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Division of Licensing Services 
P.O. Box 22052             

Albany, NY  12201-2052 
客户服务：(518) 474-7569 

      www.dos.ny.gov 

员工声明和保安职位申请  
 
请仔细阅读所有说明后再填写申请表。信息不完整的申请表将被
退回。如有任何疏漏、不准确或信息不全，均可视为拒发登记证
件的充分理由，如果登记证件已颁发，则可能导致暂时吊销或撤
销登记证件。 
 
指纹要求： 申请人通过隶属 IdentoGo by IDEMIA 的 
IdentoGo 完成电子指纹采集。 
 
电子指纹采集流程： 
预约采集：申请人必须与隶属 MorphoTrust USA 的 IdentoGo 
预约采集。若要预约在您附近的地点采集，请访问网站 
www.identogo.com 或致电 877-472-6915。在预约时，您必须

使用要求的 ORI 编号 SecGuard。 
 
 指纹采集准备事项：填写“纽约州指纹采集服务申请 – 信

息表”(pdf)，并携带该表前往指纹采集地点。 

电子指纹采集完成的证明：完成指纹采集流程后，供应商

将向您提供两份收据作为指纹采集完成的证明。其中，

一份收据与申请表一并提交，  另一份收据副本应交由您

的雇主保存。 

请注意：  指纹采集收据的有效期为自指纹采集之日起 5 个
月。  请在指纹采集之日起 5 个月内提交原始申请表。  如
果没有在此期间提交申请，则您需要再次进行指纹采集。 

 
指纹采集费用： 
指纹采集的所有费用均可以向 MorphoTrust USA 支付。 
 

 刑事司法服务处 (DCJS) 费用： $75.00 
 FBI 费用（持有保安执照的申请人必须支付 FBI 费用）

：$12.00 
 适用的指纹采集供应商费用（每年一月和七月发生变

动） 
请参见 www.dos.ny.gov/licensing 网站右上角的“电子

指纹采集”(e-Fingerprinting) 链接。 
 
可接受的付款方式： 
指纹采集费用必须以支票、汇票或信用卡的形式支付给 
IdentoGo by IDEMIA。 
 

注意： 指纹采集费用是申请费以外的费用。 
 

请阅读以下 FBI 申请通知： 
 提交的指纹采集信息将用于核查 FBI 犯罪历史记录。 
 获取 FBI 犯罪历史记录副本的流程在《美国联邦法规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 第 28 章第 
16.30 节至第 16.33 节中有相关规定，也可以访问 FBI 
网站了解该流程： 
http://www.fbi.gov/about-us/cjis/background-checks 
获取 FBI 犯罪历史记录的变更、修正或更新信息的流

程在《美国联邦法规》(CFR) 第 28 章第 16.34 节中有

相关规定 
 

子女抚养声明  
无论您是否有子女或任何抚养义务，纽约州（《一般义务法》

(General Obligations Law)）都要求签署“子女抚养声明”。 任何

人拖欠子女抚养费达到四个月或以上，其商务、职业和驾驶执

照可能被暂时吊销。为避开抚养义务法律而故意提交虚假书面

声明将遭受刑法 §175.35 的处罚。 向当地或州政府提交有欺诈

意图的虚假文书属于 E 类重罪。 
 

社会安全号码（隐私通知）： 
纽约州州务院需要收集所有执照持有者的联邦社会安全号码和雇

主身份识别码。  要求和维护此类个人信息的权限请见“税
法”(Tax Law)  
的 §5 和《一般义务法》的 §3-503。您必须披露此信息。收集

此信息是为了让税务和财政部门识别在纳税申报中有迟缴记录或

者对其纳 税义务估计不足的个人、企业及其他方，以及一般性

识别受到税务和财政专员所管理的税收影响的个人。它将用于税

务管理以及税法授权的任何其他目的，也可能被儿童抚养执行机

构或者本州或其他州根据“社会安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 第 
IV-D 章授权的代表用来制定、 修改或执行抚养命令，但不可公

