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謝您參加我們的網絡研討會。
請關閉麥克風和攝像頭。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可通過聊天功能提交。

我們會很快開始。



請確保打開計算機上的音響並調高音量

我們會很快開始。

註腳 2



基礎銷售和使用稅
講演

www.cdtfa.ca.gov

https://www.cdtfa.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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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主題

• 銷售和使用稅法案對銷售商的要求

• 應稅交易種類

• 轉售證書的使用

• 常見減稅和免稅

• 獲得CDTFA的資源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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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書面文件！

本講演稿對普通稅務概念進行了說明，但並非面面俱到。
請發送電子郵件至www.cdtfa.ca.gov/email/，提供業務運
營的具體細節，以獲得有法律依據的書面稅務指導。

請注意：這些幻燈片內容以及講演過程中在「討論」中提
供的答案不構成加利福尼亞州《稅收法典》（R&TC）第
§6596節規定的書面稅務建議。

http://www.cdtfa.ca.gov/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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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銷售？

銷售是指針對有形動產
的所有權或占有權所進
行的任何有償轉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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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銷售稅？

一般情況下，所有銷售均應繳稅，
除非法律有明確的免稅或例外情
況規定

• 銷售稅是由零售商（銷售商）在加州零售有

形動產時承擔。

• 零售商通常會向客戶收取銷售稅補償。

• 零售商向消費者收取銷售稅補償時，儘管是

消費者承擔了銷售稅財務負擔，但最終還是

由零售商負責為其銷售交易繳納銷售稅。

• 稅款應該根據零售總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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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有形動產？

有形動產（TPP）是指可以看到、稱量、測量、感覺或觸

摸，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被看到的任何物品。我們在下面

提供一些示例，幫助區分哪些是TPP，哪些不是TPP。

有形動產 非有形動產

藝術品、自行車、玩具和服裝 遠程電信傳輸藝術品

古董 物業

食品 證券

家具 零售商將禮券出售給兌換禮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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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TPP時
何時需要繳納銷售稅？

• 零售TPP時通常需要繳納
銷售稅，除非法律有明確
的免稅或例外情況規定。

• 當某些服務和勞動力成本
屬於TPP銷售的一部分時，
則需要繳納銷售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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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組成部分
銷售和使用稅稅率組成如下：

• 州稅 – 6.00%（2017）
• 地方稅 – 1.25%

o 同等標准或全州基本稅率 7.25% 
o （6.00%州稅 + 1.25%地方稅）

o 附加稅

• 地區稅 – 每個地區0.10%至1.00%（如適用）

適用地區稅的任何市縣的銷售和使用稅率都將高於 7.25%。某地區可能會征收多
個地區稅，而您也可能被定位在多個地區。

您可以在我們的網站查詢加州市縣銷售和使用稅稅率列表
www.cdtfa.ca.gov/formspubs/cdtfa95.pdf。

如需銷售和使用稅稅率的詳細說明，請訪問網站 www.cdtfa.ca.gov/taxes-and-
fees/sut-rates-description.htm。

http://www.cdtfa.ca.gov/formspubs/cdtfa95.pdf
http://www.cdtfa.ca.gov/taxes-and-fees/sut-rates-descrip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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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稅

如需徵收地區稅的市縣列表，請訪問CDTFA網站：
www.cdtfa.ca.gov/taxes-and-fees/rates.aspx

什麼是地區稅？

• 地區稅也稱為應稅銷售和租賃
過程中的交易（銷售）稅或者
使用稅。

• 地區稅是選民投票同意的由某
市、縣、交通區政府徵收的普
通稅或特別稅。

• 地區稅適用於某些區域或「地
區」銷售或者在其中使用的有
形動產。

http://www.cdtfa.ca.gov/taxes-and-fees/sut-rates-description.htmwww.cdtfa.ca.gov/taxes-and-fees/rat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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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稅（續）

零售商（銷售商）在徵收地區
稅的區域有一個銷售點

零售商（銷售商）用自己的卡
車將商品運送到徵收地區稅的

區域

零售商（銷售商）的銷售人員
實際進入徵收地區稅的區域並

進行遊說銷售

零售商在某
地區經營業
務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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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稅 （續）

