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仅供参考。仅在线申请。

想要申请，请访问 https://commercegrants.com

Working Washington 补助：第 4 轮计划

本州的 Working Washington（华盛顿州工作）补助：第 4 轮计划将于 2021 年 3 月末启

动。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的补助将高达 25,000 美元（款项金额将有所不同，并将考虑

之前从 Commerce 或附属合作伙伴处获取的 Working Washington 款项和法律规定的优先

级）。

该计划的重点是帮助因 COVID-19 指令及相关健康和安全措施而在经济上受到负面影响的

小型营利性企业。州立法机构批准为该计划拨款 2.4 亿美元（ESHB 1368 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签署成为法律）。

本州 Department of Commerce（商务部）将在我们的网站

https://www.commercegrants.com 上发布信息和翻译材料。申请门户开放后，企业所有者

可以致电我们的技术援助中心咨询问题并寻求帮助。援助将以多种语言提供。

一般时间表

 3 月 29 日：开放申请门户。申请期将开放 12 天。

 4 月中旬 - 4 月末：申请审核

 5 月：Commerce 将通知补助获得者并支付资金

我们已提供常见问题文件 [链接至 https://commercegrants.com/grant-4/faqs] 以回答您可能存

在的任何问题，包括关于申请流程的关键详细信息。请认真查看此信息。

华盛顿州 Department of Commerce 已与 Submittable 合作管理申请流程并发放款项。如果

您现在还没有 Submittable 帐户，系统将提示您在访问该表前进行注册。Submittable 建议

使用 Google Chrome、 Mozilla Firefox 或 Apple Safari 浏览器。如果您有有效的 Submittable 

帐户，您可以在下方继续申请 Working Washington 补助：第 4 轮申请。

成功获得款项者将于 5 月中旬收到电子邮件通知。请确保检查您的垃圾邮件文件夹，因

为款项电子邮件来自 Submittable 而非华盛顿州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ttps://commercegrants.com/
https://app.leg.wa.gov/billsummary?BillNumber=1368&Year=2021&Initiative=false
https://www.governor.wa.gov/news-media/inslee-signs-22-billion-covid-relief-bill
https://www.commercegrants.com/
https://commercegrants.com/grant-4/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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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Washington 补助：第 4 轮计划 - 补助申请问题

资格确定：

1.您是否在华盛顿州拥有并经营营利性小型企业？

是/否

定义：营利性小型企业是以赚钱为目标的企业，其结构可以为独资经营者、独立承包商、

1099 工作单位和/或注册的“营利性”企业实体（例如 C 股份有限公司、S 股份有限公司、社会

目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作伙伴）。

2.您的企业 2019 年的年度总收入是否在 25,000 至 5,000,000 美元之间？* 

是/否

3.您在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是否有业务？* 

是/否

4.您的企业是否至少有 51% 的收入来自华盛顿州？

是/否

5.您是否在华盛顿州的实体地点（与您家不在同一位置）经营您的企业（在那里您需要支付硬成

本，如租赁/租金、公用事业费等）？

是/否

6.在 2019 年至 2020 年期间，您是否经历过收入减少或丧失收入的情况？

是/否

7.您是否打算在 2021 年永久关闭您的企业？* 

是/否

8.您是否正在作为共享车辆公司的（如 Uber）的驾驶员或度假或短期租赁住宅的主人/经营者（如

Airbnb 或 VRBO）寻求补助？*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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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信息：

1.企业法定名称* 

请输入您执照上显示的企业法定名称。

2.企业 DBA，如适用（“Does Business As（注册经营别称）”）

输入您的 “Doing Business as” 贸易名称（如与企业法定名称不同）。

3.您的企业是否有 Unified Business Identifier（UBI，统一企业标识符）号？* 

是/否

UBI 号有九位数，您可以在多个州机构注册，您可以凭借该号在华盛顿州开展业务。州颁发的

UBI 号有时被称为税务注册号、企业注册号或营业执照号。

*您要输入 UBI 号，除非您的企业是个部落成员持有的企业，并在华盛顿州一个联邦认可的部

落获得执照或注册。

请参阅我们的常见问题获取更多信息。

3a.华盛顿州企业 UBI（9 位数）*？

[限制：9 个字符 (XXXXXXXXX)] 

4.您是否有联邦 Emplo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EIN)？

是/否

Emplo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EIN，雇主识别号）也被称为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TIN，联邦税务识别号），用于识别企业实体。一般来说，企业需要 EIN。与 Social 

Security number（社会安全号）一样，EIN 号为九位数，由联邦政府分配。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美国国税局）使用此号来识别要提交各种企业纳税申报表的纳税人。