开。未提供社会安全号码时，需要做出书面说明。此信息将由行

政管理部门主任保存在许可信息系统（地址为 One Commerce 
Plaza, 99 Washington Avenue, Albany, NY 12231-0001）中。 
 
第 7A 条第 89H 节规定，您需要将居住地址的任何变动通知该

处，以便您可及时收到更新通知和其他与您的登记证件有关的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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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要注册投票吗？ 
 
请访 州 委 会问纽约 选举 员  (NY State Board of Elections)的网站 
www.elections.ny.gov/votingregister.html 
或者致电 1-800-FOR-VOTE 以 取 州投票人注册表获 纽约  (NYS Voter Registration form)。  
 
如需在 注册线 ，请访问 www.ny.gov/services/register-vote.   
 



 

保安培训公告 
强制性培训的免除/豁免 

 

 

培训要求 

第 7A 条第 89-G 节规定，所有参与保安活动的人员都须在纽约州州务处 (DOS) 登记，并完成刑事司法服务处 (DCJS) 批准的所有 在校

培训（除非得到豁免）。必须参加下列培训课程： 

保安（未武装） 

初始培训要求： 
初始培训要求： 

 8 小时岗前培训 – 普通入门课程。您必须完成本课程、取得证书，并随保安申请表一并提交该证书的副本。 您只需完成一次本

课程。 
 16 小时岗位培训 (OJT) – 本课程主要介绍保安职责、工作地点要求以及雇主需求等。您必须在受雇为保安后  

90 天内完成此培训。 
年度培训要求： 

 8 小时年度在职培训 – 在您持有保安登记证件的每个日历年内均须完成本课程。您的登记证件的有效期为两年， 因此您必须在

登记证件生效日期和失效日期之间完成两次 8 小时年度在职培训课程，才能获得证件更新资格。 

武装保安 

初始培训要求： 
 8 小时岗前培训 – 普通入门课程。  您必须完成本课程、取得证书，并随保安申请表一并提交该证书的副本。 
 16 小时岗位培训 (OJT) – 本课程主要介绍保安职责、工作地点要求以及雇主需求等。  您必须在受雇为保安后  

90 天内完成此培训。 
 47 小时枪械培训 – 您必须持有有效的纽约州持枪许可证及保安登记证件，才能参加此课程。顺利完成此课程后， 在提交武装保

安登记证件升级申请时，一并提交本课程证书副本。 
年度培训要求： 

 8 小时年度在职培训 – 在您持有武装保安登记证件的每个日历年内均须完成本课程。您的登记证件的有效期为两年， 因此您必

须在登记证件生效日期和失效日期之间完成两次 8 小时年度在职培训课程，才能获得证件更新资格；以及 
 8 小时年度枪械培训 – 在您持有武装保安登记证件的每个日历年内均须完成本课程。您的登记证件的有效期为两年， 因此您必

须在登记证件生效日期和失效日期之间完成两次 8 小时年度枪械培训课程，才能获得证件更新资格。 
 
免除培训资格 – 如果申请人离开在纽约州宣誓就职的执法岗位已长达十年，则需要对其要求免除参加未武装和武装保安枪械培训的申请

进行审核。 
登记时，如果您可以证明已完成此培训，且达到或超过 8 小时岗前培训、OJT 培训或 47 小时枪械培训的最低标准，则您可能获得培 
训免除资格。若要请求免除培训， 请直接电话联系 DCJS：(518) 457-6726，或将书面请求寄送至：80 South Swan Street， 
3rd Floor，Albany，NY 12210-8002。 如果获得批准，DCJS 将向您发送免除函，在向 DOS 提交保安职位申请时需将该免除函 
一并 附上。 

 
 

 

