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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信息单是为谁写的？ 

申请经济援助的出租车执照拥有者。这份信

息单向符合资格的出租车执照拥有者就经济

援助计划对身份证明方面的要求提供相关信

息。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信息单？ 

另一份名为 “Financial Assistance” （暂译

《经济援助》）的信息单提供申请资格、申

请过程等信息，并列出与提交申请有关的重

要日期。新州交通部（Transport for NSW）

鼓励打算申请经济援助的人仔细阅读这两份

信息单。 

此外，名为 “Transition for taxi licence 

holders”（暂译《出租车执照拥有者过渡过

程》）的信息单向目前正经营出租车服务的

人提供过渡过程相关的信息。任何拥有符合

资格的出租车执照并经营出租车服务的人都

应该阅读这两份信息单。 

 

重要信息 

身为登记的出租车执照拥有者，您将会在2023年1月

收到一封信，信上将提供申请经济援助的详细信息。 

出租车执照拥有者必需提供身份证明文件的认证复印

件和他们出租车执照的基本信息。 

出租车执照拥有者可以致电 131 727 联系专职客服

中心，寻求协助填写申请表。 

为什么新州交通部需要我的身份证明文件？ 

新州交通部（简称TfNSW）收到经济援助申请表

时，必须核实申请人的身份，以确保向正确的符合资

格出租车执照拥有者提供经济援助。这项要求适用于

拥有出租车执照的个人、多人和公司。 

如果不提供身份证明文件的认证复印件，将会延误申

请表的审核。 

谁需要提供身份证明文件？ 
 

1. 符合资格的出租车执照由个人单独拥有时，则该

申请人需提供身份证明文件。 

2. 符合资格的出租车执照由多人通过合伙实体

（partnership）或其他安排拥有时，则共同拥有

出租车执照拥的每个人需提供身份证明文件。 

3. 符合资格的出租车执照由公司拥有时，指定的公

司董事或其他授权提交申请的人需提供身份证明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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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身份证明需要符合什么要求？ 

需提交至少100点身份证明文件的认证复印件才能

确立身份证明。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必需包括至少

一份主要身份证明文件。每份接受的身份证明文件

都有70、40、35或25的点数。

提交用作身份证明的认证复印件必须是在提交前三

个月内进行认证的复印件。本信息单在最后附有可

认证复印件的证人类别清单。 

身份证明文件的点数 

需提交下表中总共100点身份证明文件的认证复印

件才能确立身份证明。 

 

文件类别 点数 文件的详细信息 

主要文件（申请

人必需至少提交

一份主要文件） 

70点 • 出生证明（不接受出生证明摘要） 

• 由新州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记局（New South Wales Registry of 

Births, Deaths and Marriages）发的出生卡1 

• 澳大利亚公民证书 

• 有效护照 

• 过期不超过两年并且未被注销的护照 

• 其他具备与护照相同特征的身份证明文件（可包括外交文件和某些发给

难民并载有持有人照片或签名的文件，例如 ImmiCard2）。 

次要文件 40点 • 由澳大利亚州或领地政府发的驾驶执照 

• Service NSW照片身份证 

• 根据联邦法、州法或领地法所发的执照或许可证（例如：船只

驾驶执照） 

• 向公务员发的身份证明文件 

• 由联邦政府、州政府或领地政府所发证明持有人有权享有某项

福利金或财物补助的身份证明卡 

• 由高等教育机构发的学生证 

 
1 可接受由新州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记局签发并载有包括全名、出生地和出生日期信息的文件认证复印件。 
2 ImmiCard 卡是向某些签证类别持有人签发的，该等人士无法获发护照。ImmiCard 卡的种类包括移民状况证明卡

（Evidence of Immigration Status ImmiCard）、澳大利亚移民状况证明卡（Australian Migration Status ImmiCard）、永久居民

证明卡（Permanent Resident Evidence ImmiCard）和居民身份认定卡（Residence Determination Immi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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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文件 35点 • 现金交易商典当私人物品而持有的文件 

• 由经融机构持有的按揭或其他抵押契据 

• 载有现时名字和地址的地方政府市政费通知单 

• 现任雇主发的文件或过去两年内前雇主发的文件 

• 地政局（Land Titles Office）的记录 

• 税务机构（rating authority）发的文件（例如：土地税） 

• 澳大利亚信用参考协会（Credit Reference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发的文件 

次要文件 25点 • 结婚证书（只作为证明结婚前的姓氏之用） 

• 信用卡、借记卡或提款卡 

• Medicare 医保卡（卡上无需有持卡人的签名） 

• 公共设施服务公司提供日期为12个月内的记录（例如：电话费

账单、水费账单、煤气费或电费账单等） 

• 经融机构发的记录（例如：银行对账单） 

• 由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制作供公开阅览的选民名册 

• 根据土地所有权相关法以外的法律规定所持有的记录 

• 租赁合同 

• 由持照的房屋中介开具的租金收据  

• 过去10年内就读的小学、中学或高等教育机构开具的记录 

• 申请人隶属的职业或技工协会开具的记录 

提交经济援助申请所需的文件 

共同拥有符合资格出租车执照 

如果您通过合伙实体（partnership）或其他安排与他人或多人共同拥有符合资格的出租车执照，提交申

请的人必需提供： 

• 每名符合资格出租车执照共同拥有者的100点身份证明文件。每份文件必需经过认证是原

件的真实复印件。 

• 证明您已获得授权代表执照的所有共同拥有者提交申请。每名出租车执照拥有者均可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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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交通部网站下载授权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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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拥有符合资格出租车执照 

