 
 Yakima - 3703 River Rd Suite 3 

 应将书面申请邮寄至：  
o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Revenue 

Attn: Working Families Tax Credit Division 
PO Box 47481 
Olympia, WA 98504-7481 

 

A. 您的信息 

1. 请提供您的本名。 
2. 如果您有 SSN，请选择“SSN”（社会保障号）方框，或如果您有 ITIN，请选择“ITIN”（个人

纳税识别号码）方框。 请在空白处输入完整的有效 SSN 或有效 ITIN 号码。  
 若您目前正在等待 IRS 签发 ITIN，且尚未收到，您可能仍需填写申请表。  如果是这种

情况，请在申请表中勾选注明“我目前正在等待 IRS（为我自己、我的配偶，和/或我

的子女）签发 ITIN。”的方框。 税务局在收到 IRS 已签发的有效 ITIN 或已延长有效 ITIN 
有效期的证明之后，方可处理您的 WFTC 申请。 

3. 请按照（年/月/日）的格式提供您的出生日期。 例如，若您的出生日期为 1980 年 4 月 15 
日，请输入198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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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您持有 Washington 州的驾驶证或身份证，请在提供的方框中输入您的 Washington 州驾

驶证或身份证号码。  
 即使没有 Washington 州驾驶证或身份证，您也可以获得资格。 提供此类信息可以帮

助我们加快申请审核流程。 若您没有 Washington 州驾驶证或身份证，或无法提供二

者的任何一种，请勾选注明“我没有或不想填写 Washington 州驾驶证或身份证号码。”
的方框。 

5. 请填写您的最新邮寄地址。  
6. 请填写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地址。   

 

B. 居留情况问题 

7. 若您 2022 年在 Washington 州至少居住了 183 天（超过半年），请勾选“是”。 若您 
2022 年在 Washington 州的居住时间未达到 183 天（超过半年），请勾选“否”。 如果您

勾选“否”，点击此处结束。 您不具备税收抵免的资格。  

请注意：若您在合并报税时已婚，仅需夫妻任意一方满足 183 天的居住要求即可。 
满足居住要求的个人必须作为主要申请人。 夫妻任意一方居住在本州以外的，不

得作为主要申请人。 

8. 若您的邮寄地址与您最新的主要住址相同，请勾选“是”。 若您的邮寄地址与您最新的主要

住址不同，请勾选“否”。 若您回答“是”，可直接转至 C 节。 
9. 若您第 8 题的回答是“否”，请在空白处填写您的主要住址。 若您提供邮政信箱或私人邮箱

作为您的邮寄地址，您必须在第 8 题勾选“否”，并在空白处填写您的主要住址。 若您目前

无家可归，或无法提供主要住址，请在第 8 题勾选“否”，并勾选注明“我没有或不想填写主

要住址。”的方框。 请注意，税务局可能会与您联系，核实您是否满足居住要求。 若您在

第 8 题勾选“否”，您必须填写主要住址，或勾选您选择不提供主要住址，以完成申请。  

 

C. 资格问题 

10. 请勾选符合您用于提交 2022 年联邦纳税申报表的报税状态的方框。 
11. 您是否符合以下所有要求？  若您具备 2022 年联邦收入所得税抵免资格，请勾选“是”。 若

您不具备资格，请勾选“否”。 若您勾选“否”，请点此结束。 您不具备税收抵免资格。  
 
若您不确定您是否具备资格，请查看以下要求： 

 您的 2022 年联邦纳税申报表第 11 行中的调整后总收入 (AGI) 须低于： 
 如果您没有合格子女，则为 16,480 美元（如果合并报税时已婚，则为 

22,610 美元）； 
 如果您有一名合格子女，则为 43,492 美元（如果合并报税时已婚，则为 

49,622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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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有两名合格子女，则为 49,399 美元（如果合并报税时已婚，则为 
55,529 美元）；或 