零售商在某
地區經營業
務的示例

銷售商在地區稅徵收區域內，透
過租賃有形動產獲得租金收入

銷售商上一年或當前日曆年在
加州銷售總額或在加州交付金

額超過$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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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稅（續）

www.cdtfa.ca.gov/taxes-and-fees/rates.aspx

http://www.cdtfa.ca.gov/taxes-and-fees/rat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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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稅（續）

www.gis.cdtfa.ca.gov/public/maps/taxrates/

http://www.gis.cdtfa.ca.gov/public/maps/tax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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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稅（續）



17註腳

什麼人需要申請銷售商許可證？

從事銷售或租賃有形動產業務（其零售總收入必須納入銷
售稅計算中）的每個個人、商行、合夥企業或公司必須使
用CDTFA指定的表格申請許可證。 批發商和零售商必須
確保獲得此類許可證。

發行刊物 107，您是否需要加利福尼亞州銷售商許可證

https://www.cdtfa.ca.gov/formspubs/pub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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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商許可證情況說明
• 許可證允許商家在加州進行銷售並簽發
轉售證書。

• 每個營業地址的許可證必須以業主的名
字簽發。

• 必須將許可證張貼在營業地點公眾可見
的位置。

• 您可以方便、輕鬆、免費地在線註冊銷
售商許可證以及使用稅賬戶或其他稅費
計劃賬戶。

• 除在線註冊外，您還可以選擇在當地
CDTFA辦公室申請銷售商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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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關聯法案

根據《稅收法典》第6203節、《第147號議會法案》以及
《第92號參議院法案》之規定：

• 在本州交貨達到週內最低銷售標準的銷售商必須註冊
銷售商許可證並支付稅款，無論是否存在實體店。

• 使用稅徵收規定。

www.cdtfa.ca.gov/industry/wayfair.htm#Overview

https://www.cdtfa.ca.gov/industry/wayfair.htm
http://www.cdtfa.ca.gov/industry/wayfair.htm#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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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關聯–地區使用稅

• 自2019年4月25日起，上一年或當年在加州內銷售或者
送貨至加州的總銷售額等於或超過50萬美元的銷售商需
要為加州各個地區收取地區使用稅，無論銷售商是否身
在加州。

• 該規定適用於州內及州外銷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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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服務商法案

• 自2019年10月1日起，對於通過商城服務商銷售的商品，
企業不再承擔繳稅職責。

• 商城服務商應被視為有責任按相應稅率繳稅的零售商。

• 完全通過商城服務商銷售商品的企業無需註冊銷售商許
可證或使用稅註冊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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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稅表上的
商城服務商銷售額

如果通過商城
服務商銷售某
些商品，則該
銷售額應按總
銷售額的一部
分進行申報，
之後在「扣除
額」界面按
「其他扣除額」
作為減稅申報。

24,500Other Marketplace Facilitator



CDTFA在線服務–入門

23

www.cdtfa.ca.gov

開始在此登錄或者

註冊新業務

https://www.cdtfa.ca.gov/services/


在線服務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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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面將引導您
註冊希望完成的

操作。

www.cdtfa.ca.gov/services/#Overview

https://www.cdtfa.ca.gov/services/#Overview


在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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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企業東主，請在此處註冊企
業。



在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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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此選項查看申請狀態並開始在線訪問
您的帳戶。



在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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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現在註冊



在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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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用戶名以訪問全部在線功
能



在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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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用戶名和密碼
全權訪問在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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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什麼人可能需要進行註冊？

如果需要申報使用稅並且存在以下情況，您可能需要註冊一
個「合格採購商」使用稅帳戶：

• 每個日曆年內的業務運營總收入至少$100,000。
• 您無需持有銷售商許可證或者使用稅註冊證書。

• 您沒有《稅收法典》所述的使用稅直接支付許可。

• 您沒有向CDTFA註冊以申報使用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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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FA要求的其他執照和帳戶

示例：

• 香煙執照

• 電子垃圾

• 輪胎費

• 地下存儲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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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免稅、除稅
和減稅

轉售

食品

人工

銷售給美國政府

州際和對外貿易銷售

納入總收入的銷售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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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售舉證責任

