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什么是“真实身份”？
国会于 2005 年通过的《真实身份法案》颁布了 9/11 委员会的建议，即联邦政府“
为签发身份证明来源制定标准，例如驾驶执照”。该“法案”为州政府签发的驾驶
执照和身份证规定了最低保安标准，并禁止联邦机构接受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州份所
发出的执照和身份证来进行某些官方目的的活动。这些目的是：
•

访问联邦设施

•

登上联邦监管的商用飞机

•

进入核电站

问：什么时候实施“真实身份”？
在执行上，最后的截止日期是 2021 年 10 月 1 日。个别人士如欲乘坐商用飞机或
访问联邦设施，于此日期，不仅所有州政府都必须签发符合“真实身份”的许可证
或身份证，而且个别人士还必须已经前往所属州份的驾驶执照部门，并获得了符合
“真实身份”的证件卡，或使用如美国护照等可接受的替代证件。

问：2021 年 10 月 1 日会有什么情况？
包括国家安全部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DHS) 和运输安全管理局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TSA) 在内的联邦机构只能接受州政府签发
的驾驶执照和身份证作为身份证明，以访问联邦设施，包括 TSA 机场保安检查
站；前提是该执照或证件卡是由符合“真实身份”的州政府根据“真实身份”保安
标准而签发 (意即许可证或证件卡必须包括符合“真实身份”的星标)。由华盛顿
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纽约州、佛蒙特州签发的增强型驾驶执照 (Enhanced
Driver’s Licenses，EDL) 被认为是符合“真实身份”证件卡的可接受替代证件，也将
被接受用于官方“真实身份”的用途。大多数 EDL 没有星标，这是可以接受的。

问：是否所有州政府都签发符合“真实身份”的证件卡？
DHS 正在与所有州份和地区紧密合作，以提供协助和指导，以在 2021 年 10 月 1
日截止日期前达成全面合规。截至 2019 年 9 月 5 日，全国 50 个州份和地区已完
全符合“真实身份”要求，所有州份都有望在 2021 年 10 月 1 日截止日期前，开
始签发合规许可证和身份证。

问：如何取得“真实身份”证件卡？

请访问你所在州份的驾驶执照部门网站，以确切了解要取得“真实身份”所需的
文件。最低限度，你必须提供显示以下内容的文件：1) 完整法定姓名；2) 出生日
期；3) 社会安全号码；4) 两份主要住所地址证明；及 5) 合法身份。
不同州份可能会外加其他要求，因此在亲自前往州政府驾驶执照部门前，请先到网
站查看，以获取更多指导和帮助。

问：如何知道我的许可证或身份证是否符合“真实身份”要求？
符合“真实身份”的证件卡，将在卡的顶部上方具有以下其中一项标记。如果卡上
没有下述其中一项标记，则说明该卡不符合“真实身份”要求，因此不会被接受用
作登上商用飞机的身份证明。

“真实身份”证件示例：

问：我什么时候须要改变国内旅行方式？
从 2021 年 10 月 1 日开始，每个州份和领地居民都须要出示符合“真实身份”的
许可证/身份证，或另一种可接受的身份证明文件，以访问联邦机构，进入核电站
和登上商用飞机。该卡本身必须符合“真实身份”，除非居民使用的是其他可接受
的替代文件，例如护照或护照卡，或州政府签发的增强型驾驶执照。该“法案”不
要求个人，在当前不需要出示身份证而可进入的联邦机构 [例如进入史密森尼

(Smithsonian) 的公共区域] 出示身份证，也没有禁止联邦机构接受其他形式的身份
证件 (例如美国护照或护照卡)。

问：未成年人士在国内乘搭飞机时，需要驾驶执照/身份证吗？
不需要。TSA 不要求具伴随同行的 18 岁以下儿童，于旅行时提供身份证明。但伴
随同行人士将需要可接受的身份证明。

