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特兰小企业救助金 (Portland Small Business Relief Fund) 

需要更多商业支持？拨打503-823-4000 联络波特兰市信息热线。 

小企业救助金拨款现已截止。 我们已经开启内部审核流程，并计划于 4 月 7 日星期二之前利用申
请人提供的联络信息通知受助者。 

波特兰小企业救助金贷款计划将于 4 月 8 日星期三开放（请返回此页了解详情）。该计划将为年
总收入不超过 500 万美元的波特兰企业提供最多 50,000 美元的无息贷款。 

您可登录我们的“企业资源”页面，查找包括 SBA（美国小企业管理局）联邦灾难贷款和其他计划
在内的更多资源。如果您还没有行动，请注册订阅我们的电子邮件更新，以了解适用于您公司的 
COVID-19 资源。 

贷款时间表 

• 4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 9 点： 开放申请 

• 4 月 11 日 星期六中午 12 点：申请截止 

• 4 月 15 日星期三： 通知贷款申请人 

注册订阅更新  

波特兰小企业救助金将提供拨款和无息贷款，以资助受COVID-19 疫情影响而陷入困境的波特兰小
企业。 

此救助金计划是为了在未来几个月其他州和联邦资源到位之前，作为过渡性支持，帮助企业主保

留他们的业务和雇员，为企业主提供即时救助。 

“繁荣波特兰”(Prosper Portland) 可通过拨款计划为受影响的社区企业提供 138 万美元的可用资金，
为贷款计划提供 100 万美元的可用资金。 

“繁荣波特兰”将管理这些紧急救助拨款和贷款的申请和甄选过程。 我们将使用明确的标准，优先
为最弱势的企业提供支持。 

在选定申请人之后，社区发展金融机构 (Community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 CDFI) 的合
作伙伴将处理拨款和贷款支付流程，以简化和加快拨款的支付过程。 

“繁荣波特兰”将与私人、公共和慈善资金合作伙伴开展合作，为企业提供更多支持。 

平等是首要的指导原则 

波特兰市致力于确保我们在联合应对 COVID-19 疫情的措施中始终遵循种族平等原则。 波特兰市
认识到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残障人士，以及贫困人口经常受到不相称的严重影响，因此，

波特兰市正在投入资源并建立支持系统，以确保这场危机不会加剧现有的不平等现象。 我们也承
认，自这场危机开始以来，亚太岛民社区尤其受到了愈发严重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冲击。 



波特兰小企业救助金的发展，以及其近期为支持经济稳定而做出的努力，皆遵循以下三项指导原

则： 

 
1. 从种族平等的角度出发，优先支持最弱势的群体 
 
对于直接受到必要的 COVID-19 公共卫生要求的行业中的小企业，波特兰小企业救助金将为其提供
支持，并优先考虑由黑人、原住民、亚太岛民和有色人种和/或妇女拥有的企业及其雇员。 美国
白人家庭的财富中位数，是非裔美国人或美洲原住民家庭财富中位数的 41 倍，拉丁裔家庭财富中
位数的 22 倍。 根本性的种族主义和性别偏见进一步限制了获得资本的渠道； 女性拥有的企业的
平均贷款规模，比男性拥有的企业的平均贷款规模低 31%。 在经济增长时期，财富差距和获得资
本的渠道受限，为创业或企业发展制造了障碍。 而在经济低迷时，这可能给企业主及其雇员带来
毁灭性的财务压力。 

 
2. 迅速行动。 利用现有网络和资产 
 
为了迅速提供资源，此提案在制定和完善过程中，采纳了现有的遵循平等原则的网络和咨询机

构、其他城市的领导人，以及金融合作伙伴的意见。 关于资格要求、紧急的企业需求、拨款和贷
款条件，以及组织的承载能力，来自包容性企业资源网络 (Inclusive Business Resource Network)、
邻里繁荣网络 (Neighborhood Prosperity Network)、多元文化协会和 CDFI 的合作伙伴表达了意见。 
综合考量这些意见，此提案制定出了一个基于种族平等优先标准的框架，可充分利用我们本地 
CFDI 合作伙伴的值得信赖且灵活部署的基础架构。  