豁免情况（不需要 DCJS 签发的免除函） 

I. 警察： 
根据《保安法案》(Security Guard Act) 的规定，在职警察免受保安职位定义的约束。这表明在职警察接受第二职业时，无

需登记或完 成培训。不过，如果您 是即将退休的在职警察，但仍希望获得保安从业登记证件，则您必须在提交保安职位原

始申请表和指纹采集收据时， 
一并提供警察培训的原始证明，以及您任职的机构给出的品行良好证明信。 

 已退休警察： 
若要免除培训，您必须向 DOS 提供由您所在部门签发的、说明您的退休日期的信函。另外，如果您的保安职位雇主要 
求您携带枪 械，或授权您使用枪械，则您必须向 DOS 和您的雇主证明，您在受雇为武装保安前一年内已完成警察 基
本课程（或同等课程）， 其中包括初始枪械培训。 

如果您接受初始枪械培训的时间是在受雇为武装保安前一年以前，则您必须完成 8 小时保安年度枪械课程， 并将培训

结果报告给 DOS 和您的雇主。 
 如果您从警察岗位已退休 10 年以上，您此后每年还需要完成 8 小时保安年度 在职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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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培训公告 强制性培训的免除/豁免 
 
II. 治安官： 
根据《纽约州准则、法规及条例》(NYCRR) 第 19 章第 170.1 节的规定，依据《纽约州刑事诉讼法》(NY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CPL)) 第 2 条规定被任命为治安官的任何个人，免受保安职位定义的约束。治安官的权力仅在该个人接 受
首要雇主任命以公职身份工作 时才有效。因此，在首要工作以外的时间（从事第二职业时），治安官不再以公职 身份工

作，因而必须登记并完成所有培训课程（除非个人获得培训免除资格或享受豁免权[基于特定职位]）（请参见下方的可能对

您有直接影响的近期修正案）。 

在职治安官申请免除枪械培训 
如果您的雇主已授权您履行职责时携带枪械，而且您已受雇工作了 18 个月或更长时间并 能出示有效证书， 则您可免除

参加武装保安登 记证件持有者必须完成的 47 小时枪械课程以及 8 小时 年度枪械课程。个人如要取得成为武 装保安的登

记证件，必须向州务院提供由 DCJS 签发的免除函的副本，以及完成 MPTC 带枪械治安官基本课程的证书， 或者完成两

项培训课程的证书：无枪械和带枪械治安官 基本课程，以及完成致命物理力量课程[长枪械课程]的证书。 

可能对您有直接影响的近期修正案： 
第 89-n (4) GBL 节已修正，允许部分类别的治安官（请参见下一页的依据 §89-n (4) GBL 修正案豁免培训的治安官 类
别）免于参加 下列培训：47 小时枪械课程、8 小时岗前培训、OJT 培训和 8 小时年度在职培训。 若要获得豁免 资格，

治安官必须当前担任具有培训 豁免权的职位之一（请参见下一页的依据 §89-n (4) GBL 修正案豁免培训的治安 官类

别），或者从这些职位之一上退休不超过 10 年。 虽然已退休的治安官在退休后的前 10 年免于参加 8 小时年度 在职培训

课程，但如果他们的基本课程是在提出保安职位申请前一年以前 完成，则这些退休治安官还须参加 8 小时年度 枪械培训

课程。 
 
注意： 如果个人从治安官职位上已退休超过 10 年，若申请保 
 
依据 §89-n (4) GBL 修正案豁免培训的治安官类别 

A. 纽约州的郡治安官、郡副治安官和代理郡治安官，以及威彻斯特郡公共安全服务署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 Services) 的宣誓就职官员（按 NYS CPL §2.10 (2) 定义）：若要豁免 47 小时枪械培训课程、8 小时 岗前

