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可以在哪里找到律师？ 

您可以致电北卡罗来纳州律师协会的法律
顾问咨询服务 (500) 662-7660, 北卡罗莱
纳州的法律援助免费在 (866) 39-6923, 或
检查您的本地电话簿。 
 
我可以在哪里获取《就业保障法》的副
本？ 
《就业保障法》载于《北卡罗来纳行政法
典》第 96 章。您可以访问就业保障局网
站 www.ncesc.com, 大 会 的 网 站
www.ncga.state.nc.us, 或在行政听证办公
室的网站 www.oah.state.nc.us/rules 获取
此管辖法律副本。 
 
 
 
 
 
 
 
 
 
 
 
 
 

 

联系信息 
 

审查委员会 
北卡罗来纳州商务部 
邮政信箱 28263 

Raleigh, North Carolina 27611 
电话: (919) 707-1610 
传真: (919) 715-7193 

电子邮件地址: BOR@nccommerce.com 

 

上诉级别- 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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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定或结果 

Appealing A Tax Opinion 
提交税务意见 

 
Filing Exceptions To A Tax Opinion & 

Obtaining Judicial Review In A Tax Case 
提交例外税务意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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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包含有
关提交例外情况和在税务责任案件中
寻求对不利裁定而进行司法审查的信
息。 

 

如果您不遵守法律规定的所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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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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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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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sl.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to=zh-CHS&a=%E6%9C%89%E5%85%B3%E7%A8%8E%E5%8A%A1%E8%B4%A3%E4%BB%BB%E6%A1%88%E4%BB%B6%E4%B8%8A%E8%AF%89%E7%9A%84%E6%9B%B4%E5%A4%9A%E4%BF%A1%E6%81%AF%2C%20%E8%AF%B7%E8%AE%BF%E9%97%AE%E5%8C%97%E5%8D%A1%E7%BD%97%E6%9D%A5%E7%BA%B3%E5%B7%9E%E5%95%86%E5%8A%A1%E9%83%A8%E5%B0%B1%E4%B8%9A%E5%AE%89%E5%85%A8%E9%83%A8%E7%BD%91%E7%AB%99%20www.ncesc.com%20%E7%9A%84%20%22%E5%B8%B8%E8%A7%81%E9%97%AE%E9%A2%98%22%20(FAQ)%20%E9%83%A8%E5%88%86%E3%80%82
https://ssl.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to=zh-CHS&a=%E6%9C%89%E5%85%B3%E7%A8%8E%E5%8A%A1%E8%B4%A3%E4%BB%BB%E6%A1%88%E4%BB%B6%E4%B8%8A%E8%AF%89%E7%9A%84%E6%9B%B4%E5%A4%9A%E4%BF%A1%E6%81%AF%2C%20%E8%AF%B7%E8%AE%BF%E9%97%AE%E5%8C%97%E5%8D%A1%E7%BD%97%E6%9D%A5%E7%BA%B3%E5%B7%9E%E5%95%86%E5%8A%A1%E9%83%A8%E5%B0%B1%E4%B8%9A%E5%AE%89%E5%85%A8%E9%83%A8%E7%BD%91%E7%AB%99%20www.ncesc.com%20%E7%9A%84%20%22%E5%B8%B8%E8%A7%81%E9%97%AE%E9%A2%98%22%20(FAQ)%20%E9%83%A8%E5%88%86%E3%80%82
https://ssl.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to=zh-CHS&a=%E6%9C%89%E5%85%B3%E7%A8%8E%E5%8A%A1%E8%B4%A3%E4%BB%BB%E6%A1%88%E4%BB%B6%E4%B8%8A%E8%AF%89%E7%9A%84%E6%9B%B4%E5%A4%9A%E4%BF%A1%E6%81%AF%2C%20%E8%AF%B7%E8%AE%BF%E9%97%AE%E5%8C%97%E5%8D%A1%E7%BD%97%E6%9D%A5%E7%BA%B3%E5%B7%9E%E5%95%86%E5%8A%A1%E9%83%A8%E5%B0%B1%E4%B8%9A%E5%AE%89%E5%85%A8%E9%83%A8%E7%BD%91%E7%AB%99%20www.ncesc.com%20%E7%9A%84%20%22%E5%B8%B8%E8%A7%81%E9%97%AE%E9%A2%98%22%20(FAQ)%20%E9%83%A8%E5%88%86%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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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听证会结束了, 我刚刚收到北卡罗莱纳
州商务部审查委员会的税务意见。这是什么
意思？ 
董事会成员审议了此案中所提供的所有证据, 
并作出了裁定。被称为税务意见的裁定是邮
寄给所有当事人的案件。 见 04 北卡罗来纳
州管理。 代码 24 D. 1107。 
 