问：对没有合规许可证的旅行者，将如何处理？TSA 会拒绝他们
吗？
从 2021 年 10 月 1 日开始不能提供符合“真实身份”的许可证或可接受的替代文
件的旅行者，将不被允许通过安全检查站。

问：护照是我唯一的替代选择吗？
不是的。TSA 接受其他几种形式的身份证明文件。如欲了解有关登机用的，其他可
接受的身份证明方式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TSA 的网站：
https://www.tsa.gov/travel/security-screening/identification。
从 2021 年 10 月 1 日开始，欲访问联邦设施、进入核电站、登上商用飞机，每州
份和领地居民都必须出示符合“真实身份”的许可证/身份证，或另一种可接受的
身份证明文件。该卡本身必须符合“真实身份”的要求，除非居民使用其他可接受
的证件，例如护照。该“法案”不要求个人，在当前不需要出示身份证而可进入的
联邦机构 [例如进入史密森尼 (Smithsonian) 的公共区域] 出示身份证，也没有禁止
联邦机构接受其他形式的身份证件 (例如美国护照或护照卡)。

问：我可以使用我的“真实身份”证件卡越境进入加拿大和墨西
哥,并进行国际旅行吗？
不可以。“真实身份”证件不能用于跨境进入加拿大，墨西哥或其他国际旅行。

问：我可以使用我的“真实身份”证件卡进行海上 (邮轮) 旅行
吗？
不可以。“真实身份”证件卡不能用于国际海上邮轮旅行。

问：如果我有“真实身份”证件卡，我需要护照吗？

如果你出国旅行，你仍需要护照。如果你是在国内旅行，则只需要一种有效的身份
证明即可──“真实身份”证件卡或另一种可接受的替代文件，如护照，而不必同
时使用两者。

问：国家安全部目前接受州政府签发的哪种类型驾驶执照和身份
证作为进入其建筑物和设施，以及在 TSA 机场安全检查站的身份
证明？
在 2021 年 10 月 1 日开始全面实施“真实身份”之前，DHS 及其组成机构，包括
TSA 在其机场安全检查站，为了达成核实身份的目的，将继续接受所有由州政府签
发的驾照，以及由合规州政府与具有有效延期的不合规州政府签发的身份证。

问：联邦机构会接受我的增强型驾驶执照吗？
会的。在西半球，DHS 将州政府签发的增强型驾驶执照 (EDL) 指定为可接受的跨境
文件。出行计划 (Travel Initiative)，并且是用于官方联邦目的，如访问联邦设施或
登上商用飞机的可接受替代文件。个别设施政策可能仍然适用。
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纽约州、佛蒙特州、华盛顿州是目前唯一签发 EDL 的州
份。有关 EDL 的更多信息，请转到 https://www.dhs.gov/enhanced-drivers-licenseswhat-are-they。

问：非 DHS 的联邦机构又如何？他们就访问目的而接受哪些类型
的许可证和身份证？
联邦机构有权设定其最低保安访问要求，如果需要，可以决定在 2021 年 10 月 1
日截止日期前，不接受不合规的带标记证件卡。
例如，美国国防部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DoD) 最近完成了更新其在 DoD 范
围内设置保安的政策，在这过程中，已逐渐于其所有设施和装置内不再接受不合规
的带标记证件卡。但是，在 2021 年 10 月 1 日截止日期之前，DoD 将继续接受州
政府签发的不合规未标记“传统”卡。
为了确保你具有正确的身份证明，DHS 建议你提前联系计划访问的联邦机构，以获
取有关身份证明要求的信息。需要提醒的是，当个别人士出于该“法案”和法规中
定义的“官方目的”，例如登上受联邦监管的商用飞机，向联邦机构出示州政府签
发的驾驶执照或身份证时，将采用《真实身份法案》。尽管出于其他目的，例如驾

