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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级别- 税务 

这本小册子载有关于您在《就业保障
法》下的权利的重要信息。它解释了
当您在参与北卡罗莱纳州商务部，审
查委员会前的税务听证会时,你应该预
期的事项。 
 
如果您不遵守法律规定的所有要求，
您 可 能 会 失 去 上 诉 的 权 利 。

 
 
 
 
 
 
对于在 2013 年 6 月 30 日或之后提出的
索赔, 索赔人将被要求偿还任何后来在上
诉被撤销的决定中所收取的利益。北卡
罗来纳州普通法 § 96-18 (g) (2)。 

 
 
 

 

有关税务责任案件上诉的更多信息, 请访
问北卡罗来纳州商务部就业保障局网站 
www.ncesc.com 的 "常见问题" (FAQ) 部
分。 

司法审查 

(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 

 

司法审查 

(北卡罗来纳州上诉法院) 

 

司法审查 

(高等法院) 

 
税务意见的例外 

(审查委员会) 

 

行政税务听证  

(审查委员会) 

 

列出您的原因。请求将被授予或拒绝。如果您
的要求在听证会日期前没有获得任何回，您必
须做好准备以继续该听证会。见 04 北卡罗来
纳州管理。代码 24D. 1105。 
 
在税务听证会上的事项？ 
首先，听证官将确定出席听证会的所有人数, 
并依证词的顺序和听证的进行程序作出指
示。 每一方都有机会提出证据和讯问证人。
注: 如果提交抗议的一方未能出席税务听证会, 
董事会将驳回此案。见北卡罗来纳州普通法§ 
96-4 (q)。 
 
税务听证会结束后的事项？ 
董事会成员将考虑听证会上提供的所有证据, 
并发表一份书面决定, 以解决董事会面临的问
题。 委员会在税务案件中的书面决定称为税
务意见。 税务意见将包含关于您有权上诉的
意见的信息, 并将被发送到涉及此案件的每一
方。北卡罗来纳州普通法 § 96-4 (q); 0404 北
卡罗来纳州管理。代码 24D.  1107。 
 
我可以从哪里得到《就业保障法》的副本？ 
《就业保障法》载于《北卡罗来纳总法规》96
章和《北卡罗来纳行政法典》4 章 24 节。 您
可以访问就业保障局的网站 www.ncesc.com, 
大会的网站 www.ncga.state.nc.us, 或行政听
证会网站 www.oah.state.nc.us/rules 以获取管

 
 
 

联系方式 
 

审查委员会 
北卡罗来纳商务部 
邮政信箱 28263 

Raleigh, North Carolina 27611 

电话: (919) 707-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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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北卡罗来纳州商务部就业保障局得到这个宣传册的西

班牙语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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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抗议？ 
抗议是一种诉求。 这是一份书面声明, 解释您与
北卡罗莱纳州商务部, 就业保障部的税务管理科 
(分部) 发布的决议或结果 (决定)所出现的意见分
歧。见 04 北卡罗来纳州管理。  代码  24D. 
1101。 
 
提交本人的抗议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 
您所抗议的决定或结果将告诉您提交上诉的截
止日期。您所上诉的文档中列出的日期将决定
您的最后期限。如果上诉限期落在周末或法定
假日, 上诉期将在下一个工作日结束。见 04 北
卡罗来纳州管理。代码 24D. 0104。 
 
现在, 我提出了抗议, 我应该期待什么？ 
当局的税务管理部门将在你的案件中汇编档案
文件, 并将其转交给当局的总法律顾问。总法律
顾问将指派一名律师代表当局。该律师将草拟
一项议案, 向北卡罗莱纳州商务部, 审查委员会 
(委员会), 并要求董事会任命一名听证官员对此
案进行税务听证。委员会稍后会发出命令委任
聆讯主任。 
 
什么是审查委员会？ 
董事会成立于 2011 年的北卡罗来纳州会议法 
401。它由州长任命并经大会确认的三成员组成
以确定上诉政策和程序, 并听取了当局所作决定
的上诉。 见北卡罗来纳州普通法§96-15.3。 
 
什么是税务听证会？ 

 
 

如果上诉迟交, 您必须准备为迟交的申请提供一个
法律上足够的理由。 见北卡罗来纳州普通法 § 96-
4 (q) 和 96-15 (b) (2); 04 北卡罗来纳州管理. 代码 
24D. 0104。 
 
谁在税务责任案件中进行听证？ 
税务聆讯由委员会委任的聆讯人员进行。 听证官
员是持牌律师, 必须是北卡罗莱纳州商务部的法律
工作人员的成员。见北卡罗来纳州普通法 § 96-4 
(q)。 
 
董事会任命听证员后会发生的事项？ 
聆讯官会安排聆讯您的上诉。您的聆讯通知称为聆
讯传票, 并载有聆讯日期、审讯时间及由委员会决
定的事宜的资料。传票会在聆讯日期前最少 14 天
邮寄予各方。见北卡罗来纳州普通法 § 96-4 (q) 和 
(u)；04 北卡罗来纳州管理。代码 24D. 1102。 
 
我是否被要求在税务聆讯中拥有法律代表？ 
您可以, 但不被要求在行政诉讼中有法律代表。 索
赔人或雇主可以在整个行政上诉过程中提出自己的
上诉, 并代表自己的发表意见, 或由法律代表来代表
他们。如果你打算有一个法律代表， 您应该在任何
行政听证之前拥有一位。见 04 北卡罗来纳州 管
理。代码 24C. 0504。 
 
谁可以成为法律代表？ 
法律代表必须是持牌律师, 或由持牌律师监管的
人。 见北卡罗来纳州普通法 § 96-17 (b) 和参阅北
卡罗来纳州普通法的 84 章  
 

 

24C. 0504 (e)，代表的通知或证明必须以书面
方式提供给理事会, 成为该案件正式记录的一部
分。 当您有法律代表时, 所需提供给您的所有
信息将只会发送给您的法律代表, 除非您向董事
会提出书面请求, 要求包含其他说明。见 04 北
卡罗来纳州管理。代码 24C. 0504。 

 
我应该做什么准备听证会？ 
仔细阅读聆讯通知。 收集您的笔记、文档和支
持您的案例的任何其他证据。如果您有与本案有
关的文件, 您可以提交此证据, 但您必须在听证
日期之前向听证人员和各方提供文件副本。 见
北卡罗来纳州管理。 代码 24C. 0505。  
如果你不向另一方和听证官提供副本, 董事会在
对你的案件作出决定时, 不得考虑该证据。 仔细
审阅将作为证物在听证会期间提供的文件。选择
你的证人, 并安排他们为听证会提供。至于电话
听证, 提供您的证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填写并
寄回您的听证会通知的电话听证会问卷。 见 04
北卡罗来纳州管理。代码 24D. 1103。 
 
如果我要求证人在聆讯中自愿作证, 或提供与我
的案件有关的文件或录音, 而证人拒绝, 证人又
怎能作出遵从呢？ 
您应与聆讯通知中所列的听证官员联系, 并要求
听证人员为证人和/或其他证据发出传票。法律
代表人应当自费发行传票。传票要求必须是书面
的, 并遵守 04 北卡罗来纳州管理.代码 24D. 
1106。参阅北卡罗来纳州普通法§ 96-4 (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