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

“致住民税平均税额非课税家庭等的各位”

内阁府

针对住民税非课税家庭等的
临时特别补助金（10万日元/1个家庭）的指南
领取需要办理手续
⚫ 针对住民税非课税家庭等的临时特别补助金（１个家庭10万日元），是支
援住民税平均税额非课税家庭或令和3年（2021年）1月以后因受新冠疫情
的影响而导致家中经济突变家庭的新的补助金。
⚫ 领取补助金需要办理手续。

补助金的支给金额
1个家庭10万日元

补助金的支给时期
大致在市区町村受理确认书（或申请
书）后的2周之后。

支给对象和申请的有无
属于支给对象的家庭
令和3年度，家庭所有成员都是

“住民税平均税额为非课税”
的家庭

由所居住的市区町村
送达确认书（要寄回）
※部分家庭可能需要申请
由在令和3年（2021年）12月10日时有住民登
记的市区町村送达确认书。

详见背面“I”

（符合任何一项的家庭）

令和3年（2021年）1月以后的收入
减少且“相当于住民税非课税”
収入的家庭(家中经济突变家庭)

需要申请
申请时间：令和4年（2022年）2月10日（周四）
～令和4年（2022年）9月30日（周五）

请前往有住民登记的市区町村进行申请。

详见背面“Ⅱ”

具体的支给手续或支给条件请见背面。

补助金的支给手续
Ⅰ 令和3年度住民税（平均税额)为非课税的家庭
⚫ 市区町村将向对象家庭送达写有支给内容和确认事项的确认书。
⚫ 在确认内容后，请寄回到市区町村。
【确认事项】
①记载的补助金汇款账号是否有误
②不是只有被征收住民税之人的抚养亲属的家庭

Ⅱ

お名前

因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收入减少，家庭所有成员都成为相
当于住民税非课税※的家庭（家中经济突变家庭）

※ 相当于住民税非课税，是指家庭所有成员各自预计的年收入（令和3年（2021年）1月以后的任何1个月的收入×12）都在市町村民税平均税额
非课税水准之下。（适用的限度额因市区町村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请向所居住的市区町村咨询。）
（示例）住民税非课税的大致年收入（东京都区部），单身：100万日元以下，母亲和孩子（1个）：156万日元以下

⚫ 领取补助金，需要申请。

⚫ 请在申请书上填写必要事项，与附加材料一起直接送至或邮寄至所居住的

市区町村的窗口。

！

！

若并非因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的收入减少而申请支给的话，
可能会被定为非法领取（诈骗罪）。

注意针对住民税非课税家庭等的临时特别补助金的
“汇款诈骗”或“个人信息诈骗”！

若有冒充都道府县、市区町村或国家（的职员）等打电话或寄信到家中或公司的情况，请联系所居
住的市区町村或最近的警察局，或者拨打警察咨询专线（＃9110）。

联系方式
内阁府针对住民税非课税家庭等的
临时特别补助金呼叫中心

0120ｰ526ｰ145
受理时间 9:00～20:00（12月29日～1月3日除外）

碧南市役所
“住民税非课税家庭等的临时特别补助
金支给事业”担当
0566-95-5131
受理时间

工作日8:30～17:00

确认书【填写示例】

碧南

太郎

先生/女士

（〇〇〇〇）

令和4年2月10日

发行日

填写示例

碧南市长

禰

冝

田

政

信

针对住民税非课税家庭等的临时特别补助金的支给条件确认书
关于针对住民税非课税家庭等的临时特别补助金，根据令和3年度的住民税的课税情况，属于支给对象，因此
将预定支给金额通知如下。
请在确认以下内容后，将此确认书寄回给市役所，并确保在令和4年（2022年）5月9日(周一)之前到达。

支给方式
请确认①、②、③的确认内容，
并在符合项的核对栏中打勾
（✔）。
若所有的核对栏中都打上勾
（✔），则属于支给对象。

账户汇款

※记载了支给令和2年度特別定额补助金时的汇款账户。

收款账户

※未记载账户信息的人士，请在此纸的下方填写账户信息，
〇〇银行 〇〇支店 普通 ****000 (账户名义人)

支给金额

100,000日元

并在背面附上账户确认材料和验证本人身份的材料。

■请户主填写。
确认栏（请确认以下项目，确认后在核对栏（□）中打勾（✔））

☑ ① 家庭中的所有成员都未接受被征收住民税的其他亲属等的抚养。
☑ ② 家庭成员中无人没有申报符合缴纳住民税的收入。
☑ ③ 未从其他自治体领取本补助金。
※只有①、②、③都打勾，才属于支给对象，可以领取补助金。
（只要有1项未打勾，就不属于支给对象，不能领取补助金。）
※若填写内容被确认有误，可能会被要求返还补助金。
请务必填写。（若由代理人确认，请在“户主姓名”栏中填写代理人姓名
另外，若被确认故意弄虚作假，可能会作为非法领取被定为诈骗罪。
※若在上述期限内未送达，市区町村将视其为谢绝领取本补助金。
，并请在背面也填好。）
※若不领取本补助金，请在右栏中打叉（×）。
【 我的家庭不领取补助金