车、投票、银行业务或申请福利或就业，可能不需要“真实身份”证件卡，但我们
建议你与相关的州政府，地方或商业实体联系，以了解其具体身份证明要求。

问：DHS 是否正在尝试使用我们所有的信息来建立国家数据库？
不是。“真实身份”是国家订立的标准，而不是国家身份证。“真实身份”不会以
驾驶执照信息创建联邦数据库。每个辖区继续签发各自的个别许可证，保有各自的
记录，并控制谁可以取得这些记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取得。“真实身份”的目的
是使我们的身份证明文件更加一致和安全。

问：实施“真实身份”对那些向非公民/无证件移民提供驾驶执
照和身份证的州份有何影响？
“真实身份”允许合规的州政府，在不能确保申请人身份，或无法确定其合法身
份的情况下，签发驾驶执照和身份证。实际上，一些州政府目前向没有证件的个人
签发不符合规定的证件卡。不合规的证件卡必须在其正面 (及机器可读范围内) 清
楚表明它们不可接受用作“真实身份”用途，并且必须使用独特的设计或颜色，将
其与合规的证件卡区分开。DHS 警告不要假设拥有不合规证件卡即表明持有人是无
证件人士，因为个别人士可能出于与合法存在无关的多种原因，而获得不合规证件
卡。持有不合规证件卡，并不代表持有人是无证件人士，因为个别人士可能出于与
合法存在无关的多种原因，而获得不合规的证件卡。

问：逐步取消“儿童抵达延期行动”(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DACA) 计划，将如何影响州政府向 DACA 受益
人签发驾驶执照和身份证？
《真实身份法案》允许各州政府向提供有效书面证据证明其“已批准延期行动身份
”的申请人签发临时 (即，具期限)的，符合“真实身份”的驾驶执照和身份证。
[第 202(c)(2)(B)(viii) 条]，根据“真实身份”规定，持有有效的就业授权文件
(Employment Authorization Document，EAD) 和社会安全号码 (Social Security Number
，SSN)，且具有经批准的延期行动的申请人，可能有资格获得临时“真实身份”驾
驶执照和身份证。儿童抵达延期行动 (DACA) 计划为具延迟行动 (Deferred Action)，
且寻求“真实身份”的个人，标准化并加速其获取这些辅助身份证明文件的过程。
具有批准的延迟行动、有效 EAD、有效 SSN 的个人可以继续持有临时 (具期限) 的
“真实身份”证件卡，直到到期为止。在任何情况下，签发符合“真实身份”的州
政府，都可以继续向具有或不具有合法身份，包括根据《真实身份法案》所定义的
延期行动的个人，签发不合规的许可证和身份证。

问：被授予临时保护身份 (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TPS) 的人
士，能否获得符合“真实身份”的许可证/身份证？有效期多长？
能够的，TPS 受益人可以获取符合“真实身份”的许可证或身份证。国家安全部部
长可能会为 TPS 指定某一外国国家，因为该国的情况会暂时阻止国民安全返回，或
者，在某些情况下，该国无法适当处理其返回的国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
(United State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USCIS) 可以向已经在美国的某些
指定国家 (或部分国家) 的合格国民，授予 TPS。过去惯常居住在某指定国家的、
无国籍的合格个人，也可能被授予 TPS。
许可证或身份证的有效期限通常取决于 TPS 期限的长度。当 DHS 指定或延长某个
国家/地区的 TPS 状况时，可以通过联邦注册公告 (Federal Register Notice) 进行为
期 6 个月或更长时间的更改。TPS 的受益人身份与指定用于 TPS 所属的国家/地区
相关。根据 2005 年《真实身份法案》第 202(c)(2)(C)(ii) 条，向持有待定或批准的
TPS 申请的个人签发的临时驾照或临时身份证，“仅在以下情况下有效：申请人在
美国的合法居留期限，或者，如果没有确定的合法居留期限，则为时一年。”
为了评估对《真实身份法案》的遵守情况，请注意，TPS 受益人出示 I-766 表格，
包含 A-12 或 C-19 类别代码 (Category Code) 的就业授权文件 (EAD)，以及“证件卡
到期日”为以下列表中的日期，则其授权逗留期没有确定的期限。
•

