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1日

申请与认证
请仔细阅读申请表、回答所有适用的问题，并提交所有必要文件，以证明您的资格和符合条件的支出。要获得重建弗吉尼亚州补助金
（Rebuild VA），您的企业或组织必须是公司、传递实体或独立于所有者组织的其他法人实体，501c3、501c7 或 501c19 组织，弗吉尼
亚州部落，或个体经营者或独立承包商，且年度总收入不超过 1000 万美元或全职员工不超过 250 名。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请以“是”或“否”回答所有适用的问题：
1.

您的企业的主要营业地点在弗吉尼亚州吗？

2.

您的企业是否主要在弗吉尼亚州从事业务或在弗吉尼亚州从事几乎所有生产活动？

3.

您的企业总计雇用多少名全职员工？（不包括兼职员工）（请填写数值）

4.

您的全职员工中有多少名在弗吉尼亚州永久居住？（请填写数值）

5.

您的全职员工中有多少名不在弗吉尼亚州永久居住？（请填写数值）

6.

最近一个日历年或会计年度中，您的企业的年度总收入是多少？（请填写数值）

7.

您的企业是否拖欠弗吉尼亚州税？

8.

如果您的企业拖欠弗吉尼亚州税，是否已制定适当的付款计划？

9.

您的企业从事合法活动吗？

是

否

10. 您的企业是否遵守所有联邦、州和地方法律？
11. 您的企业是否因 COVID-19 而关闭或受到限制？
12. 您的企业是否获得根据《关爱法案》发放的 COVID-19 相关经济刺激资金？
13. 您或您的企业是游说者吗？
14. 您或拥有 20％或以上所有权权益的企业委托人中是否有人拖欠儿童抚养费超过六十（60）天？

企业信息
☐ C 公司 ☐ S 公司 ☐LLC 或 PLLC ☐ 合伙企业 ☐LLP ☐ 501(c)3 ☐ 501(c)7 ☐ 501(c)19 ☐个体经营者 ☐独立承包商
名称：
描述：

TIN：

SSN

成立日期：

/

/

NAICS代码/说明：

（https://cis.scc.virginia.gov/）

SCC实体编号：

（https://www.census.gov/eos/www/naics）

/

主要营业地点：
街道：
州：

邮政编码：

电话：

城市：
县：

传真：

邮寄地址： （如果与上述地址不同）：
街道：
州：

城市：
邮政编码：

县：

电子邮件：

网站：

联系人姓名：

职务：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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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与认证
所有者信息
姓名：

职务：

街道：

城市：

州：

邮政编码：

电子邮件地址：

县：
电话号码：

所有权比例：
所有者带照片的证件：请提供护照、弗吉尼亚州真实证件（Real ID）、弗吉尼亚州驾驶执照或外国居民卡的
有效副本
您的企业是经认证的小型、女性和少数族裔（SWaM）拥有的企业吗？☐ 是，SWaM证书编号：
您的企业是弱势企业（DBE）吗？ ☐ 是，DBE证书编号：

☐否

☐否

您是否已在弗吉尼亚州的电子采购系统中注册？ ☐ 是，eVA供应商编号：

☐否

用于政府监控目的的数据收集活动（请勾选适用的方框）

弗吉尼亚小企业融资管理局（VSBFA）希望收集其他所有权信息。您不是必须提供这些信息，但我们鼓励您
提供。VSBFA不会基于这些信息进行歧视，这些信息也不会影响 VSBFA的决定。
如果您不想提供这些信息，请勾选此方框： ☐我不想提供这些信息
如果您愿意提供这些信息，请完成以下部分：
 民族： ☐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 非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种族（选择一项或多项）：
☐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 ☐ 亚裔 ☐ 白人 ☐ 黑人或非裔美国人 ☐ 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岛
民
 性别： ☐女性 ☐男性 ☐其他
 退伍军人身份： ☐ 是，美国武装部队退伍军人 ☐否，不是美国武装部队退伍军人
 女性拥有的企业： ☐ 是 ☐ 否
如果由一名或多名身为美国公民或合法外国居民的女性拥有至少51％的企业所有权；对于公司、合伙企
业、有限责任公司或其他实体，如果由一名或多名身为美国公民或合法外国居民的女性拥有至少51％的
股权，则选择“是”
 少数族裔拥有的企业： ☐是 ☐ 否
如果由一名或多名身为美国公民或合法外国居民的少数族裔拥有至少51％的企业所有权；对于公司、合
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或其他实体，如果由一名或多名身为美国公民或合法外国居民的少数族裔拥有至
少51％的股权权益，则选择“是”
 您的营业地点在低收入社区吗？ ☐ 是，LIC号码：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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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与认证
必需证明文件
（请勾选适用的方框）
所有者