培训、OJT 培训和年度在职培训，个人必须向州务处提供治安官基本课程证书副本，或是由其所在机构的人 事部

门发出的证明信，证明其已完成基本治安 官培训。如果当前在职，则他们还必须提供身份证件副本，证实 其当前

就职于某个执法工作类别，以及证明其品行良好。 

B. 三区桥和隧道管理局（Triborough Bridge and Tunnel Authority）的安保人员（按 NYS CPL §2.10 (20) 定义）

：若要豁免 47 小时枪械培训课程、8 小时岗前培训、OJT 培训和年度在职培训，个人必须向州务处提 供其治安官

基本课程证书副本， 或是由其所在机构的人事部门发出的证明信，证明其已完成基本治安官培训。 如果当前在

职，则他们还必须提供身份证 件副本，证实其当前就职于某个执法工作类别，以及证明其品行良好。 

C. 身着制服的法院执法人员（按 NYS CPL §2.10 (21)(a) 定义）： 若要豁免 47 小时枪械培训课程、8 小时岗 前培

训、OJT 培训和年度在职培训，个人必须向州务处提供其治安官基本课程证书副本，或是由学院发出的证 明信，

证明其已完成相应的专业培训。 这些课程必须达到或超过 MPTC 无枪械基本课程的标准。另外， 如果个人担任武

装职位，则必须已完成 MPTC 带枪械治安官基本课程，或者完成两项培训课程：无枪械和带枪 械治安官基本课

程，以及致命物理力量课程[长枪械课程]。如果当前在职，则个人还必须提供身份证件副本，证明其当前从事的工

作，以及证明其品行良好。 

D. 法院书记官（按 NYS CPL §2.10 (21)(b) 定义）： 若要豁免 47 小时枪械培训课程、8 小时岗前培训、OJT 培训

和年度在 职培训，个人必须向州务处提供其治安官基本课程证书副本，或是由学院发出的证明信， 证明其已完成

相应的专业培训。这些课程必须达到或超过 MPTC 无枪械基本课程的标准。 另外，如果个人担任武 装职位，则必

须已完成 MPTC 带枪 械治安官基本课程，或者完成两项培训课程：无枪械和带枪械治安官基本 课程，以及致命物

理力量课程[长枪械课程]。如果当前在职，则个人还必须提供身份证件副本，证明其当前从事的工作，以及证明其

品行良好。 

E. 纽约州狱警（按 NYS CPL §2.10 (25) 定义）： （这不包括市或郡县的狱警。） 若要豁免 47 小时枪械培训课程、 
8 小时岗 前培训、OJT 培训和年度在职培训，个人必须向州务处提供由纽约州惩教署 (NYS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al Services) 发出的证明信，以及身份证件副本，证实其当前任职纽约州狱警并且品行良好。 

 
注意：如果个人不再担任治安官且没有有效的基本课程证书，或者不具有培训免除或豁免资格，则必须完成  
47 小时枪械培训课程、8 小时岗前培训和 OJT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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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OFFICE USE ONLY               CASH#:  

UID:                                                 PREV. UID:                                                  CLASS:                       CODE: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Division of Licensing Services 
P.O. Box 22052             

Albany, NY  12201-2052 
客户服务：(518) 474-7569 

      www.dos.ny.gov 

员工声明和保安职位申请 费用：36 美元 

申请人信息 
请用墨水笔以正楷填写所有问题。 

申请职位（仅勾选一项）：     保安  武装保安  
 

申请人姓名： 
姓氏 
 

 
名字  
 
 

 

中间名 

家庭住址（必填项 – 可添加邮政信箱以确保准确递送） 
 
 

 

公寓/单元/邮政信箱 

城市  
 
 

 

州  邮编+4 

郡县（仅在纽约州境内时填写） 
 
 

 

申请人的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社会安全号码： 
（*必填项 – 参见“隐私通知”）  

出生日期： 
（必须至少年满 18 周岁方可申请） 
 
 

 

纽约州机动车辆管理局 (NYS DMV) ID 号： 
 
 

背景问题 
请就下列问题勾选合适的答案。 
1. 您是在职或已退休的治安官吗？ 如果“是” 
  请阅读随附的“保安培训公告”。 

  如果您拥有豁免资格，您必须提交公告中所述的证明文件。 
如果您没有豁免资格，您必须提交培训证书。 

在职 已退休 

2. 您是在职或已退休的警察吗？ 如果“是”， 
   请阅读随附的“保安培训公告”。 
   如果您拥有豁免资格，您必须提交公告中所述的证明文件。   
 如果您没有豁免资格，您必须提交培训证书。 