07/05/2016

•

07/22/2017

•

11/02/2017

•

01/05/2018

•

01/22/2018

•

03/09/2018

•

06/24/2018

•

07/05/2018

•

11/02/2018

•

01/05/2019

•

04/02/2019

•

06/24/2019

•

07/22/2019

•

09/09/2019

•

01/02/2020

•

01/05/2020

•

03/24/2020

符合上述说明的 EAD，是 2005 年《真实身份法案》第 202(c)(2)(B)(vii) 条所要求 TPS
的有效书面证据，并且对于“真实身份”目的而言，是可接受的。尽管系统性外国
人应享权利验证 (Systematic Alien Verification for Entitlements，SAVE) 计划确认移民
身份的回应，提供了 TPS 的指定结束日期，但这些人士在合法居留期间没有确定的
结束期限。根据 2005 年《真实身份法案》第 202(c)(2)(C)(ii) 条，向持有待定或批准
的 TPS 申请的个人签发的临时驾照或临时身份证“仅在以下情况下有效：申请人在
美国的合法居留期限，或者，如果没有确定的合法居留期限，则为时一年。”

向自由联盟国家 (Freely Associated State) 的公民签
发符合“真实身份”文件
2018 年 12 月 17 日，特朗普总统签署了《自由联盟国家真实身份法案修改法案
(the REAL ID Act Modification for Freely Associated States Act)》，公法 (Public Law)
115-323。该“法案”修正了 2005 年的《真实身份法案》，授权各州政府向密克罗
尼西亚联邦 (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帕劳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Palau)，
以及马绍尔群岛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统称为“自由联盟国
家”，或 FAS) 的公民，根据“自由联盟契约 (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入境美
国为非移民者，并且符合《真实身份法案》的身份要求，签发符合“真实身份”的
完整期限驾驶执照和身份证。

问：立法的作用为何？这些国家的公民是非移民，过去仅获得临
时/具期限的许可证。
《自由联盟国家真实身份法案修改法案》修正了《真实身份法案》，将自由联盟国
家的公民与非美国公民类别分开，这些非美国公民仅有资格获得临时 (具期限) 符
合“真实身份”的驾驶执照或身份证，其有效期不超过在美国合法居留的期限，或
者，如果没有确定的合法居留期限，则为时一年。有了这项修正案后，根据《真实
身份法案》及其实施条例，出示可以接受的身份和合法身份证明的自由联盟国家公
民，现在应获得一张完整期限的驾驶执照或身份证，而并非临时证件。

问：FAS 公民需要出示哪些身份和合法身份证明文件，才能获得
符合“真实身份”的许可证？
DHS 最近指定了未过期的外国护照，该护照具有经批准的 I-94，而不再需要有效签
证，该文件记录了根据“契约”申请人最近一次进入美国的情况，为可以接受的文
件，FAS 公民可出示上述文件来建立身份证明，以获得“真实身份”许可证或身份
证。FAS 公民还可以出示法规中列出的其他身份证明文件之一，包括未过期的护
照、有效且未过期的签证 (如果适用)、经批准的 I-94、未过期的就业授权文件、或
先前签发的符合“真实身份”要求的驾驶执照或身份证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接受
有效护照和 I-94 为合法身份证明)。在任何情况下，为证明身份和合法身份而提供
的文件都必须通过系统性外国人应享权利验证 (SAVE) 进行验证。

问：如果申请人声称他或她已经在美国居住了多年，并且没有有
效的护照，又如何？
多年前合法进入美国的自由联盟国家公民，其护照可能已经过期。为了获得符合
“真实身份”的证件，他们须要更新护照，或出示其他可接受的身份证明文件，例
如未过期的 EAD。