• 以非零售方式出售有形動產的舉證責任由銷售商承擔，
除非銷售商及時獲得採購商真實轉售證書，以證明採購
該貨品的目的是轉售。

• 常用的轉售證明文件：

o 轉售證書

o 包含轉售證書所有基本要素的「採購訂單」

發行刊物 73，《您的加利福尼亞州銷售商許可證》（包括
轉售證書副本）

https://www.cdtfa.ca.gov/formspubs/pub7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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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售

轉售證書

CDTFA-230表

發行刊物 103， 《轉售》

https://www.cdtfa.ca.gov/formspubs/pub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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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售證書
基本要素

• 採購商名稱和地址。

• 採購商的銷售商許可證編號（如適用）。

• 所購財產描述。

• 用於轉售的所購財產陳述。

• 證明文件日期。

• 採購商、採購商僱員或授權代表簽名。

• 缺乏相反證據時，如果轉售證書包含基本要素且表面上看似有
效，則應該假定銷售商所獲得的轉售證書真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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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轉售證書
的採購訂單

• 必須特別指明「轉售」或其他類似文字。

• 註明「轉售」的「採購訂單」必須包含轉售證書所需的全部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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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售/免稅證書

• 以下情況下，應在轉售/免稅證書上填寫符合實際情況的說明
以代替銷售商許可證編號：

o 採購商無需持有許可證，因為他們只銷售免稅資產。

• 例如供人類消費的食品；或者

• 因為採購方在加州沒有銷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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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證書樣本

• 轉售證書類似文件。

• 當所購買的貨品使用方式或目的符合免銷售
稅條件時方可簽發此證書。

• 如果採購商沒有銷售商許可證，則必須在證
書上寫明無需擁有銷售商許可證的原因。

California Sales Tax Exemption Certificate
NATIONAL PRODUCE DISTRIBUTING

(Name of Purchaser)

6150 VAN NUYS BOULEVARD, VAN NUYS, CA
(Address of Purchaser)

I HEREBY CERTIFY: That I hold valid seller’s permit No. NOT REQUIRED (sales of produce are not subject to tax) issued
pursuant to the Sales and Use Tax Law; that I am engaged in the business of selling FRESH PRODUCE that the tangible
property described herein which I shall purchase from CANOGA FARMS will be used as PACKAGING FOOD FOR HUMAN
CONSUMPTION. I understand that if the property is used for some other manner or some other purpose, I am required by the
Sales and Use Tax Law to report and pay any applicable sales or use tax.

Description of the property to be purchased: BASKETS & BOXES FOR FOOD ITEMS     

Date: Jan. 30, 2012 Farmer Bob Jones
(Signature of Purchaser or Authorized Agent)

______PRESIDENT________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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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轉售證書
的處罰

濫用轉售證書屬

輕罪。

每筆交易罰款為$500或
應繳稅金的10%

（以較高金額為準）。

企業東主可以對其員工的行為負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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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銷售商許可證

請致電1-888-225-5263 

請在以下CDTFA數據庫搜索：
services.cdtfa.ca.gov/boewebservices/verification.jsp?action

=SALES

請在以下網址下載CDTFA相應移動電話和智能設備的免費應
用程序：

www.cdtfa.ca.gov/services/mobile.htm

https://services.cdtfa.ca.gov/boewebservices/verification.jsp?action=SALES
http://www.cdtfa.ca.gov/services/mobil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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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免稅品 應稅品

普通食品

外賣冷食

在營業場所內消費的冷食

熱加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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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食品

以下銷售通常需要繳稅：

碳酸水和泡騰水

膳食補充劑

香煙 動物食品

酒精飲料 著色提取物 冰

碳酸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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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關於食品和飲料銷售的適用法律討論分為兩類：

銷售在營業場所消費的冷熱食和飲
料通常應該繳稅

「外賣」的冷加工食品通常免稅
（餐館和副食品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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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銷售

80/80規則

「80/80規則」的適用情況是80%以上的
銷售為食品銷售，且80%以上銷售的食
品是應稅食品。 如果適用80/80規則，
且沒有單獨記錄外賣冷食銷售，您有責
任對100%的銷售額繳稅。

「80/80規則」適用於餐館、酒吧、酒店
以及類似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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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銷售（續）