  如果您有三名或以上合格子女，则为 53,057 美元（如果合并报税时已婚，

则为 59,187 美元）。 
 如果您（或如适用，您的配偶）无子女，您（或您的配偶，如适用）的年龄在 

2022 年底必须在 25-64 岁之间。 
 如果您（或如适用，您的配偶）享有投资收入，该收入必须低于 10,300 美元。 
 以下情形在 2022 年对您不适用。 

 您提交了关于外国人所得收入的 2555 号联邦表格。 
 您（或您的配偶，如适用）被视为另一人的合格子女。 
 如果您没有合格子女，您（或如适用，您的配偶）被视为另一人的受赡养

人。 
 您（或您的配偶，如适用）被视为非美国居民。 
 您目前处于联邦收入所得税抵免 (EITC) 申请的拒绝期。 

 

D. 配偶信息 
如果您没有配偶或同居伴侣，请跳转至 E 节。 

12. 请填写您的配偶/同居伴侣的本名。  
13. 如果您的配偶/同居伴侣有 SSN，请选择“SSN”（社会保障号）方框，或如果其有 ITIN，请

选择“ITIN”（个人纳税识别号码）方框。 请在空白处输入其完整的有效 SSN 或有效 ITIN  
号码。  

14. 请按照（年/月/日）的格式填写您的配偶/同居伴侣的出生日期。 例如，如果其出生日期

为 1980 年 4 月 15 日，您应输入1980/04/15。   

 
E. 合格子女信息 
本节仅适用于为其子女申请抵免的申请人。 您必须为您的子女提供以下所需的所有信息。 未能提

供 信息 可能导致延迟处理您的申请。  

哪些子女可以算作合格子女？ 

合格子女必须满足您申请中规定的资格要求。 该子女必须与您有亲属关系、已满特定年龄、未提

交自己的合并纳税申报表，且在 2022 年与您共同生活超过半年。 

就 WFTC 而言，合格子女与您的联邦纳税申报表中规定的受赡养人不同。 若您可以在联邦纳税申

报表中为某人申请受赡养人的资格，这不一定代表您可以为其申请合格子女的资格。 请确保您为

其申请 WFTC 的子女符合下述合格子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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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关系 

合格子女必须和您有某种亲属关系。 他们/她们可以是您的子女，也可以是您的兄弟姐妹。 例
如，合格子女可以是您的亲生子女（包括领养的子女）、继子女、养子女或其中一名子女的