自由联盟国家公民出示所要求的身份和合法身份证明文件后，为
其签发符合“真实身份”的驾驶执照或身份证的有效期多长？ 这
些文件与签发给美国公民的文件比较，有什么不同吗？
驾驶执照或身份证的适当有效期将与该州政府对符合“真实身份”的完整限期文件
的常规有效期一致，并带有相同的合格标记，而没有任何其他语言。

问：其他类别的非移民是否有资格出示有效的护照和 I-94，以证
明身份和合法身份，并获得签发符合“真实身份”的证件？
此指定只限于根据“契约”入境的自由联盟国家公民，只有他们才能使用未过期护
照，连同获批准的 I-94 作为可接受的身份证明文件。此指定没有改变对其他类别
的非移民出示有效未过期护照、有效未过期签证、I-94 的要求；或出示 EAD 作为
身份和合法身份的证据的要求。在任何情况下，为证明身份和合法身份而提供的文
件都必须通过系统性外国人应享权利验证 (SAVE)，进行验证。

问：是否有其他类别的非美国公民仅有资格获得符合“真实身份
”的临时 (具期限) 证件，而有资格获得符合“真实身份”的常规
完整期限证件？
《自由联盟国家真实身份法案修改法案》仅适用于自由联盟国家的公民，并使他们
能够获得完整期限的“真实身份”许可证。“真实身份”法规中定义的其他具有
“临时合法身份”的非美国公民，仍然有资格获得临时 (具期限) 符合“真实身
份”的驾驶执照或身份证，其有效期不超过在美国的合法居留期限，或者，如果没
有确定的合法居留期限，则为时一年。“真实身份”法规中定义具有“临时合法身
份”的个别人士类别包括非移民人士；有待定庇护申请；有待定或已批准的临时保
护身份申请；已批准的延迟行动；或有待定的合法永久居民，或条件性的永久居民
身份的申请。

问：《真实身份法案》是否要求出于宗教理由戴上头罩的申请人
更改或取下头罩，以使驾驶执照或身份证照片显示其头发或耳朵？
不会。数码照片的“真实身份”监管标准认识到某些人士出于宗教或其他原因可能
会戴头套。但是，此类遮盖物不应遮盖申请人的面部特征或形成阴影。出于拍摄目
的，从发际线到下巴，以及耳朵的前方至面部，都应该清楚可见，且不应有阴影。
“真实身份”法规不要求暴露发际线或耳朵。

州政府合规
问：州政府在哪里可以找到有关《真实身份法案》和法规的信息？
答：可以在 DHS 网站 (www.dhs.gov/secure-drivers-license-documentation) 找到“真
实身份”法规和规章的链接，以及支持文件。你也可以通过 REALID@HQ.DHS.Gov
，与国家安全部联系。

问：州政府需要向 DHS 提交什么信息才能获得 DHS 的合规确定
(Determination of Compliance)？
答：“真实身份”法规 (6 C.F.R.第 37 部分，E 次部分) 详细说明了州政府应提交给
DHS 以获得 DHS 合规确定的信息。

问：寻求 DHS 合规确定的州政府，应向哪里递送其认证文件包？
答：DHS 建议，各司法管辖区同时提交纸张副本和电子副本。

邮寄： 245 Murray Lane, SW; Mail Stop 0460; NAC 17-02-208-03; Washington, DC
20528
电子邮件： REALID@HQ.DHS.Gov

问：DHS 如何审查州政府的认证文件？
答：DHS 将审查州政府提交的信息，并可能会与州雇员面谈，并根据须要进行审核
或实地检查。在某些情况下，DHS 可能会作出“初步的不合规判定 (Preliminary
Determination of Noncompliance)”，并确认该州于签发“真实身份”程序中的任何
缺陷；各州政府将给与时间纠正 DHS 确认的任何缺陷。一旦 DHS 确定该州满足该
“法案”和实施法规的全部要求，DHS 将向该州发布“最终合规决定 (Final
Determination of Compliance)”。

