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美国公民可前往哥伦比亚特区机动车辆管理局服务中心 

的任意办公地点办理哥伦比亚特区真实身份驾驶执照或身 

份证。 
 
An 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 (USCIS)

（即护照、签证、I-94 及支持性文件）签发的官方文件 
 
USCIS 受理通知函，旨在通知申请者已受理其提交的

居留或移民身份延期申请。此函必须于过去 6 个月内

签发。 
 

持有访问类签证（即 B、C、D 类）的非美国公民没有资格

在哥伦比亚特区内获得哥伦比亚特区真实身份驾驶执照、身

份证或学员驾驶许可证。 
 

您必须提供下列文件的原件。如果非美国公民提交的身份证

明文件并非下列文件，则机动车辆管理局不予接受。 
 

非美国公民必须（基于签证类型/类别）提供一份下列中的

文件且必须为原件。 
 
 

反映居留期限的有效护照（含签证）和 I-94。此外，还

须提交适用于您签证类别的下列文件： 
 

 I-20 （F 类签证） 

 DS-2019 （J 类签证） 

 反映不享有外交豁免权的美国国务院公函 

 （A 类签证） 
 反映不享有外交豁免权的美国国务院公函和反映任

 命的就业证明（G 类签证） 

工作证（I 类签证） 

工作许可证 

永久居留证 

针对非美国公民的资格要求 

非美国公民的身份与移民身份证明 

哥伦比亚特区政府机动车辆管理局 
  

如要完成哥伦比亚特区真实身份驾驶执照或身份证的

办理，您必须提交本手册中所列类别下要求的所有适

用文件。  
 

 

所有提交文件原件必须显示同一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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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执照（初次/续期）  47 美元  

暂时驾驶执照  20 美元  

学员驾驶许可证 (Learner Permit)  20 美元  

临时短期驾驶执照  20 美元  

身份证（初次/续期）(Identification Card)  20 美元  

复印   20 美元  

适用于 65 岁及以上者的身份证 

（仅限初次/续期）  免费   

收费 

                     机动车辆管理局新闻  
 
   目前，客户已无需本人亲自前往办理车辆登记

 的续期，只需通过下列方式办理续期即可： 
 

登录 www.dmv.dc.gov 在线办理，或   
将材料邮寄至 P.O. Box 90120  
   Washington, DC 20090 

 
 

哥伦比亚特区机动车辆管理局已改为采用集中签

发流程，且不再通过柜台发放驾驶执照和身份

证。客户会收到有效期为 45 天的临时性纸质执

照或身份证，新的驾驶执照或身份证会邮寄至备

案的客户地址。 
备注：该机构不会向邮政信箱寄送邮件    

 
 

如需了解机动车辆管理局的服务地点和表格/申请/刊物方面的详情，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dmv.dc.gov 或致电 311 or 202-737-4404，了解更多信息。 
 

如要举报任何哥伦比亚特区政府机构或官员的浪费、欺诈或滥用职权行为， 

请致电哥伦比亚特区监察长办公室 1-800-521-1639。 

重要信息  

 
 
 
 

文件 

 

收悉 
 

要求 
 

办理 
 

真实身份驾驶执照与身份证 



针对美国公民的身份证明 

申请真实身份驾驶执照或真实身份身份证者必须提供下列其

中一 (1) 份文件的原件。如果提交的身份和出生日期证明并

非下列文件，则哥伦比亚特区机动车辆管理局不予接受。 
 

必须提供其中一 (1) 份文件且必须为原件： 
 
向州人口统计局提交的美国出生证或出生证明卡  
有效的真实身份驾驶执照、学员驾驶许可证或身份证 
未到期的美国护照  
未到期的美国军人身份证  
入籍证明  
美国公民证明  
由美国国务院签发的海外出生领事报告 (CRBA)  
*由法院服务和罪犯管理局 (CSOSA) 或哥伦比亚特区

惩教局 (DOC) 寄发的附照片公函，以证明姓名、出生

日期、社会保险号及地址（仅适用于身份证）的真实性 
 

*仅用于办领有效期为 6 个月的身份证  
您必须提供下列其中一 (1) 份文件的原件。如果提交的社会

保险号证明并非下列文件，则机动车辆管理局不予接受。任

何用于证明社会保险号的文件必须包含全部九 (9) 位数。仅

显示最后四 (4) 位数的文件不予接受。  
备注：非美国公民还需持有社会保险号。如果您不符合获取

社会保险号的资格，您必须提供由社会保障管理局 (SSA) 
(www.ssa.gov) 出具的无资格证明函。 
 

 必须提供其中一 (1) 份文件且必须为原件： 
 

包含申请者姓名、社会保险号及签名的社会保险卡  
反映全名和完整 SSN 的社会保障管理局证明材料  
反映全名和完整 SSN 的工资单  
反映全名和完整 SSN 的 W-2（工资和税单）  
反映全名和完整 SSN 的 1099 表格  
 