□

】

上述填写的内容无误。
户主姓名

碧南

太郎

确认日期 令和

4 年

〇

月

×

日 联系电话

＊＊＊－××××－△△△△

若因记载的账户已经解约等原因而希望汇入上述账户以外的账户中，或
上述账户栏为空栏的话，请在以下栏中填写。（请不要填写长期不使用的账户）
希望汇入此纸上方的收款账户以外的账户，或没有记载汇款账户的人士，请在下方

□

希望取代上述账户（或上述账户栏为空栏），汇款至下述账户中。
填写账户信息。
□

以户主（申请人）为名义人，现在使用的本市区町村的水费或住民税等的扣款账户、或者儿童津贴等的收款账户
（请在背面贴上现金卡或存折扉页的复印件及验证本人身份的材料。）
若希望汇款至该账户，则同意我们向水道部局、税务部局等进行核实以确认该账户。（此种情况下，无需存折等的复印件）
（希望汇入的账户） □水费扣款账户
□住民税等的扣款账户
□儿童津贴等的收款账户 （若希望，请在任何一项上打勾✔）

【收款账户填写栏】※请填写在下栏中，并附上收款金融机构账户的确认材料。

金融机构名

支店名：
1.银行 4.信连 7.信渔连
2.金库 5.农协
3.信组 6.渔协

金融机构编号

分类

本･支店
本･支所
办事处

账号

账户名义人（片假名）

※请靠右填写

※请与存折上的一致

1普通
2当座

店编号

存折记号

邮贮银行
若选择邮贮银行，请填写存折扉页左上或现金卡上的记号和编号。

若有第6位，请填在※栏中

1

0

存折编号

账户名义人（片假名）

※请靠右填写

※请与存折上的一致

※

（注）因无法开设金融机构账户等无论如何都不能通过账户领取的人士，请致电碧南市役所的专线电话（0566-95-5131)进行咨询。

若由代理人确认，请在背面的代理确认（领取）中填写。

若希望汇至正面上方记载的账户以外的账户中，则请贴上账户信息
的复印件。

收款金融机构账户的确认材料
※能确认收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名、账号、账户名义人（片假名）的存折或现金卡的复印件
现金卡或存折扉页
（若希望汇入正面上方记载的账户以外的账户中，请提交填写于正面下方希望汇入的账户的确
能确认收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名、支店、账号、账户名义人(片假
认材料）

名)的材料

若希望汇至正面上方记载的账户以外的账户中，则请贴上能
验证本人（代理人）身份的材料
确认住址和姓名的驾驶证、或护照、个人编号卡、残疾证等
※个人编号卡、驾驶证、护照等的复印件（任何1个）

验证身份的证件的复印件。若由代理人代理，则请分别贴上
若希望汇至正面上方记载的账户以外的账户中，
请提交

或者 由代理人确认（领取）的话，
户主和代理人双方的验证材料
。

【代理确认、领取时】

假名
代
理
人

与申请人的

代理人的出生日期

代理人的住址

明治・大正・昭和・平成

碧南市松本町28番地

关系
只在由代理人确认内容及领取时填写
代理人姓名

碧南

花子

请在符合项的编号上打圈。

妻子

星
〇 年 × 期 △ 日
一

白天可以联系到的电话号码

1．由代理人确认本纸及请款时。

委托
(补助金收款账户仍为户主本人的账户。）
２．由户主本人确认及请款，但补助金的收款账户
为代理人的账户
3．1和2都符合。
（本纸的确认、请款、及领取都由代理人代理）

临时特别补助金
领取
确认、请款及领取

临时特别补助金。
←法定代理时，
无需选择委托方法。

＊＊＊－××××－△△△△

签名（或签名盖章）

许可上述之人为代理人，
户主姓名

碧南

太郎

印

注意事项传单
注意事项
关于本次住民税非课税家庭等临时特别补助金,以下家庭属于“2021 年度住民税均摊税非课税的家庭”,可领取
补助金。
住民票上的所有家庭成员 2021 年度住民税的均摊税非课税
且
住民票上的家庭成员中,基于地方税法规定,未接受亲属等抚养者※为１人以上

※视为未接受住民税均摊税非课税者抚养。

本通知发送给可能为支给对象的家庭。因此,即使收到了本通知,也有家庭等不符合上述条件,不为补助金支给对
象,敬请注意。
另外,尽管“家庭中存在所得符合住民税课税条件但未进行申报的成员”或“所有家庭成员都接受被征收住民税
的其他亲属等的抚养”,如果领取了补助金,则可能会被要求退还补助金。
请注意,如果随附的确认书未被于 2022 年５月９日（周一）的回答期限前寄回,则视为其谢绝领取补助金。
关于“住民税非课税家庭等临时特别补助金”,即使不属于 2022 年度“住民税均摊税非课税家庭”,也有可能属
于“家庭经济突变的家庭”(2021 年以后收入减少,收入符合住民税非课税条件的家庭)。这种情况下,申请时需要
向所居住的市町村进行申请。详情请参阅随附的指南——“致住民税均摊税非课税家庭等”。

请小心伪装为住民税非课税家庭等临时特别补助金的诈骗。
～请小心补助金相关的虚假网站及可以邮件～
申请内容有可疑之处或附件不完整，碧南市可能会进行查询,
但绝对不会有请您操作ＡＴＭ（现款自动存取机）,或
要求您汇手续费等以领取补助金。
请小心伪装成本次支给的“特殊诈骗”,以及对“个人信息”“存折、现金卡”“密码”的骗取！
另外请注意,如果收到可疑的邮件,请不要点击正文中的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