问：符合“真实身份”标准的司法管辖区能否继续签发不合规的
“真实身份”驾驶执照和身份证？
答：可以的。“真实身份”允许司法管辖区签发不符合该“法案”要求的身份证
和驾驶执照。但是，这些许可证和身份证必须在其正面和机器可读范围内，清楚表
明，该卡不能用于官方目的。

问：如果我的州政府签发增强型驾驶执照，是否足以使我的州份
符合“真实身份”要求？
答：由 DHS 在西半球出行计划 (Western Hemisphere Travel Initiative，WHTI) 下指定
为可接受的跨境证件的州政府增强型驾驶执照 (EDL)，可用于官方联邦目的 (即登
上商用飞机、访问联邦设施、进入核电站)。但是，为了确定联邦机构是否可以出
于官方目的接受州政府的常规驾驶执照，只凭签发 EDL 不足以支持认为该州完全
合规。例如，联邦机构可以接受某州签发的 EDL，但不能接受该州签发的标准驾驶
执照。

问：为什么 DHS 对已经确定合规的州政府重新认证？
答：DHS 会根据该州向国家安全部部长提交的证明，确定该州符合《真实身份法
案》的最低要求。“真实身份”法规规定了如何进行这些认证。特别是，“真实身
份”法规要求各州按照 DHS 的规定，每三年滚动更新其对“法案”的遵守情况。

问：为什么 DHS 此时需要对合规州份重新认证？

答：DHS 于 2012 年 12 月发布了各州的首次合规确定。当时，用于验证申请人信
息的关键技术仍在开发中。此后，这些技术已完成部署，DHS 可以基于一组通用的
标准和可用技术来重新认证所有合规的州份。

问：DHS 将如何实施合规州份的重新认证？
答：从 2012 到 2014 年，有 23 个州份获得了 DHS 的“合规确定”。这些州份符
合重新认证的标准。DHS 将以滚动形式认证这 23 个州份。每次将有大约五个州份
重新获得认证。当 DHS 对每个州份完成重新认证审核时，将选择其他州份进行审
核。当所有 23 个合格州份均已发布“合规确定”时，该过程将完成。此后，DHS
将每三年启动对符合“真实身份”州份的重新认证。

问：公众将如何受到重新认证过程的影响？
答：重新认证过程不会更改受审核州份的合规情况。重新认证不会影响合规州份
居民将其“真实身份”驾驶执照和身份证用于官方目的的能力。如果 DHS 发现某
州政府当前未能达到《真实身份法案》和法规的所有最低标准，则 DHS 将与该州
紧密合作，以起草并全面实施纠正措施计划，以弥合这些差距。

州政府延期
问：什么是延期？
答：联邦机构可能不接受不符合《真实身份法案》要求的州政府签发的驾驶执照
和身份证用作官方目的。但是，该“法案”授权国家安全部部长对违规情况有充分
理由的各州份，允许予以延期，以满足“真实身份”的要求。联邦机构可以接受，
由 DHS 授予延期的不合规州份签发的、用于官方目的的驾驶执照和身份证。

问：延期将持续多长时间？
答：延期的长短，由国家安全部部长酌情决定。

问：为什么大多数州份都只延期少于 12 个月？
答：在 56 个州份/地区中，除了四个州份/地区外，都在 2019 年初前发布符合
“真实身份”的许可证/身份证，并且不需要一年的时间就可以达到完全符合所有
“真实身份”的要求。