后代，例如孙子/孙女。 合格子女也可以是您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继兄弟姐妹

或其中一名兄弟姐妹的后代，如侄女或侄子。 您不能为您子女的配偶申请合格子女的资格。 

年龄 

合格子女必须在 2022 年底未满 19 岁，且比您（或您的配偶，如适用）小。 合格子女登记为全日

制学生的，其必须在 2022 年底未满 24 岁，且比您小。 若您的合格子女在 2022 年一直存在永久

性残疾，则无年龄要求。 

年龄计算： 合格子女被视为在其出生日期前一天年满该年龄。 

示例 1：您女儿的出生日期为 2004/1/2。 她被视为在 2023/1/1 满 18 岁。 由于您的女儿

在 2022 年底未满 19 岁（现 18 岁）,因此您可以为其申请工薪家庭税收抵免的合格子女

资格。  

示例 2：您儿子的出生日期为 2003/12/31。 他被视为在 2022/12/30 满 19 岁。 由于您的儿

子在 2022 年底已满 19 岁，也并非全日制学生,因此您不可以为其申请合格子女的资格。 

示例 3：您 20 岁的哥哥，系全日制学生，且未婚，与您和您的配偶共同生活。 您 18 岁，

您的配偶 21 岁。 您和您的配偶提交了 2022 年的合并纳税申报表。 由于您的哥哥比您的

配偶小，您可以为您的哥哥申请工薪家庭税收抵免的合格子女资格。 由于他是您的哥哥、

全日制学生、未提交合并纳税申报表，且与您共同生活，因此他满足您合格子女的要求。 

示例 4：您 23 岁的哥哥，系全日制学生，且未婚，与您和您的配偶共同生活。 您 18 岁，

您的配偶 21 岁。 您和您的配偶打算提交 2022 年的合并申报表。 由于您的哥哥比您和您

的配偶大，因此您不可以为您的哥哥申请工薪家庭税收抵免的合格子女资格。 虽然他是您

的哥哥、全日制学生，且与您共同生活，但他比您和您的配偶大，您不能为其申请资格。  

示例 5：您 24 岁的侄子，一直与您共同生活。 他未婚且完全残疾。 由于他完全残疾，其

资格无年龄要求，因此您可以为您的侄子申请工薪家庭税收抵免的合格子女资格。 

合并申报表 

合格子女不得提交 2022 年的合并申报表，但其仅申请退还预扣所得税或已缴估算税款的除外。 

示例 1：您的女儿和她的配偶都是 18 岁，且与您共同生活。 其每年总收入为 10,000 美
元，且不需要提交联邦所得税申报表。 其决定不报税。 由于您的女儿未满 19 岁、与您

共同生活，且未和她的配偶共同提交合并申报表，因此您可以为您的女儿申请工薪家庭

税收抵免的合格子女资格。 您不能为您子女的配偶申请合格子女的资格。 

示例 2：您的儿子和他的配偶都是 18 岁，且与您共同生活。 其每年总共同收入为 11,000 
美元，且不需要提交联邦所得税申报表。 其提交了合并申报表申请退还预扣税。 由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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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子未满 19 岁、与您共同生活，且仅为申请退还预扣税提交了合并申报表，因此您可

以为您的儿子申请工薪家庭税收抵免的合格子女资格。 您不能为您子女的配偶申请合格子

女的资格。 

示例 3：您的孙子女及其配偶都是 18 岁，且与您共同生活。 其共同总收入为 10,000 美
元，且不需要提交联邦所得税申报表。 其决定提交合并申报表申请美国机会税收抵免。 
由于您的孙子/孙女打算提交合并申报表申请抵免，而不仅仅只是申请退还预扣税，因此

您不可以为您的孙子女申请该资格。  

居留情况  

合格子女必须在 2022 年与您共同生活半年以上。 如果您的子女在 2022 年出生或去世，其必须与

您共同生活超过其 2022 年在世的一半时间。  

示例 1：您和您的前配偶有一个 10 岁的儿子/女儿。 这个儿子/女儿主要与您共同生活，每

隔一个周末与您的前配偶共同生活。 这个儿子/女儿与您共同生活超过半年，因此您可以

为其申请工薪家庭税收抵免资格。 您的前配偶不能为该子女申请。 

示例 2：您因为工作关系在 2022 年 1 月 1 日搬去了 Washington 州。 您的儿子/女儿在 
2022 年 9 月 1 日搬过来与您共同生活。 您的儿子/女儿在 2022 年仅与您共同生活 4 个月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因此您不可以为其申请工薪家庭税收抵免资格。 

示例 3：您的儿子/女儿在 2022 年 2 月 28 日去世，且在 2022 年 1 月 15 日至其去世期间

一直在住院。 只要没有其他人为儿子/女儿申请，您可以为其申请 2022 年的工薪家庭税

收抵免资格。 如果在 2022 年一半以上的时间里，您的家是 2022 年去世的儿子/女儿所

住的家，该儿子/女儿可以被视为与您共同生活超过 2022 年的一半时间。 您或您的儿子

/女儿因特殊情况（如生病）暂时离家的时间仍可算作其与您共同生活的时间。  

决胜规则： 

一名子女可能有资格由多名申请人申请工薪家庭税收抵免。 但每年仅可由一人（以及如适用，该

人的配偶）为该子女申请。 请参阅下方的决胜规则，确定可以为合格子女申请的人员。 

 如果该人员之一为该子女的父母一方，该子女被视为该父母一方的合格子女。 
 如果该父母双方共同提交合并联邦纳税申报表，并可以为该子女申请合格子女得资格，该

子女被视为该父母双方的合格子女。 
 如果该父母双方未共同提交合并联邦纳税申报表，但其均可在联邦纳税申报表中为该子女

申请，该子女被视为一年中与之共同生活时间较长的父母一方的合格子女。 该子女与该父

母一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必须超过 183 天。 如果该子女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相同，该