在职 已退休 

3. 您是美国公民或是在美国居住、持有有效的外国人身份登记卡的外籍居民吗？  
   如果“否”，您必须提交说明。 是 否 

4. 纽约州或其他地方是否曾经撤销、暂时吊销向您或者您现在负责或曾经负责的公司所颁发的任何执照或 
许可证，或者拒绝向您颁发此类执照或许可证？ 

   如果“是”，您必须提交说明。 
是 否 

5. 您是否曾被具合法管辖权的法院、行政听证官、行政法法官、仲裁者、仲裁组或其他依法设立的审裁所 
判定有不称职或不当行为，而被惩教机构或执法机构解雇，或被指控有不当或不称职行为时从此类机构 
辞职？  

   如果“是”，您必须提交说明或申请豁免。 

是 否 

6. 您是否曾在本州申请保安登记证件/执照？  
   如果“是”，请提供执照编号。

  如果“是”，您无需重新参加 8 小时的岗前培训课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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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声明和保安职位申请 
 

 

子女抚养声明 

通过签署本申请，我特此证明，截至本申请日期，我没有支付子女抚养费的义务，或者，虽然我有支付子女抚养费的义务，

但我没有拖欠子女抚养费达四个月或以上；或者，我通过收入执行或法院协定的支付或还款计划或者双方商定的计划支付子

女抚养费；或者，我的子女抚养义务正在法院诉讼程序中；或者，我目前在领取公共救助或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 
  

 

犯罪历史 

州务院将接收并审查有关先前任何刑事拘留或定罪的信息。如果您有未决刑事起诉或先前定罪记录，请提供说明相同内容的

声明以及刑事法庭发出的所有记录的副本。 
 
完成的申请必须包括：（使用此检查单以确保您已包括/已填完所有要求的内容。） 
 

已填完并签名的申请表； 
可证明授权供应商已采集电子指纹的收据； 
支付给纽约州州务院的 36.00 美元申请费（不可退款）；   
8 小时岗前培训证书的副本； 
要求提供的与申请表特定问题相关的任何其他证明文件； 
必须由您的雇主填写的“雇用通知”部分，前提是提交申请时雇用关系即告成立 ； 
如果申请武装保安登记证件，则需要 47 小时枪械培训课程的结业证书，或者  
由刑事司法服务处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 签发的豁免声明的副本（如豁免 – 请参见“保安培训公告”
） 

 
注意：保安雇主应在其雇用的每名保安的人事档案中就上面所列的每份文件保留一份副本。 

 

 

申请人证词 

我证实，我在本申请中的声明均真实准确，如有虚假，愿受伪证罪处罚。  我进一步证实，我已阅读并理解《普通商业法》

(General Business Law) 第 7A 条的条款及其项下颁布的规定与法规。 
 
另外，我特此授权纽约州州务院和纽约州机动车辆管理局制作有我的 DMV 照片的身份证。我理解，只要我持有在州务院 
备案的执照，州务院 (DOS) 和 DMV 将使用我的 DMV 照片制作所有后续身份证。 
 

x    
 申请人签名    签署日期 
 
正楷姓名： 

 
 

雇用通知 

如果在您提出申请时雇用关系即告成立，则本部分必须由您的雇主填写。 
 
聘用日期： 
 
 
 

交易编号： 
 
 
 

交易日期： 

保安姓名： 
 
 
 

保安的社会安全号码： 

雇主的唯一识别码： 
 
 
 

雇主的公司名称： 

我，（请用正楷填写）                                                                                                                 ，宣誓并确认我是雇主指定的公司代表， 而且我已尽所能

核实此员工的声明并确认这些声明均真实准确。我进一步保证，基于我对这些声明的核实，我认为该员工符合 
《普通商业法》第 7 条和第 7-A 条的规定，具有从业资格。 

x 

   

雇主签名   签署日期 

DOS-1206-a-SC (Rev. 04/18) page 5 of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