问：当某州份的延期到期时，将会如何？

答：当州份的延期到期时，该州将受到法律禁止，禁止出于联邦目的让联邦接受
该州政府签发的驾驶执照和身份证。但是，在联邦机构开始在核电站、包括军事基
地在内的联邦设施、商业机场开始执行“真实身份”执法行动之前，部长可以给与
具有延长期限的州份短暂的“宽限期”。未获延期的州份将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
受到“真实身份执法 (REAL ID Enforcement)”的约束。

问：DHS 将如何决定对某一司法管辖区是否授予延期？
答：DHS 在确定某州份是否已为不合规情况提供充分理由时，将考虑以下因素：
1. 是否有最高级别的州份行政官员来监督该州的驾驶执照签发机构 (Driver
Licensing Authority)，并致力于遵守《真实身份法案》和实施法规的标准；
2. 州政府是否已记录：双方和未满足需求的情况；达成未能满足要求的计划和
里程碑；以及可以开始签发符合“真实身份”证件的目标日期；
3. 该州是否参加了与 DHS 就未能满足要求的情况进行的定期进度审核？

问：延期可以更新吗？
答：如果州政府为持续的不合规情况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则延期可以由部长酌情
决定。延期更新不是自动授予。仅当州政府在满足“真实身份”标准方面显示出持
续的进步时，延期才会被更新。

州政府的执行
问：申请过程中，州政府应在什么时候摄取申请人的影像？
答：当申请人向机动车辆部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DMV) 代表提交完整的
申请进行处理时，州政府应在签发驾照流程开始时，拍摄其影像。如果在申请过程
中的任何时候怀疑有欺诈行为，无论是否提交完整的申请进行处理，DMV 都应尽
一切努力拍摄申请人的影像。

问：《真实身份法案》是否要求出于宗教理由戴上头罩的申请人
更改或取下头罩，以使驾驶执照或身份证照片显示其头发或耳朵？
答：不会。数码照片的“真实身份”监管标准认识到某些人士出于宗教或其他原
因可能会戴头套。但是，此类遮盖物不应遮盖申请人的面部特征或形成阴影。出于
拍摄目的，从发际线到下巴，以及耳朵的前方至面部，都应该清楚可见，且不应有
阴影。“真实身份”法规不要求暴露发际线或耳朵。

问：如果身份来源文件上的姓名，如出生证明，与将在要签发的
新许可证或身份证上显示的当前法定名称不同，申请人是否必须
提供所有以前姓名的文件？
答：申请人应出示姓名可追溯性，即在原始文件上显示的姓名与在签发文件上要
求的姓名之间的联系。州政府可以选择个别人士应提供的各种文件作为其可追溯性
的证据。个别人士无须提供他们以前使用过的所有名称的完整列表。

问：哪些类别的外国人有资格获得完整期限合规驾驶执照？
答：合法入境获得永久或临时居留权的外国人，具条件性的永久居民身份的外国
人，庇护申请获批准的外国人，以及以难民身份入境美国的外国人，都有资格获得
完整期限的“真实身份”许可证或身份证。

问：有时，外国人可能会出示在字面上订下的到期日已经过期的
文件，但该文件已被 DHS 延期，应视为未过期。在这种情况下，
州政府可以接受此文件吗？
答：迄今为止，这种情况仅限于已申请和/或被授予临时保护身份 (TPS) 的个人，
其 I-766 表格就业授权文件 (EAD) 受 DHS 的约束，可“自动延期”。在这种情况
下，DHS 会通过联邦注册公告授予“自动延期”，通常为期六个月。联邦注册公告
包括有关如何识别受延期限制的 EAD 信息，并提供了这些 EAD 的新到期日期。有
关 TPS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 TPS webpage.