80/80規則
• 儘管可能符合80/80規則的兩個標準，但您可以選擇對所售外

賣冷食進行單獨核算。此類銷售品包括：

o 冷食；以及

o 單獨出售的熱烘焙食品和熱飲料。

應稅和免稅銷售品必須進行單獨核算，且有證明文件證實（例
如客人發票和收銀機紙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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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銷售（續）

80/80規則
免稅銷售包括：

• 所售冷食形式不適合在營業場所內消費。

o 需要客戶進一步加工

• 冷凍披薩

o 所售食品份量通常不是被一個人食用

• 一夸脫土豆沙拉

• 一夸脫冰淇淋

• 整個餡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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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

免稅品 應稅品

• 修理
• 安裝

• 製造
• 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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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和組裝人工費

製造和組裝的人工費需要繳稅！ 製造是指在創造、生產、
加工或組裝產品過程中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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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銷售

免稅 應稅

• 聯邦機構 • 地方和州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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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際和對外
貿易銷售

將所售產品直接運送到
位於外州的採購商，並
在加州以外的地區使用，
此類交易一般無需繳納
銷售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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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總收入的銷售稅

• 您必須明確告知客戶銷售價格中已包含稅費（註釋 460.0258， 《價格含
稅》）。

• 當銷售價格中包含銷售稅，且被納入總收入中時，您需要扣除此類稅款金
額才能計算應稅銷售額。

• 銷售價格中已包含稅金時，如需獲得應稅收入中的未完稅金額，則應將銷
售額除以「1+稅率」。

（以7.25%稅率為例）
10.00 ÷ 1.0725 = 9.32 

10.00 – 9.32 = .68 已含稅額

• 如果申報的總收入金額包括銷售稅，您必須在納稅申報表的扣除額項目中
扣除「所含銷售稅」，或者按計算出的未完稅總收入申報應稅額，而無需
填寫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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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發貨

直接承運商在加州經營業務並承擔繳稅責任；他們必須向加州申報並繳納稅款。這些
稅額按加州消費者支付給真正零售商的商品零售價進行計算。如果銷售價格不詳，直
接承運商可按高於銷售價10%的金額計算稅金。

1. 真正零售商向消費者出售有形
動產

直接承運商通常指代表零售商向加州消費者運送商品的供應商；根據《稅收法典》第6203節之
規定，該零售商不屬於在加州經營業務。
此類交易被稱為「直接發貨」；而並未在加州經營業務的零售商是「真正零售商」。一次直接
發貨通常涉及有真正零售商參與的兩次獨立交易：

2. 真正零售商向供應商購買此類有形動產，
並指示供應商將這些財產運送給消費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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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和手續辦理中的
應稅運輸費用

1.零售商通過公共承運商、合同承
運商或者美國郵政直接發貨給買
家；

2.發票中明確將交付、運輸、貨運
或郵資列為單獨收費； 以及

3.收費（或部分收費）
不超過交付至客戶
的實際成本。

免稅運輸費
對於免稅運輸費，銷售交易必須免稅，

或者必須符合以下所有條件：
由零售商設施送貨或者按交付價格送貨時可
能免稅

由零售商自己送貨或者交付價格含運費可能
免稅， 但以下情況除外：

a) 運輸費用單獨列明；

b) 由零售商營業地點出貨，或者從其他地
點直接向採購方發貨；以及

c) 向採購方出售財產之後進行的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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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和手續辦理中的部分應稅運輸費用

部分應稅
運輸費示范

• 如果實際運輸成本屬免稅範疇，並且運費超過實際運輸成本，
則實際運輸成本與運輸總費用之間的差額應該繳稅。

• 「運輸和手續辦理」或者「郵寄和手續辦理」中的手續費應
該繳稅。運費或郵費部分可能是應徵，也可能是免稅。

發行刊物 100，《運費和送貨費》

https://www.cdtfa.ca.gov/formspubs/pub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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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稅運費
和手續費

送貨費包含在
每單位價格中（某些情況下可能免稅）

一些應稅費用示范

零售商設施按交付價格收取的送貨費
（某些情況下可能免稅）

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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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免稅和扣減稅

• 壞賬–扣減額僅適用於先前申報的已沖銷的應稅銷售額。

• 使用前轉售已完稅商品–如果供應商對您隨後出售的庫存物品
已繳稅。

• 退回的應稅商品–零售商必須退還客戶全部銷售額，包括銷售
稅。

• 更多其他免稅品–請參閱發行刊物 61，《銷售和使用稅：免
稅和例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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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研發免稅