如果我不同意税务意见, 我能做些什么？ 
你可以接受税务意见的裁定, 也可以要求董
事会重新考虑它的裁定。若要让董事会重新
考虑, 您必须首先将裁定的例外情况归档。
见北卡罗来纳州普通法 § 96-4 (q)。 
 
什么是例外？ 
例外是您不同意税务意见的具体原因。必须
以书面方式呈现并向委员会提出该例外情况. 
没有特别的表格用来提交例外意见。见 北卡
罗来纳州普通法 § 96-4 (q)。 
 
什么是提交我的例外的截止日期？ 
在收到税务意见通知后的十 (10) 天内, 董事
会必须收到例外情况。见 北卡罗来纳州普通
法 § 96-4 (q)。 
 
在我归档例外情况之后会发生的事项？ 
董事会成员将审查您的例外情况、案件记录
以及《就业保障法》的适用条款。然后, 董

什么是授予例外的命令？ 
一项授予例外的命令意味着董事会对因你不同意税
务意见以你同意的理由作出裁决。如果它给予您例
外，并决定它应该已经达到了不同的结论，董事会
可以搁置税务意见,。 
 
什么是推翻例外的命令？ 
推翻例外的命令意味着, 董事会没有对您不同意的
税务意见的原因做出让您满意的赞成， 并不会改变
它在税务意见作出的裁决。 
 
什么是部分推翻例外的命令与部分授予例外的命
令？ 
一个部分推翻例外的命令与部分授予例外的命令意
味着董事会对您的一些例外作出了有利的裁决, 并
支持了与它有关的其余例外的先前裁决。 
 
如果我不同意委员会对我的例外所作出的裁决, 我
是否可以向法院起诉？ 
是的。您可以要求上级法院法官审查此案。上级法
院审查请求被称为司法审查请愿书。您将有机会出
席法官的听证会。如果您打算将案件提交到法院, 
首先， 您必须对税务意见提出例外, 并在寻求司法
审查之前, 从董事会那儿得到对例外情况所作出的
裁定。 
 
我希望司法审查的最后期限？ 
您必须在收到董事会通知的日期起十 (10) 天内向董

在您向董事会提出上诉通知后的十 (10) 天内, 
您必须提交一份上诉声明, 解释您不同意推翻您
的例外裁决的具体原因。声明必须提交到董事
会。见北卡罗来纳州普通法 § 96-4 (q)。 
 
在我提交我的上诉声明以解释我不同意委员会
否决我的例外裁定的原因后, 将会发生的事项？ 
在收到您的上诉声明的三十 (30) 天内, 董事会
将该案件的记录，包括您的例外情况，归档到
您居住的国家的上级法院, 保持营业地或进行业
务。如果上诉方居住或在外州从事商业, 该记录
将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的上级法院（Superior 
Court Of Wake County In Raleigh, North 
Carolina）备案。每一方将收到法院听证会的
时间, 日期和地点的书面通知。 
 
在税务案件中审查记录时, 法官需要什么？ 
上级法院在审查委员会的裁决时，担任上诉法
院的职务。法官将不采取额外的证据。该案的
证据是在执行局的听证会上作出的。法官将审
查案件的全部记录。该纪录包括在委员会聆讯
期间提交作为证据的文件及其它证据。在审阅
纪录后, 法官必须裁定: (1) 在委员会面前，是
否有任何支持其事实调查结果的有关证据; 以及 
(2) 有关事实是否支持委员会所作出的法律结
论。 
 
我是否需要法律代表,以让法官聆讯我的司法审



事会将发表一份书面裁定以解决您的例外情
况。这些决策通常称为授予例外的命令、推
翻例外的命令或部分授予例外的命令, 以及
部分推翻例外的命令。命令的名称将位于决
策的第一页的右上方。见 北卡罗来纳州普通
法 § 96-4 (q)。 

事会提交上诉通知, 表明您的例外无效。见 北卡罗
来纳州普通法 § 96-4 (q)。案例标题应按照 北卡罗
来纳州普通法 § 96-4 (r)中的说明编写。见 北卡罗
来纳州普通法 § 96-4 (q)以及(r)。 
 
在我通知董事会后, 我该做什么？ 
 

查呈请？ 
也许.司法诉讼中的法律代表, 如在高等法院, 必
须符合北卡罗来纳州普通法和北卡罗来纳州州
律师规则的 第 84 章。您应该咨询律师关于您
的案件和您必须遵循的程序的法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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