子女被视为年度调整后总收入 (AGI) 较高的父母一方的合格子女。  
 如果父母双方均不可以为该子女申请合格子女的资格，该子女被视为满足所有合格子女要

求且年度 AGI 最高的人员的合格子女。  
 如果父母一方可以为该子女申请合格子女的资格，但父母双方均没有为该子女申请此资 

格，该子女被视为年度 AGI 最高的人员的合格子女，但仅限该人的 AGI 高于可以为该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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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的任何一方父母的最高AGI。 

示例 1：您和您的 2 岁的儿子 Jimmy，他一整年都与您的母亲共同生活。 您 25 岁，未

婚，且您的 AGI 为 9,000 美元。 您母亲的 AGI 为 22,000 美元。 Jimmy 满足您和您母亲

的关系、年龄、居留情况和合并申报测试要求。 但仅你们的其中之一可以将其视为 
WFTC 申请的合格子女。 他不属于任何其他人的合格子女，包括他的父亲。 如果您选

择不为 Jimmy 申请合格子女资格，获得 WFTC，您的母亲可以将其视为 WFTC 申请的合

格子女。 

示例 2：您和您的 7 岁的侄女，即您姐姐/妹妹的子女，一整年都与您的母亲共同

生活。 您 25 岁，且您的 AGI 为 9,300 美元。 您的唯一收入来源是一份兼职。 您
母亲的 AGI 为 15,000 美元。 她的唯一收入来源是她的工作。 您侄女的父母共同

报税、其 AGI 低于 9,000 美元，且不与您或其子女共同生活。 您的侄女满足您和

您母亲的关系、年龄、居留情况和合并申报测试要求。 但仅您的母亲可以将其视

为合格子女。 这是因为您母亲的 AGI 为 15,000 美元，高于您 9,300 美元的 AGI。  

15. 填写工薪家庭税收抵免申请表 E 节。 
 请提供您的子女人数。 您不能为三名以上的子女申请抵免。 例如，如果您有 5 名子

女，请在第 1 行写明 5 名，但您只需要在申请抵免时写明 3 名。 
 请写明您合格子女（们）的本名名字。 如果您为一名以上的子女申请，请在单独列中

写明所有子女的名字。 您仅可以为 3 名子女申请。 不得提供 3 名以上子女的信息。 
 请写明您合格子女（们）的本名中间字首。 如果其没有中间字首，请将本行留空。 
 请写明您合格子女（们）的本名姓氏。 其本名姓氏无需与您的相同。 
 请按照（年/月/日）的格式提供您的合格子女（们）的出生日期。 例如，如果您子女

的出生日期是 2005 年 5 月 6 日，请写明其出生日期为 2005/05/06。 
 如果您的子女有社会保障号，请选择“SSN”勾选框，或如果您的子女有个人纳税识别号

码，请选择“ITIN”勾选框。 
 请在空白处输入您子女完整的有效 SSN 或有效 ITIN 号码。 如果您为您的子女申请了 

ITIN，但尚未收到，您可能仍需填写申请表，但必须勾选问题 2 中的方框。 
 请选择描述最接近您的合格子女与您的关系的勾选框。  

o 亲生子女、继子女、领养的子女或养子女，包括其中一名子女的后代，例如孙

子女。 
o 兄弟姐妹、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或继兄弟姐妹，包括其中一名兄弟姐妹的后

代，如侄女或侄子。 
 如果您的子女与您共同生活超过半年，请勾选“是”。 如果您的子女与您共同生活未超

过半年，请勾选“否”。 如果您选择“否”，您不可以为该子女申请工薪家庭税收抵免。 
 如果您的子女在 2022 年 5 个日历月的时间里为全日制学生，请勾选“是”。 如果您的子

