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诺伊州电动汽车补贴
伊利诺伊州电动汽车补贴计划申请表
补贴计划申请表
年7月1日申请周期

2022

本计划提供的补贴
本计划提供的补贴将取决于资金的供应情况
补贴将取决于资金的供应情况。
将取决于资金的供应情况。
若申请表出现字迹模糊、内容不完整或逾期提交的情况，则该申请将被拒绝
若申请表出现字迹模糊、内容不完整或逾期提交的情况，则该申请将被拒绝。
拒绝。
本补贴申请以及所需信息和文件必须邮寄至以下地址，并在购车之日后
补贴申请以及所需信息和文件必须邮寄至以下地址，并在购车之日后90天内加盖邮戳寄出。
天内加盖邮戳寄出。
不接受通过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送或亲自递送的申请表。必须打印申请表并将填写的申请表邮寄至以下地址，并加盖邮戳。
不接受通过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送或亲自递送的申请表。必须打印申请表并将填写的申请表邮寄至以下地址，并加盖邮戳。
Illinoi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lectric Vehicle Rebate Program MC #40
P.O. Box 19276
Springfield, Illinois 62794-9276

第1节：申请信息
姓名：

（名）

实际地址：

（中间名）

（街道号码，无邮政信箱）
邮寄地址（如有不同）：
（街道号码或邮政信箱）
电子邮箱地址（如有）：
日间联系方式/手机号码：（ ）-

（姓）
（城市）
（城市）

（邮编）
（邮编）

（区号）

请勾选以下适用声明，以确认您了解并符合资格标准：
 本人（即申请人）之前未收到本电动汽车补贴计划项下的补贴。
 本人购买的汽车先前未收到本电动汽车补贴计划项下的补贴。
 该汽车是从伊利诺伊州的一家持牌经销商处购买。
 该汽车是在伊利诺伊州交付给本人并由本人接收的。
 本人是该汽车的所有者/所有权持有人。该车不是一部临时租赁汽车或长期租赁汽车。
 在购买汽车和提交补贴申请的时候，本人居住在伊利诺伊州。
 在发放补贴款之前，如果本人的居住地或汽车所有权发生了任何变化，我必须立即通知伊利诺伊州环境保护局。
 在购买日期后的至少连续12个月内，本人必须保留汽车的所有权、居住在伊利诺伊州且在伊利诺伊州进行车辆登记。本人同
意在未能满足上述任何资格标准后的60天内通知伊利诺伊州环境保护局，并按要求向伊利诺伊州环境保护局偿还补贴金额。

第2节：汽车信息
请勾选一项：

请勾选一项：

从伊利诺伊州经销商处购买的新电动汽车/电动摩托车，该车辆之前从未被其他
人拥有或持有其所有权。
从伊利诺伊州经销商处购买的二手或有前车主的电动汽车/电动摩托车，该车辆
的原所有权人为另一车主。

电动汽车
电动摩托车
购买日期：
制造商：

（年）

/

/

（月） （日）

（制造厂商）

型号：

车型年份：

车辆识别号（VIN）：

本计划提供的补贴
本计划提供的补贴将取决于资金的供应情况
补贴将取决于资金的供应情况。
将取决于资金的供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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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经销商
节：经销商信息
经销商信息
经销商名称：
经销商执照号码：
经销商地址：

经销商电话号码：（

（街道）
（区号）

（城市）

）-

（邮编）

-

经销商之
经销商之证明：本申请表第2节和第3节所载信息真实
所载信息真实无误
信息真实无误。
无误。
经销商代表：
（签名）

（正楷签名）

第4节：文件
节：文件
本申请表需要包含以下项目。请勾选您准备纳入的所有项目。
 伊利诺伊州经销商的销售单据、购车发票或购车协议的副本。
 购车证明文件，例如已兑现支票之副本、表明已付相应金额或无未付余额的发票或账单，或贷款文件。
 伊利诺伊州汽车登记之副本。
 对于有社会安全号码的申请人，需提供IRS W-9表格，该表格列有姓名、通讯地址和社会安全号码。对于所有其
他申请人，需提供IRS W-8表格，该表格列有姓名、通讯地址和纳税识别号码。
第5节：低收入证明
如要符合“低收入”资格，申请人和所有居住在申请人住所并与申请人有血缘关系、婚姻关系或领养关系的18岁以上人员的总收入之和
不得超过州收入中位数的80%（“合格者”）。有关如何确定低收入适用性的信息，请参见随附的说明。
如果申请人符合该标准，请勾选“是”，以证明该身份。如果申请人不符合“低收入”的资格，请勾选“否”。
本人证明，本人和所有居住在本人住所并与本人有血缘关系、婚姻关系或收养关系的18岁以上人员的总收入之和未超过州收入中位数的
80%。
请勾选一项：
是
否