问：是否可以远程更新“临时”或“具期限”许可证？
答：不能。临时或具期限的许可证和身份证需要亲自续期更新，且在出示时，核
实临时合法身份仍然有效，或个人在美国具有合法身份的有效书面证据。

问：应如何标记“临时”或“具期限”许可证？
答：临时和具期限证件卡需要在其正面和机器可读范围内，清楚地表明它们是临
时的，并包括到期日期。

问：例外程序的目的是什么？
答：DHS 认识到每个司法管辖区都是独特个体，需要灵活地定制例外程序，以满足
其各自的需求和情况。例外程序可帮助各州解决某些独特的情况，即个人由于某些
无法控制的原因，而无法出示法规中列出的一项或多项身份证明文件。例如，在自

然灾害之后、由于个人无法控制的原因、建立身份和合法身份所需的文件可能不再
提供或不容易取得。因此，各州政府可能需要依靠其他文件来确定其身份或美国国
籍。

问：州政府在更改例外程序时，是否应通知 DHS？
答：DHS 了解，在获得认证后，情况可能需要对州政府的例外程序进行开发或修
改。在这种情况下，仅当 DHS 进行定期规限性重新认证过程时，州政府才须要向
DHS 报告其新流程或修改过的流程。

问：各州应否有独立的实验室评估其驾驶执照或身份证的物理保
安特征？
答：不。各州政府应采用多重级别的保安功能来检测虚假证件卡，并向 DHS 提交
报告，以表明证件卡设计具有抵抗损害和记录欺诈的能力。但是，州政府无需聘请
独立实验室来评估文件或准备报告。

问：各州应如何标记合规和不合规的驾照，以便筛选人员可易于
区分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州政府签发的驾驶执照或身份证？
答：虽然 DHS 建议各州采用通用设计标记 (又名“金星”)，但根据《真实身份保
安计划指导手册 (REAL ID Security Plan Guidance Handbook)》，各州可以提交予
DHS 审查和批准，以其他方式标记文件，以清楚地分辨合规与不合规的证件卡。这
些方法可包括颜色、文字、和/或格式的差异。

问：更新时，申请人是否需要重新提交初次申请时所需的任何文
件？
答：除临时或具期限许可证或身份证的持有人，又除非自上次签发以来，任何个
人身份识别信息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PII) 发生了重大变化，更新许
可证或身份证的申请人无须重新提交身份来源文件。

问：什么是个人身份识别信息 (PII) 的重大变更？
答：重大变更包括对个人 PII 的任何变更，该变更在法规中定义为包括证明身份、
出生日期、社会安全号码的信息，以及显示在数据库，或许可证或身份证的机器可
读技术中的信息。尽管有 PII 的定义，但重大变更不包括主要居住地址的变更。

问：州政府可以远程签发重复的“真实身份”证件吗？

答：可以的。州政府可以使用远程程序重新签发重复卡──一张信息和有效期与
原卡相同的证件卡，但前提是自上次签发以来，持卡人的 PII 没有重大改变，并且
该证件带有与原来文件相同的到期日。签发重复的驾驶执照或身份证时，各州可以
选择重新验证申请人的 SSN 和合法身份。

问：如果州政府在完全合规之前，已经复制了个人的身份来源文
件、社会安全信息、地址证明等，那么在首次申请合规许可证时，
个人是否需要重新提交这些相同的文件？
答：DHS 了解到，某些州份目前可能须要以符合最低监管标准的方式要求出示，验
证和保留身份来源文件、社会安全信息、地址证明等。这还包括满足员工背景调
查、欺诈性文档识别培训、信息安全和存储要求的最低标准。已经符合这些标准的
州份不需要让在初次申请合规文件时已提交身份来源文件的申请者，重新提交身份
来源文件。

问：纽约州、佛蒙特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华盛顿州等，
目前签发的“增强型驾驶执照 (EDL)”，由国家安全部部长指定为，
按西半球出行计划 (WHTI) 在陆路和海路入境口岸，进入美国的可
接受许可。EDL 是否可以用于官方联邦目的，如登上商用飞机？
答：是的。DHS 根据 WHTI，将州份 EDL 指定为可接受的跨境文件，EDL 可用于官
方联邦目的，例如登上商用飞机或进入联邦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