 

 

 

 

社会保险号证明  

居住证明  

驾驶能力证明  

您必须提交下列其中 (2) 两份文件的原件，以证明您目前在

哥伦比亚特区内的居住情况。如果提交的哥伦比亚特区居住

证明并非下列文件，则哥伦比亚特区机动车辆管理局不予接

受。 
 

必须包含申请者姓名和现住址的两份 (2) 文件原件：  
至少在过去六十 (60) 天内签发且包含姓名和地址的公

用事业账单（水、煤气、电、油或有线电视费）（不接

受断线通知/账单） 
至少在过去六十 (60) 天内签发且反映申请者姓名和现

住址的电话费账单 （可接受手机、无线电话或寻呼机

账单）（不接受断线通知/账单）  
至少在过去六十 (60) 天内签发且反映不动产地址的契

约或清偿协议  
未到期的承租或出租协议，申请者列为协议中的承租

人、合法居民或出租人（可为复印件） 
随附原始未到期承租的未到期转租，其中证明者为转 

租者 
过去十二 (12) 个月内签发的哥伦比亚特区不动产税 

账单 
未到期的房主或出租人保单 
*由法院服务和罪犯管理局 (CSOSA) 或哥伦比亚特区

惩教局 (DOC) 过去六十 (60) 天内寄发的附照片公函，

以证明姓名和哥伦比亚特区住址的真实性 
**哥伦比亚特区机动车辆管理局 (DC  DMV) 居住证明

认证表  
至少在过去六十 (60) 天签发的银行/信用卡/投资账户

结单 
任何政府机构寄发的公函（包括信件内容和信封），反

映全名和现住址，过去六十 (60) 天内寄发，不包括哥

伦比亚特区机动车辆管理局寄发的邮件（不接受邮政服

务的地址更改通知） 
*由认证的社会服务提供者提供的哥伦比亚特区机动车

辆管理局审批表格 
至少在六十 (60) 天内签发的医疗费用账单 
至少在六十 (60) 天内签发的学生贷款结单 
至少在六十 (60) 天内签发的房屋净值结单 
至少在六十 (60) 天内签发汽车/个人贷款结单 
*仅限身份证并且不需要次要居住证明 

**不需要居住证明副本。   

 

 
 
在更新或领取副本时，您必须提供下列所有类别的文件： 
 

身份证明  

哥伦比亚特区居住证明（仅在地址已变更时） 

哥伦比亚特区驾驶执照或 

哥伦比亚特区身份证副本续期或办领 

姓名变更/更正证明  

您必须提供下列文件的原件。如果提交的姓名变更或更正证

明并非下列文件，则机动车辆管理局不予接受。 

备注：您必须在签发哥伦比亚特区驾驶执照或身份证之前前

往社会保障管理局 (SSA) 办理姓名变更手续。 
经认证的结婚证（由于结婚而变更姓名） 

离婚令（由于离婚而变更姓名） 

美国法院官方姓名变更令 

出生证（姓名更正） 

护照（更正姓名的美国公民） 
及 

反映全名变更的社会保险卡或 SSA 证明材料 

所有申请者必须接受并通过视力检查并符合医疗方面的

要求  

由其他州颁发的有效驾驶执照，有效期需超过 90 天  

由其他州认证的驾驶记录（至少在过去 30 天内签

发），其中反映的驾驶执照应信誉良好且有效期超过 

90 天  

有效的外国驾驶执照。您必须参加并通过哥伦比亚特区

机动车辆管理局举办的理论知识考试和视力检查。需提

交非英语外国驾驶执照的认证翻译文件（不接受国际驾

驶执照）。 
如果您不符合上述类别的资格，则必须参加并通过哥伦

比亚特区机动车辆管理局举办的理论知识考试、路面驾

驶技能考试及视力检查，并符合医疗方面的要求。 

哥伦比亚特区居住证明（续） 

至少在六十 (60) 天内签发的家庭安保系统账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