 
3. 通过行动、合作和倡导来发挥作用 
 
小企业救助金希望充分利用“繁荣波特兰”及其合作伙伴网络各自的优势。 “繁荣波特兰”将把自己
在拨款计划制定方面的专业知识与合作伙伴值得信赖的基础架构结合起来，做到快速分配资金。 
其他大城市的经验则表明，庞大的申请数量将大大超过可分配的资金。 在知道资金将供不应求
后，工作人员打算在未来几天与经济和种族平等委员会 (Council for Economic and Racial Equity) 合
作，以进一步完善优先选择标准。  

小企业救助金贷款（最高 50,000 美元） 

 
贷款资格要求 
 

• 企业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o 服务公众（例如零售店、咖啡店、餐饮服务），并直接受到与 COVID-19 疫情相关的新的公
共卫生要求影响的企业。 

o 受 COVID-19 疫情影响收入减少 25% 或以上的企业。 

• 企业的年总收入不得超过 500 万美元 
• 企业员工人数不得超过 50 人 

• 企业的主要营业地点必须位于波特兰市内 



• 企业必须在 2019 年 7 月 1 日或之前已经营业，并符合俄勒冈州注册要求。 （以所有者名义经
营的独资企业无需在俄勒冈州注册。） 

• 企业必须在 2019 年 7 月 1 日或之前在波特兰市注册。 

• 企业所得必须是其所有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占其每月收入的 50% 以上） 

 
贷款优先标准（除上述一般优先标准外） 
 

• 用于保留就业，特别是针对 POC、妇女、低收入人群，以及东波特兰和邻里繁荣网服务区内人
群  

• 位于工业区内的企业  
• 为员工支付 15 美元或以上的时薪，并将利用这些资源来维持就业水平的企业  

 
贷款条件 
 

• 4 年或 6 年期，零利率 
• 延期付款 12 个月（包含在上一条件中； 例如， 1 年延期付款，那么 4 或 6 年总贷款期限的偿
还期限将是 3 或 5 年） 

• 注意： 对于保留员工和/或继续为员工支付医疗保险费的企业，将为其提供 6 年的贷款期限 
• 贷款余额在期末支付。 如果到期没有付清，将产生 8% 的利息，直至付清欠款为止。 

 
选择和拨款流程 
 
我们预期使用与下方拨款流程中确认的方法相似的流程。 

 
限制使用 
 
来自拨款和贷款资金的资源，均不得用于个人用途或联邦、州或当地法律或法规禁止的用途（合

法的大麻除外）。  

已截止：小企业救助金拨款 
（2,000 美元至最高 10,000 美元） 
 
一般资金平等和弱势群体优先标准 
 
 
选择和拨款流程 
 
 
资格 
 



 
不符合资格的企业 
 
 
要求 
 

 
常见问题解答 

 
我已申请失业金，但还未收到通知。 这是否会影响我的申请？ 我是否有资格享受两项福利？ 
 

符合失业金领取资格并不会剥夺企业享受本福利的资格。 如果您是企业主（包括独资企业
所有者、自由职业者和独立承包商）并且有资格获得失业金，那么您仍可能有资格获得此

拨款。 

 
我应该为我的拨款和/或贷款申请收集哪些信息？ 
 
请在您准备好申请时备好这些材料： 

• 俄勒冈州企业注册号 
• 2019 年度总收入 — 您在 2019 年的销售额 
• 您对企业因 COVID-19 而造成的收入损失的最佳估计 
• 员工数目 
• 营业年数 
• 薪水信息 

 
我是否需要提供任何备份文件作为此申请的一部分？ 
 

您无需提供任何备份文件作为此申请的一部分，但我们会核实您在申请中提供的信息。  

 
我如何知道本公司是不是面向公众的企业？ 
 

关于本次拨款的资助对象，我们认为是那些受州长 Kate Brown 发出的第 20-12 号行政指令
影响的面向公众的企业，该指令呼吁特定的企业类型停业。您可以在此处

(https://www.oregon.gov/gov/admin/Pages/eo_20-12.aspx) 查看行政指令。如要查找行政指
令的翻译版本和其他的州更新信息，请造访  https://govstatus.egov.com/or-covid-19。 