典型格式为 XX-XXXXXXX。

*如果您没有 EIN，请选择“否”，因为您是独资经营者，不需要。您无需在此申请中提供您

的安全号。

请参阅我们的常见问题获取更多信息。

4a.联邦 Emplo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EIN) 

[限制：10 个字符 (XX-XXXXXXX)] 

https://commercegrants.com/grant-4/faqs/
https://commercegrants.com/grant-4/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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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地址（如 WA Department of Revenue（华盛顿州税务局）所示）

街道地址行* 

房间或单元号（可选）

市

州

邮政编码

县

6.您的营业地址是否与 WA Department of Revenue 所示的营业地址不同？* 

是/否

6a.企业实际地址

街道地址行* 

房间或单元号（可选）

市

州

邮政编码

县

7.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NAICS，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代码类别*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对于提供多种服务的企业，如瑜伽工作室和咖啡馆，则选择属于最大收入来源的领域

需要帮助？请查看我们的支持指南，以确定您的 NAICS 代码。

 什么是 NAICS 代码： https://www.naics.com/what-is-a-naics-code-why-do-i-need-one/

 在此处找到您的 6 位数 NAICS 代码： https://www.naics.com/search

7a.请提供最能描述您的企业的企业 6 位数 NAICS 代码/行业*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8.您在哪一年开始创业？*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9.您的企业是否为特许经营企业？* 

是/否

https://www.naics.com/what-is-a-naics-code-why-do-i-need-one/
https://www.naics.com/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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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经营是一种商业机会，允许特许经营者（可能是您）合法地利用他人（特许权人）的专

业知识、想法和流程进行创业。例如 Supercuts、Anytime Fitness、Subway 等。

10.请描述您的企业及其产品/服务或活动：* 

[限制在 100 个词以内] 

11.请描述 COVID-19 疫情对您的企业产生的影响：* 

[限制在 100 个词以内] 

企业背景：

1.2019 日历年您的企业总收入是多少？* 

[美元] 

*请仅输入数字。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整数，不包括逗号或小数点。例如：将 $85,450.15 输入

为 85450 

营业总收入是指您的企业通过销售商品或服务而获得的收入金额（扣除税金和其他费用之

前）。这应该在您的 2019 年纳税申报表或针对独资经营者的明细表 C 行中找到：
https://www.irs.gov/instructions/i1040sc

*请注意，需要上传 2019 年纳税申报表才有资格获得此补助

2.2020 日历年您的企业总收入是多少？*如果您尚未完成该年度的纳税，请提供最准确的估计。* 

[美元] 

*请仅输入数字。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整数，不包括逗号或小数点。例如：将 $85,450.15 输入

为 85450 

营业总收入是指您的企业通过销售商品或服务而获得的收入金额（扣除税金和其他费用之

前）。这应该是在您的 2020 年纳税申报表或针对独资经营者的明细表 C 行中找到：
https://www.irs.gov/instructions/i1040sc 

3.您是否因 COVID-19 疫情而产生额外费用？例如，您购买了塑料屏障或隔板、工作人员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PPE，个人防护装备）、加热灯、帐篷或改装品，以满足最近的安全和公共

卫生要求。请选择预估金额。*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https://www.irs.gov/instructions/i1040sc
https://www.irs.gov/instructions/i1040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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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是否直接面对您的大部分客户、企业 (B2B) 或个人客户 (B2C) ？ * 

Business to Business (B2B) / Business to Consumer (B2C) / 我不知道

Business-to-business（B2B，企业对企业）是企业之间的一种交易形式，例如涉及制造商和批

发商或批发商和零售商的交易。

Business-to-consumer（B2C，企业对客户）系指企业与作为其产品或服务最终用户的消费者/

客户之间直接销售产品和服务的过程。大多数直接销售给客户的公司可称之为 B2C 公司。

5.种族* 

西班牙裔或拉丁裔/非西班牙裔或拉丁裔/我拒绝回答

6.我的企业的至少 51% 股份的持有者和经营者：

即：至少持有企业 51% 的股份，显示出对资本和专业知识的贡献，并控制管理和日常运营。

[选择所有适用项] 