女在 2022 年并非学生，请勾选“否”。 如果作为学生符合资格，您的子女必须在 2022 
年底未满 24 岁，且为全日制在校生，其学校有固定的教职员、课程和固定的在校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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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例如： 小学、中学、高中、大学或中等职业学校）；或将参加前述学校提供的全

日制农场实地培训课程。   
o 示例 1：您的子女与您共同生活，且为社区大学的全日制在校生。 其未婚，也

未提交合并申报表。 其在 10 月满 23 岁。 您的子女可以作为学生符合资格，

因为其为社区大学的全日制在校生，且在当年年底未满 24 岁。 
o 示例 2：您的子女与您共同生活，且为社区大学的全日制在校生。 其未婚，也

未提交合并申报表。 其在 11 月满 24 岁。 由于您的子女在 2022 年底已满 24  
岁，因此其无法以学生身份获得资格。 

 如果您的子女在 2022 年一直是完全永久性残疾，请勾选“是”。 如果其并非完全永久

性残疾，请勾选“否”。 如果以下两个关键要求适用于某人，该人被视为完全永久性

残疾： 
o 他或她因身体或心理疾病无法参与任何实质性的有益活动，以及 
o 有资质的医生确认，病情已持续或预计持续至少一年或可能导致死亡 

 如果您在您的联邦纳税申报表中为您的子女申请收入所得税抵免 (EITC)，请勾选“是”。 
如果您不为您的子女申请 EITC，请勾选“否”。 

 如果您的子女已婚且提交了合并申报表，请勾选“是”。 如果您的子女提交了合并申报

表，您不可以为其申请该抵免。 如果您的子女未提交合并申报表，请勾选“否”。  

F. 收入所得 
 

16. 请输入您 2022 年联邦纳税申报表的 1040 号或 1040-SR 表格第 1z 行中列明的美元金额。 
1040 号表格“第 1z 行”示例： 

 
 
 

17. 如果您已逐项填写 2022 年联邦纳税申报表，请勾选“是”。 如果您未逐项填写，请勾选“
否”，且如果您不确定您是否已逐项填写纳税申报表，请勾选“不确定”。 
如果您已逐项填写纳税申报表，则代表您已填完附表 A 以及 1040 号或 1040-SR 表格。 如
未填完附表，则不算已逐项填写。 如果您不确定您是否已逐项填写 2022 年纳税申报表，

请勾选“不确定 (Not 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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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如果以下任一情形在 2022 适用于您，请勾选“是”。 如果以下所有情形在 2022 均不适用于

您，请勾选“否”。 如果您不确定，请勾选“不确定”。 
 
可能情形的定义  

 
个体经营：您以独资经营者或独立承包商的身份开展交易或业务；您是开展交易或业务的

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或您以其他方式经营自己的业务（包括兼职业务）). 
 
提交了附表 SE 的神职人员或受雇于教堂的成员： 提供履行牧师职责的服务的成员会收到

表格 W-2，但不会预扣社会保险税或 Medicare 税。 其必须提交附表 SE（表格 1040）来支

付社会保险和 Medicare 税，也必须支付个体经营税. 
 
受雇于军队并获得军饷： (1) 您必须是美国武装部队的成员，且 (2) 必须在成员在指定作战

区服役或因在指定战区服役期间受伤、患病而住院的一个月内完全累积获得补偿的权利。 
 
将附表 C 连同联邦纳税申报表一起提交的法定员工： 法定员工是独立承包商，其主要工

作为预扣税款。 相关人员必须符合特定标准，方可被视为法定员工。 法定员工可以在提

交联邦纳税申报表时，在附表 C 中扣除与工作相关的费用。 
 

附表 C 示例 

 
 
享有的 Medicaid 补助豁免款项： Medicaid 补助豁免款是指联邦政府为本应在医院、护理

机构或中级护理机构住院的人员提供长期居家护理服务而支付的款项。 
 
所获罢工津贴： 罢工工资是指工会为帮助工人在罢工期间满足其基本需求而向其支付的一

笔款项，该笔款项通常从名为“罢工基金”的特别储备金中划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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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您想如何接收抵免款项？ 
如果您想将您的工薪家庭税收抵免款项直接存入您的银行账户，请选择“直接存款”。 请您确保清