• 參與研發的某些製造商和企業在採購和租賃某些設備時可以
部分免除銷售和使用稅。

• 部分免稅率適用於符合條件的有形動產的銷售或租賃， 使用
期限為2014年7月1日至2030年7月1日。

• 部分免稅率為3.9375%。符合條件的採購和租賃將徵收
3.3125%的減低銷售稅率，外加任何相應的地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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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研發免稅（續）

包括那些涉及製造、
生物技術以及其他物
理、工程和生命科學
研究與開發的費用，
屬於NAICS代碼中
3111-3399以及
541711和541712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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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和研發相關的部分免稅資格

符合條件者 符合條件的財產

符合條件者通常是主要從事
以下業務者或機構：

• 製造

• 研究與開發

• 發電和配電

一般包括：

• 用於製造或研發的機械和設備，使用壽命至少
一年。

• 在特殊用途建築物內（專門設計和建造用於製
造或研發）配備和安裝的材料、固定裝置、機
械和設備。

• 特殊用途的建築物和地基；這些建築物和地基
被用作發電或生產的組成部分，或者用於電力
儲存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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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和研發相關的部分免稅資格（續）

符合條件的用途

符合條件的資產有至少50%的時間用於以下用途：

• 製造；

• 加工；

• 精煉；

• 製造；

• 回收；或者

• 研發。

• 發電或生產，或者電力儲存和分配。

• 維護、修理、測量或測試任何符合條件的有形動產。

如需了解更多資訊，請訪問CDTFA網站上的製造和研發設備免稅
指南。

https://www.cdtfa.ca.gov/industry/manufacturing-exempti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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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稅法對您有何影響？

• 大麻和大麻製品的銷售商必須向CDTFA註冊以獲得「銷售商
許可證」，用於申報和支付銷售和使用稅。

• 大麻和大麻製品的分銷商必須向CDTFA註冊以獲得「大麻稅
收許可證」，用於申報和支付兩種新的大麻消費稅和種植稅。
除「銷售商許可證」外，分銷商可能還需要「大麻稅收許可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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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醫用大麻的銷售
可免繳銷售和使用稅

• 向符合條件的患者或其護理人員零售醫用大麻（見定義）時
可免繳銷售稅和使用稅；前提是這些患者或其護理人員能夠
提供加州公共衛生部 (CDPH) 頒發的有效「醫用大麻識別卡
（MMIC）」以及政府頒發的有效身份證（ID）。

• 此類符合條件的患者或其主要護理人員在購買時必須向零售
商出示其有效的MMIC和政府頒發的有效身份證件，才能免
徵銷售和使用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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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繳銷售和使用稅

• MMIC必須由CDPH簽發；其他大麻或大麻酚卡或者醫生的
建議不足以免徵銷售稅。

如需了解更多資訊，可通過我們的網站www.cdtfa.ca.gov訪問
大麻企業稅務指南。

https://www.cdtfa.ca.gov/
https://www.cdtfa.ca.gov/industry/cannabi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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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或非營利機構

一般而言，銷售至慈善或非營利機構或者慈善或非營
利機構銷售的物品均需繳稅。

法律和法規規定了有限數量的狹義免稅。

您可以在我們的網站找到關於非營利機構的更多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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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使用稅？

• 在加州購買的用於使用、
儲存、消費或贈送的未完
稅物品應繳納使用稅。

• 在加州「經營業務」的外
州零售商對出售給加州消
費者的物品必須徵收並繳
納使用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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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知道是否欠使用稅？

購買未支付加州銷售稅或使用稅的物品時可能需要繳納使用稅：

• 從外州購買的未完稅物品

或者

• 購買用於轉售的庫存物品供自己使用（包括用作禮物和免費
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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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支付加州使用稅？

如果擁有銷售商許可證：

• 提交銷售和使用稅報稅表時申報使用稅。

如果沒有銷售商許可證或者消費者使用稅帳戶，且不是符合條件
的採購商：

• 向「 Franchise Tax Board（FTB）」提交「加州個人所得稅
報稅表」時申報使用稅；或者

• 通過手機移動應用程序或者我們的在線服務直接向CDTFA支
付使用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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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稅估算查詢表