第6节：授权
节：授权
本证明必须由汽车（即涉及本申请之车辆）的购买者签字。未附上签字证明的申请表将被视为资料不完整并被拒绝。若任何
人故意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伊利诺伊州环境保护局作出虚假、虚构或欺诈性的关键声明，即构成4级重罪。在被定罪后第二
次犯罪或后续犯罪则属于3级重罪（415 ILCS 5/44(H)）。
本人证明，根据合理查询后所掌握的信息及有关看法，本申请表所载之声明和信息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否则将受到相关
法律的处罚。
申请人签名：
正楷签名：
日期：
本计划提供的补贴
本计划提供的补贴将取决于资金的供应情况
补贴将取决于资金的供应情况。
将取决于资金的供应情况。
IL 532 3077
APC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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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诺伊州电动汽车补贴计划
伊利诺伊州电动汽车补贴计划
（ILLINOIS ELECTRIC VEHICLE REBATE PROGRAM）
）
申请表格说明
邮寄地址

本补贴申请以及所需信息和文件必须邮寄至伊利诺伊州环境保护局（Illinois EPA）。不接受通过传真、电子邮
件方式发送或亲自递送的申请表。申请表必须邮寄至以下地址，并加盖邮戳。
Illinoi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lectric Vehicle Rebate Program MC #40
P.O. Box 19276
Springfield, Illinois 6279462794-9276

申请截止日期

本补贴申请必需在购车之日后 90 天内加盖邮戳寄出。
并且

本补贴申请必须在申请周期的最后期限或之前加盖邮戳寄出，该期限为 2022 年 9 月 30 日。
完整性要求

申请表中要求的所有信息必须以清晰的方式提供。 无法辨认、填写不完整或延迟的申请将被拒绝。
可用资金

所有补贴申请都取决于资金的供应情况。
申请
第 1 部分： 申请人信息
•

•

请提供您的姓名、实际街道地址（无邮政信箱）、电子邮件地址（如果有的话），以及您的日间电话或
手机号码。如果您的邮寄地址与实际地址不同，请提供邮寄地址。其中实际地址将被用来确认符合在伊
利诺伊州居住这一要求。主计长将用实际地址邮寄补贴支票。若您提供了另外的邮寄地址，在这种情况
下，将用该邮寄地址邮寄补贴支票。手机号码是为了在必要时与您进行联系。
请勾选每项声明，确认您了解并符合获得补贴的计划资格标准。

第 2 部分： 车辆信息
•
•
•

请勾选该申请是关于电动汽车还是电动摩托车
请勾选您是否从伊利诺伊州经销商处购买了一辆二手/有前车主的电动汽车或电动摩托车
请输入车辆的购买日期

•
•

请输入车辆或摩托车的品牌（制造商）、型号和车型年份
请输入完整的车辆识别号（VIN）

第 3 部分： 经销商信息

本部分应由进行销售的伊利诺伊州经销商填写。输入经销商的名称、伊利诺伊州州务卿颁发的经销商执照号码、
以及经销商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经销商的代表应证明该申请表第 2 和第 3 部分的信息为真实和准确，并签名和正
楷书写其姓名。
第 4 部分： 文件

请检查每一项声明，以确保所需的文件和表格都已包括在申请之中。仅接受字迹清楚的文件副本。
在网站上提供了所需的国税局 W-9 表（如果您有社会安全号码）和国税局 W-8 表（如果你有纳税人识别号）的链
接。伊利诺伊州主计长办公室需要个人的社会安全号或纳税识别号码来处理付款和签发州政府支票。如果没有完
整填写 W-9 或 W-8 表，该申请将无法被处理，并将被视为不完整的申请而被拒绝。
请注意：国税局 W-9 或 W-8 表中的信息必须与国税局的档案信息一致。主计长签发的补贴支票将被邮寄到该地
址，该地址必须是申请表第 1 部分中提供的实际地址或邮寄地址。
第 5 部分： 低收入证明

电动汽车补贴条例将 "低收入 "定义为个人和家庭的收入不超过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确定的本州财政年度州收入中位数的 80%。 该条例进一步规定，要符合 "低收入 "的资
格，申请人和所有居住在申请人住所并与申请人有血缘关系、婚姻关系或领养关系的 18 岁以上人员的总收入不
得超过州收入中位数的 80%。
把申请人和与申请人一起生活的任何个人或一群人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来确定申请人的家庭人数。其中可能包括
18 岁以下的人员以及与申请人没有血缘、婚姻或收养关系的人员。
申请人的收入水平是由申请人和所有居住在申请人住所并与申请人有血缘关系、婚姻关系或领养关系的人员之总
收入来确定的。
在确定前述的申请人家庭人数和收入水平之后，在下表中找到相应的推算家庭人数。 如果申请人的计算总收入
水平达到或低于相应的收入水平门槛，则申请人被认定为低收入者。 例如，一个家庭人数为 3 人的申请人，其
收入水平必须达到或低于 68,656 美元的收入水平门槛，才能被视为低收入者。

家庭人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收入水平
42,501 美元
55,579 美元
68,656 美元
81,734 美元
94,811 美元
107,888 美元
110,340 美元
112,792 美元
115,244 美元
117,696 美元

第 6 部分： 授权

请阅读授权证明，如果您同意，请在申请表上签字，正楷书写姓名，并注明日期。
未签署证明将导致该申请被视为不完整，而不完整的申请将会被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