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寄至： 
P.O. Box 7533 

纽约博彩委员会/彩票部 

中奖人兑奖表 Schenectady, NY 12301-7533 

兑奖问题： 

 请见本表格背面的说明 518 388-3370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nylottery.ny.gov 
彩票安全： 

 518 388-3416 

兑奖人-请完整填写此部分 必须填写所有信息。请清晰打印。 

1. 法定姓氏、名字和中间名 后缀小、老、二世 

2. 兑奖人类型（勾选一项） 个人 法团 合伙企业 信托 其他  

多名兑奖人 

3. 地址

每名兑奖人必须填写单独的兑奖表。共享奖金总额必须为经验证的彩票总额。 

4. 城

市： 5. 州

6. 邮政编

码

7. 国家

8. 出生日期

月-日-年 

9. 居留权/公民身份(勾选一项) 10. 电话号码

美国居民/外籍居民 主要 

（在下面的＃12 中提供 SSN 或纳税人识别号） 

次要 非居民外籍人士 

（在下方提供公民身份国） 

11. 电子

邮件

12. 社会保障号码或纳税人识别号

13. 您是纽约市居民吗？ 是 否 14. 您是扬克斯居民吗？ 是 否 

15. 您是否拥有一家销售彩票的商店？ 是 否 16. 您是否受彩票零售商/销售代理的雇佣？ 是 否 

17. 您是否与拥有或在彩票零售商/销售代理商处工作的人有关？ 是 否  

18. 18.如果选“是”，前往＃15、＃16 或＃17，提供商店名称

和地址。

19. 您是否年满 18 周岁？ 是 

否，如果选“否”，请参阅纽约州税

法第§1613（b）款  

可接受的身份照片格式所有信息都必须有效且是最新的。

证明以上#12 回答的社会保障卡或纳税识别证书，必须与以下一项或多项身份证明一同提交：

美国/外国护照 入籍证明 美国军事身份证明 

驾驶员或非驾驶员身份证明 公民身份证明 纽约市身份证明 

驾驶学习许可 永久居留卡-绿卡 纽约州福利卡 

州/政府身份证明 出生证明和带有照片的表格 MTA优惠票价 MetroCard 

仅用于彩票 

中奖金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金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号码 _______________ 

兑奖编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处理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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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阅读并签字 
 
个人信息通知：为了确保纽约乐透奖金的合法分配，经营纽约乐透的纽约州博彩委员会（“委员会”）要求强制披露您的个人信息，包括您的社会保障

号或纳税人识别号），根据《纽约州税法》第 §§1613-a、1613-b 和 1613-c 款确定超过 600 美元奖金的法定抵销责任。联邦和纽约州所得税法律（包

括但不限于《国内税收法》第 3402（q）款和《纽约州税法》第 671 款），还要求就超过 5,000 美元的奖金披露您的个人信息。如果您不提供您的个人

信息，您的登录可能不会得到处理，您的兑奖可能被拒绝，您可能无法获得奖金，或者法律可能要求以高于提供纳税人识别号情况下的税率就彩票中奖

进行预扣。委员会的奖金支付总监是兑奖记录的保管人，可通过以下地址联系：One Broadway Center, PO Box 7533, Schenectady, NY 12301-753，或

通过拨打电话至（518）388-3370进行联系。 
 
如果您是美国居民：通过在下方签字，本人声明，基于伪证处罚的规定，本人为上述彩票/凭证的合法所有人，本人在本兑奖表中提供的信息是真实、正

确和完整的。本人了解纽乐透的奖金是公共资金，且本人这样的中奖者必须公开宣布，以保持公众对纽约乐透的信心。本人同意参加宣布本人中奖的新

闻发布会，除非委员会另有决定。 
 
W-9 认证 – 基于伪证处罚的规定，本人证明：（1）本表格上显示的号码是本人正确的纳税人识别号 （TIN），（2） 本人不受因未报告利息和股息收

入而需进行的备用预扣税款规限，以及（3）本人是美国国家税务局定义的美国人士（出于联邦税务目的，美国人士包括但不限于：美国公民或获准在

美国居留的外国人的个人；在美国或根据美国法律创建或组织的合伙企业、法团、公司或协会；任何遗产（非外国遗产）；或者国内信托（如 26 C.F.R. 

301.7701-7 所界定）。 
 
美国国家税务局不需要您同意本文件的任何规定，需提供以避免备用预扣税款的证明除外。 

 
美国居民  
兑奖人  
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您是非居民外国人：通过在下方签字，本人声明，基于伪证处罚的规定，本人为上述彩票/凭证的合法所有人，本人在本兑奖表中提供的信息是真实

和正确的。本人了解纽乐透的奖金是公共资金，且本人这样的中奖者必须公开宣布，以保持公众对纽约乐透的信心。本人同意参加宣布本人中奖的新闻

发布会，除非委员会另有决定。 
 
非居民外籍人士  
兑奖人  
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中奖者兑奖表邮寄兑奖清单 

 

您可能需要制作彩票正面和背面的副本以及您签字的兑奖表，并使用挂号邮件来跟踪您的邮件或访问纽约乐透兑奖中心。（如需获取您

附近的兑奖中心的完整列表，请访问 nylclaimprize.com） 

 

填写中奖彩票背面要求的信息。  
 

填写此兑奖表并签字。  
 

附上中奖彩票/凭证。  
 

附上您的社会保障卡或纳税人识别证的副本。  
 

附上可接受形式的身份证明副本（必须是有效和最新的）  
 

美国/外国护照 美国军事身份证明 纽约市身份证明 

驾驶员或非驾驶员身份证

明 入籍证明 纽约州福利卡 

驾驶学习许可 公民身份证明 MTA 优惠票价 MetroCard 

纽约市身份证明 永久居留卡-绿卡  

州/政府身份证明 出生证明和带有照片的表格   
 

邮寄至：  
纽约博彩委员会/彩票部  
P.O. Box 7533  
Schenectady, NY 12301-7533 

 
（处理需大约 15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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