• 加州「 Franchise Tax Board（FTB）」提供「使用稅查詢
表」，用於個人申報使用稅（非企業用途）。

• 任何購買金額低於$1,000的使用稅均按照加州調整後總收入
估算。

• 購買金額達到或超過$1,000的個人物品使用稅必須進行單獨
計算。

• FTB提供相關表格和說明–表格540、540A和540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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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稅表填寫要求

頒發銷售商許可證時，CDTFA會根據您提供的資訊為您指定報稅頻率：

每年度
（日曆年）

財政年度
（7月1日–6月30日）

每季度
（日曆季）

季度預付款
使用EFT（電子資金轉賬）支付季度預

付款

• 根據每個時段的報稅截止日提交報稅表（包括應付稅款）。

• 如果沒有進行任何銷售，您必須提交「$0」報稅表。

• CDTFA首選方式為電子申報。一些稅務項目需要電子申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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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

以下情況可能會受到處罰：

未能提交
納稅申報表（10%）

或者
預付稅款（6%）

延遲提交
納稅申報表（10%）

或者
預付稅款（6%）

逾期
付款 (10%) 

或者
預付稅款 (6%)

對需要電子轉帳 (EFT) 
支付

的賬戶使用EFT以外
的付款

方式（10%） 基於應繳稅款的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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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記錄必須
保存至少四（4）年

普通帳簿。

用於準備報稅表的清單列表或工作稿。

銷售記錄包括：銷售發票、現金收銀機紙帶、
銷售日誌等。

採購記錄包括：採購發票、付訖支票、採購日誌等。

免稅或除稅的支持文件，例如：轉售證書、免稅證明、採購訂單、送貨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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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實和責任

向CDTFA告知所有權變更。這

可能會影響您所承擔的未來稅

收責任。

向CDTFA告知

業務、郵寄地址和

電子郵件地址的變更

零售商應該對報稅期內進行的

銷售申報銷售額，即使

可能在稍後的報稅期內

才能收到付款。

即使客戶未支付銷售稅，零售

商也有責任支付銷售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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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附近的CDTFA辦公室舉辦的申報輔導活動

如需提交文件和辦公地點的相關資訊，請訪問我們的網站：
www.cdtfa.ca.gov。

https://www.cdtfa.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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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CDTFA辦公室

請訪問當地CDTFA辦公室尋求
幫助。

• 使用任一CDTFA自助服務亭
訪問各種項目的在線服務，
例如在線提交和支付稅款。

如需CDTFA辦公地點和地址，
請訪問： www.cdtfa.ca.gov/office-
locations.htm

http://www.cdtfa.ca.gov/office-locati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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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人教育諮詢項目

• 諮詢免費。

• 經過培訓的工作人員將審查您的業務運營和記錄保存系統。

• 致電當地CDTFA辦公室預約一對一幫助：
www.cdtfa.ca.gov/office-locations.htm

http://www.cdtfa.ca.gov/office-locati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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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dtfa.ca.gov

http://www.cdtfa.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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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FA網站

www.cdtfa.ca.gov

您可以訪問CDTFA網站獲取以下所有資訊：
• 申報和繳納稅款

• 行業稅費指南

• 強化視頻教程

• 課程和研討會時間表及註冊

• CDTFA辦公室名錄

• 特定行業發行刊物

• 稅務新聞和特別通知

• CDTFA更新的電子郵件通知

• 銷售商許可證在線驗證

• 信用卡付款

• 其他網站的有用鏈接

http://www.cdtfa.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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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中心

客戶服務代表可以引導您完成報稅表或註冊流程，並回答一
般稅務問題。

1-800-400-7115（CRS:711）
周一–週五，上午7:30至下午5:00（太平洋時間），加州節
假日除外。

關於特定主題的24小時語音錄音。

對於聽障人士（CRS: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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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人權利維護者

1-888-324-2798

如果存在任何無法通過CDTFA
正常渠道解決的稅務問題，或
者如果希望了解更多您所擁有
權利的相關資訊，請聯繫「納
稅人權利維護者辦公室」：
www.cdtfa.ca.gov/tra/。

http://www.cdtfa.ca.gov/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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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algold.ca.gov

http://www.calgold.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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