如果您以拥有符合资格出租车执照公司的授权代表身份提交申请，您需要提供： 

• 100点身份证明文件。每份文件必需经过认证是原件的真实复印件。 

• 证明公司是法律实体的文件。您可以提供以下任何一份文件的认证复印件： 

• 公司的注册证（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 

• 现时的公司摘要（Current Company Extract） 

• 公司名更正登记证明（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 on Change of Name） 

• 取自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网站的公司摘要打印件。 

• 提供取自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网站的公司摘要的打印件，证明您是公司董

事（董事又称作干部）。 

• 如果您在公司的证明文件上未被登记是董事或授权代表，您需要提供一封公司信笺上由登

记董事签名的授权书，授权书必需明确说明您已获得授权代表公司提交申请书，并有权就

申请书与新州交通部交涉。 

文件的认证 

上传认证文件扫描件前，所有文件均必需经过太平绅士（Justice of the Peace）或信息单最后列出的认

证者所认证为原件的真实复印件。 

复印件必需在提交前三个月内认证（意即2023年4月1日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的认证日期必需是

2023年1月1日或之后）。  

认证文件的复印件前，认证者必须确认复印件与原件完全一致。我们建议认证者使用以下的措词： 

I certify that this is a true copy of the original document produced to me on [DATE] 

Signature 

Full name 

Qualification (e.g. JP, Pharmacist) (and registration number if applicable) 

支持 

如果您在符合提交身份证明要求方面有任何困难，可致电 131 727 寻求协助。我们的员工可能会与您联

系，要求您提供更多信息；核实您的身份后便可就提出的经济援助申请进行评估。

https://asic.gov.au/
https://asic.gov.au/


 

可以认证身份证明文件的人 

第一部分 – 职业 

职业 

整脊师（Chiropractor） 

牙医 

律师 

医生 

护士 

验光师 

专利申请律师 

药剂师 

物理治疗师 

心理学家 

商标注册律师 

兽医 

第二部分 – 其他人士 

人士 

澳大利亚邮政的代表，该名代表是向公众提供邮政服务办公处的主管 

澳大利亚领事官员或澳大利亚外交官员（根据《1955年领事费用法》所定义） 

法警 

连续服务5年或以上的银行职员 

连续服务5年或以上的建房合作社职员 



 

联邦法院的首席执行官 

法院书记员 

宣誓书认证常务官（Commissioner for Affidavits） 

声明书认证常务官（Commissioner for Declarations） 

连续服务5年或以上的信用合作社职员 

符合以下条件的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委员会雇员）： 

a) 在澳大利亚境外；以及 

b) 根据《1955年领事费用法》第3(d)条授权；以及 

c) 在该处行使其职权 

符合以下条件的联邦政府雇员： 

a) 在澳大利亚境外；以及 

b) 根据《1955年领事费用法》第3(c)条授权；以及 

c) 在该处行使其职权 

全国税务会计师协会会员（Fellow of the National Tax Accountants’ Association） 

连续服务5年或以上的信贷公司职员 

本部分他处未规定担任其他法定职责的人 

法官 

太平绅士（Justice of the Peace） 

地方法院的法官 

根据《1961年婚姻法》第IV部分第1区第C小区规定注册的证婚人 

法院司法常务官（Master of a court） 

澳大利亚特许秘书协会会员（Member of Chartered Secretaries Australia） 

澳大利亚工程师协会非学生类别的会员（Member of Engineers Australia） 

税务和管理会计协会会员（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Taxation and Management Accountants） 



 

符合以下条件的澳大利亚国防军人员： 

a) 身为军官；或者 

b) 连续服务5年或以上并身为《1982年国防军惩戒法》所定义的士官；或者 

c) 身为该法所定义的准尉 

澳大利亚特许会计师协会会员、澳大利亚注册会计师公会会员，或者澳大利亚公共会计师协会会员

（Memb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Australia, the Australian Society of Certified Practising 

Accountants or the Institute of Public Accountants） 



 

以下人士： 

a) 国会议员；或者 

b) 州议员；或者 

c) 领地立法会议员；或者 

d) 州或领地之下地方政府议会议员 

根据《1961年婚姻法》第IV部分第1区规定的神职人员 

公证人 

连续服务5年或以上的澳大利亚邮政正式雇员，其受雇于向公众提供邮政服务的办公处 

以下单位的正式雇员： 

a) 联邦政府或联邦政府机构；或者 

b) 州政府或领地政府或州或领地政府机构；或者 

c) 地方政府机构； 

并且连续服务5年或以上，以及未在本部分他处另有规定者 

根据该州或领地法可在其面前做法定声明的人 

警察 

法院的司法常务官、副司法常务官 

以下政府单位的高级执行官员： 

a) 联邦政府或联邦政府机构；或者 

b) 州政府或领地政府或州或领地政府机构 

法院执法总警官 

法院执法警官 

全时受雇于学校或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师 

澳大拉西亚矿业与冶金协会会员（Member of the Australasian Institute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如欲获得最新更新内容，请访问新州交通部网站。 

http://www.transport.nsw.gov.au/projects/programs/point-to-point-transport-reforms

	这份信息单是为谁写的？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信息单？
	重要信息
	为什么新州交通部需要我的身份证明文件？
	谁需要提供身份证明文件？
	确立身份证明需要符合什么要求？
	身份证明文件的点数
	提交经济援助申请所需的文件
	共同拥有符合资格出租车执照

	由公司拥有符合资格出租车执照
	文件的认证
	支持
	可以认证身份证明文件的人
	第一部分 – 职业
	职业

	第二部分 – 其他人士
	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