 
我的企业注册地址不在波特兰，但我有时在波特兰市进行销售； 我是否有资格？ 
 

否，企业注册地址将用来核实您的资格。 



 
我如何计算总收入？ 
 

您的总收入是指扣除任何费用之前的总销售额。 举例来说，如果您以 100 美元的价格卖出
一条裙子，那么您的总收入就是 100 美元。 

 
我找不到位置来填写我的 2019 年总销售额； 我应该怎么做？ 
 

申请中并未询问准确的销售额。您将需要知道您的总销售额是否低于 200 万美元的资格门
槛以及您的销售额是否减少至少 25%。如果您的申请被选中，您就可能需要确认销售额。 

 
我如何估计收入减少额？ 
 
利用您的最佳判断来估计 COVID-19 如何影响您的收入。 

1. 将您今年的销售额与去年的销售额相比较 
2. 将您的实际销售额和预计销售额相比较 

 
如果我需要解雇员工，是否会丧失获得拨款资助的资格？ 
 

否，我们对申请的评估以各种因素为基础，包括员工支持/保留、业务灵活性，以及 
COVID-19 对企业的影响。 

 
是否可提供其他语言版本的申请？ 
 

是。 本申请可提供英语、西班牙语、越南语、俄语和简体中文版本。 

 
此拨款为何不适用于未在 2019 年 7 月 1 日前经营的企业？ 
 

此拨款的目的是支持那些在过去一年中展现出企业运营经验的企业。 

 
我在流程开放后尽早提交申请是否会更有机会获得拨款？ 
 

否，此流程并不遵循“先到先得”原则。 我们将审核收到的每一份填写完整的申请。 如果
您无法获取在线申请表，请保持耐心并再试一次。 

 
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独立承包商/个体企业家。 我是否有资格获得拨款资金？ 
 



如果您在 2019 年 7 月 1 日或之前经营公司并且遵守俄勒冈州注册要求，则可能有资格获
得资助。 

以所有者名义经营的独资企业无需在俄勒冈州注册。 如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俄勒冈州
务卿网站，并在“是否所有企业都需要注册并使用假定的企业名称”问题下查找。 

 
根据联邦 CARES（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救助、缓解及经济保障）法案，我因自由职业者失业金范围
扩大而有资格获得失业金。 我是否有资格？ 
 

如果您是一名企业主（括独资企业所有者、自由职业者和独立承包商）并且有资格获得失

业金，那么您仍可能有资格获得此拨款。  

 
如果我拥有多家企业，是否有资格针对每家企业获得拨款？ 
 

您应针对每家企业提交单独申请。 每家企业都有资格获得一笔拨款，并且对每家企业都将
进行独立评估。  

 
我能否针对计划使用资金的方式勾选多个选项？ 
 

我们要求您仅勾选最优先事项的选项，然后将您打算花费资金的其他任何用途填写在提供

的文本框中。  

 
我需要对我的申请做更改。 我应该怎么办？ 
 

如果您在申请中弄出差错，我们将核实您所提交的信息，并且可根据需要在您的申请被选

中时更新您的信息。 

如果您对申请回复不满意，那么我们无法更新您的回答。 您将需要重新提交申请。 

迁移地点费用是不是符合要求的拨款/贷款资金用途？ 我们目前在可能关闭的食堂厨房中租用空
间。 
 

是，如果迁移地点费用是上述例子中描述的营业开支。 

 
如果我们有工作和副业，该怎么办？ 
 

您符合资格。 

 
商业/住宅物业所有人是否符合资格？ 



 
否，如网站上所述，不符合资格的企业包括： “主要收入来自租金/创收性房地产的企业或
个人。” 

 
我的餐厅由我和丈夫共同所有，但在过去 10 年里，我一直是这家餐厅的唯一经营者 — 这是否属
于“女性所有企业”的范畴？ 
 

是，我们将其视为女性所有企业。 

 
我们是女性所有的合伙企业，虽然我们已经在一周前暂停服务，但仍然保留着由 7 名带薪员工组
成的团队。 如果我符合资格并且获得了拨款，是否会丧失获得联邦经济刺激方案补助的资格？ 
 

目前还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小型企业同时申请/获得联邦和地方拨款或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