女性/美国退伍军人/非裔美国人/黑人/西班牙裔/拉丁裔/亚裔美国人/太平洋岛民/夏威夷原住民/阿

拉斯加原住民/美洲原住民/ LGBTQ+ /我拒绝回答

企业影响：

1.自 2020 年 3 月 1 日以来，您是否因 COVID-19 进行了裁员？（不包括您自己）* 

是 / 否 / 我没有员工

2.根据公告 20-25，您的企业是否要在 2020 年 3 月 25 日至 2021 年 2 月 12 日期间根据政府指令关

闭？* 

是 / 否 / 我不知道

3.您的企业是否仍然暂时关闭或减少容纳人数？* 

是/否

企业支持：

1.如果您的企业因州长的公告 20-25（“Stay Safe-Stay Healthy（保持安全，保持健康）”要求）

而被迫暂时完全关闭，请说明该资金是否将用于维持运营或协助您的企业复工？* 

维持运营/协助复工

https://www.governor.wa.gov/sites/default/files/proclamations/20-25%20Coronovirus%20Stay%20Safe-Stay%20Healthy%20%28tmp%29%20%28002%29.pdf
https://www.governor.wa.gov/sites/default/files/proclamations/20-25%20Coronovirus%20Stay%20Safe-Stay%20Healthy%20%28tmp%29%20%28002%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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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 2020 年 3 月 25 日至 2021 年 3 月 28 日期间，由于公告 20-25 或任何州长发布的与

COVID-19 相关的指令，您停止了所有业务活动或至少一周未赚取业务收入，请选择“协助复

工”。

2.您获得过哪些复苏资金、贷款和/或补助？金额是多少？

[选择所有适用项] 

我还未获得任何补助或贷款 /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PPP，薪水保护计划） / Economic 

Injury Disaster Loans（经济损害灾难贷款） /其他复苏基金

回答此问题不会让您丧失资格。

2a.所获金额* 

[美元] 

3.您是否希望 Commerce 与其他也可能提供企业救济金的组织共享您的联系方式？* 

是/否

Commerce 不会共享您的经济信息或与任何商业组织共享您的信息。

证明：

证明一

我证明，我已获得授权代表企业提交此提案。

选择该复选框以确认您的证明。* 

证明二

我证明，该企业不会基于年龄、性别、宗教/信仰、种族、肤色、国家或民族血缘、性取向、性别

认同或表达、残疾、婚姻状况、服兵役或退伍军人状况、怀孕或遗传信息，对员工、志愿者、计

划或服务交付或为其提供服务的客户产生非法歧视。

选择该复选框以确认您的证明。* 

证明三

我证明，所提供的信息准确无误，并充分反映申请人的企业活动。我保证，如果获得 Working 

Washington 补助：第 4 轮资金，该款项将用于支付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因

COVID-19 疫情造成的经济困难而产生的费用，此资金将用于其他与 COVID-19 相关的公共或私人

资金来源不予支付的费用。

https://www.governor.wa.gov/sites/default/files/proclamations/20-25%20Coronovirus%20Stay%20Safe-Stay%20Healthy%20%28tmp%29%20%28002%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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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认，我的企业可能要在收到任何补助资金后的最多 6 年内提供收据或其他文档。如果根据

Federal Treasury（联邦公库）或申请指南，任何补助资金支付的费用被证明不符合资格，我同意

全额赔偿 Commerce 补助金。

选择该复选框以确认您的证明。* 

证明四

我证明，截至 2020 年 3 月 1 日，我的企业处于正在运营状态，且没有出现任何州或联邦机构的合

规或监管问题。

选择该复选框以确认您的证明。* 

证明五

我证明，我的企业没有主动寻求破产，也没有主动参与目前/未决的诉讼。

选择该复选框以确认您的证明。* 

证明六

我证明，我的企业不属于下列任何一个类别：

 持照经营大麻/大麻制品的公司

 政府实体或当选官员办公室

 被动型企业、投资公司和提交个人纳税申报表明细表 E 的投资者

 主要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企业，如银行、金融公司、代理融通公司

 从事任何不受社会欢迎的活动或可能被认为是掠夺性活动的企业，如先租后买企业和支票

兑现企业

 具有色情性质的企业（“成人”企业）

 主要从事政治或游说活动的企业

 除因规定的容纳人数或年龄限制外的任何原因限制客户光顾的企业

 被联邦政府取缔的企业

选择该复选框以确认您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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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

请注意：在接下来的字段中输入数据（姓名、职称、联系电话和日期），即表明您：

1. 是正式获得授权为申请人订立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的官员或其他代理。

2. 同意以电子形式提交此补助申请，该申请以电子交易的形式受其内容约束。

3. 同意您将在下列字段中插入数据，构成电子签名：

姓名

职称

联系电话

日期

**华盛顿 Department of Commerce 将不受理对已提交的 Working Washington 补助：第 4 轮申

请的复议和上诉。申请提交后，不得修正错误或进行编辑。想要获取其他补助资源和机会，

请访问：https://www.commercegrants.com**

仅供参考。仅在线申请。

想要申请，请访问 https://commercegrants.com

https://www.commercegrants.com**/
https://commercegrant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