楚地填写准确银行代号和账号。  

 

如果您想将您的工薪家庭税收抵免款项寄送至您提供的邮寄地址，请选择“邮寄支票”。  

如果您的账户信息或邮寄地址输入错误，Department of Revenue 对丢失的钱款概不负责。 如果未

填写本节，将向您在 A 节中提供的邮寄地址寄送支票。请确保您在 A 节（第 1 页“您的信息”）中

提供的邮寄地址正确。 

 

H. 附件 

请随附一份您的联邦纳税申报表（1040 号或 1040 SR 号联邦表格 以及适用明细表）副本或 
IRS 纳税申报记录。 1040 号或 1040 SR 号联邦表格是标准的联邦所得税表格，用于向 IRS 
报告收入、申请税收减免和抵免，以及计算当年的退税额或纳税额。 如果您无法提供您的

联邦纳税申报表副本，您可以申请 IRS 纳税申报记录，其中汇总了申报信息并包含调整后

总收入。   

在线申请纳税申报记录： 

https://www.irs.gov/individuals/get-transcript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或拨打800-908-9946 致电 IRS 自动电话查询记录服务申请纳税申报记录。. 

I. 声明和签署 

您和您的配偶（如适用）必须签署申请表，才能考虑准予退款。 签署本申请表即代表您同意以下

所有事项： 

 您提供的所有信息真实、无误且完整。  
 您可以为在申请表中提供的所有信息提供证明文件。  
 截至您签署申请之日，您提交了 2022 年联邦所得税申报表。  
 本申请表并非代表已故人士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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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已为在 2022 年购买的商品或服务缴纳 Washington 州零售税或使用税。  

请按照年/月/日的格式填写您（和您的配偶，如适用）签署本申请表的日期。 例如，如果您

在 2023 年 2 月 3 日签署本申请表，请写为“2023/02/03”。 

 

J. 填写人信息 

本节为自愿填写。 

19. 如果您自己填写 WFTC 申请表，请勾选“是”。 如果其他人代您填写本申请表，请勾选

“否”。 如果您勾选“否”，请提供代您填写本申请表的人员的以下信息： 
a. 填写人姓名和电话号码  
b. 如果申请表填写人是填写纳税申报表的企业所有者或员工，请提供该企业名称和填

写人的电子邮箱地址。 
c. 如果申请表填写人有填写人报税识别号码 (Preparer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PTIN)，请在空白处提供此号码。  
d. 如果本申请表在免费报税服务 (Voluntary Income Tax Assistance, VITA) 网站完成填

写，请勾选“是”，并在下方提供网站名称。 如果本申请表并非在 VITA 网站完成

填写，请勾选“否”。 

 

K. 人口统计信息 

人口统计信息为自愿填写，但该信息有助于州立法机构评估工薪家庭税收抵免计划的有效性。  

20. 如果您本人、您的配偶，或子女（们）是西班牙裔、拉丁裔或具有西班牙血统，请勾选

所有适用方框。 如果您本人、您的配偶，或子女（们）是其他西班牙裔、拉丁裔或具有

西班牙血统，请勾选“说明”，并在空白处填写您的回答。 如果您本人、您的配偶，或子

女（们）不想提供人口统计信息，请为所有适用个人勾选“不想告知”。  
21. 请选择所有适用于您本人、您的配偶，或子女（们）的族裔。 如果您选择美洲印第安人或

阿拉斯加原住民，请勾选“部族”，并在空白处填写部族名称。 如果您本人、您的配偶，或

子女（们）不想提供人口统计信息，请为所有适用个人勾选“不想告知”。  
22. 请选择您了解到工薪家庭税收抵免计划的方式。 请勾选“网站”、“社交媒体”、“其他组织

或机构”、“他人告知”，或“其他”。  
23. 请选择 2022 年底对应的住房状况。 请勾选“承租人”、“房主”，或“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