所有者带照片的有效证件。请提供下面列出的一种有效证件：
☐ 弗吉尼亚州驾驶执照
☐ 弗吉尼亚州真实证件（REAL ID）
☐ 外国居民卡
☐ 护照

州税表（发放补助金所
必需）

☐ 弗 吉 尼 亚 州 W-9 替 代 表 格 （ https://www.sbsd.virginia.gov/wpcontent/uploads/2020/07/W9_COVSubstitute.pdf ）。*请注意，W-9 表
格必须包含 DUNS 编号（http://www.dnb.com/us/）、完整填写，与申
请表格上的信息匹配，并且必须签名和扫描或使用 Adobe Fill ＆
Sign、Docusign 或类似签名程序进行电子签名。

实体、营业地点和良好
信誉证明

☐ 仅以下组织：501c3、501c7 或 501c19 组织，弗吉尼亚州部落，个体
经营者或独立承包商
☐适用时提供：商业执照；虚拟名称证书（https://cis.scc.virginia.gov/）
☐ 美国国税局裁决书

收入

☐ 2019 年联邦所得税申报表（带所有附表）以及 2020 年年初至今中期
损益表；或者
☐ 如果尚未提交 2019 年联邦所得税申报表，则提交内部准备的相关纳
税年度年终损益表以及 2020 年年初至今中期损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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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与认证
申请获得批准后，申请人可获得高达符合条件的每月经常性支出三（3）倍的补助金，外加COVID-19相关支出，最高为10
万美元。 获得《关爱法案》资助的申请人没有资格通过Rebuild VA补助金计划获得对COVID-19相关支出的补偿。

符合条件的支出和必需文件
经常性支出

文件

薪资支出，包括员工薪水、带薪病假、病假或家事
假，以及在休假期间与保持团体健康保健福利相关
的费用

如果您申请薪资补偿，则以下文件是可接受的
支持文件：






总计
$

弗吉尼亚就业委员会最新季度报告：
FC21/20
（http://www.vec.virginia.gov/employers/VE
C-FC-2120）；
最新工资核算记录；1099-MISC 表
1040-ES 表（附工作表）
仅针对个体经营者： 2019 年纳税申报表
（显示总收入）

抵押付款

最新商业抵押报表

$

租金或租赁付款

当前租金或租赁协议

$

公用事业费，包括电费、天然气费、水费/污水处理
费、电话费、互联网服务费

对于您申请补偿金的每种公用事业支出，都请
附上收款方发出的最新公用事业账单。付款证
明本身并不充分。

$

疫情发生之前或期间，商业贷款的本金和利息付款

最新商业贷款月度报表。

$

COVID 相关支出（付款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24 日或之后）
购买必要的设备、基础设施、技术或其他资本资产
以预防 COVID-19 的传播并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工作
环境所产生的费用
遵守与 COVID-19 预防相关的 OSHA 和 VDH 安全标准
所需的费用

$

购买收据/已付发票，或安装或购买合同协议

$

重新配置业务设施（包括安装贯通式窗户）以遵守
社交疏离标准并防止病毒传播所需的费用

$

使用或逐步使用非接触式技术或设备所产生的费用

$

购买设备、基础设施、技术或其他服务以准备和应
对冠状病毒所产生的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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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与认证
审查和批准





申请收到后，将进行审查，以确定申请是否完整以及是否符合条件。
如有任何疑问，我们将尽力与申请人联系。
我们预计申请量会很大，因此审查和批准需要 21 个工作日。

通知



做出决定后，将通知申请人。

补助金发放




将通过弗吉尼亚州财政厅核发的支票发放补助金。
我们预计工作量会很大，因此在补助金申请获得批准后，需要 21 个工作日才能寄出支票。

申请
尽管可以接受书面申请和表格，但我们强烈建议申请人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更容易、更快、更准
确，并提高成功提交申请的可能性。计划资金有限。因此，我们以先到先得的原则向申请人授予补助金，直到所有计划
资金均已发放完毕。
请查看申请的必需文件清单。请确保包括可下载、可填写的弗吉尼亚州W-9替代表格。与您的申请一起提交所有必需文
件。如果申请遗漏某些必需文件，将认为申请不完整，可能不会予以处理或不会及时处理。弗吉尼亚小企业融资管理局
（VSBFA）的联系信息和邮寄地址：

Rebuild VA Grant Fund Processing
P. O. Box 446 Richmond, VA 23218-0446
电话： 804-371-8254 传真：804-225-3384
电子邮件：Rebuild VA Grant Fund@sbsd.virginia.gov

弗吉尼亚小企业融资管理局（VSBFA）是弗吉尼亚州的一个从属性政府实体，随本申请提交的所有信息均可能受《信息自
由法》要求的约束。此外，所有申请人都必须遵守弗吉尼亚州法律，包括利益冲突规定。

☐ 我特此确认以下事项，否则甘愿受作伪证之处罚：此处提交的信息陈述和文件以及为获得VSBFA COVID-19
Rebuild VA补助金而提供的信息，均是为了从VSBFA获得财务援助而提交的，据我所知，这些信息均真实、
准确和完整。
企业名称：
签名人：

日期：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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