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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地區COVID基金撥款申請表 

 

此洛杉磯地區COVID基金是由洛杉磯郡（“郡”）分配的聯邦CARES法案  – 冠狀病毒救濟基金

（“CRF”)資助的， 目的是提供經濟援助幫助受COVID-19影響的小企業。地方倡議支持公司（“LISC”）

將管理洛杉磯地區COVID基金撥款。財務援助將基於資金的可用性、計畫指導方針，以及所有要求的

資訊和支持文件的提交以最終撥款獲得推薦分配給符合條件的合格的小企業。撥款資金可能被用於

與COVID-19疫情相關的下麵列出的符合條件的活動。符合條件的支出從2021年1月1日起，直到協議

期限的結尾，不遲於2021年12月30日。  

 

符合條件的企業 

1. 必須經歷了COVID-19導致的財務困難。這些影響必須被記錄、可以計量，並且與COVID-19明
確相關。 

2. 在個人護理和零售部門的小企業，比如：美容美髮廳、美甲店、美容、皮膚護理、電療、理

髮店、修鞋店、乾洗店、汽車或家電維修、花店、派對用品店、書店、服裝店、麵包店、甜

甜圈店、社區雜貨店/市場，以及雜貨折扣店。 

3. 必須是實體企業，營業地點位於洛杉磯郡，不包括洛杉磯市。要驗證，請使用此鏈接：

https://lavote.net/apps/precinctsmaps 
4. 必須是開張營業的企業。 
5. 年收入在1000000美元以下的企業。 

6. 企業不可以在2021年從郡獲得CRF資金 

7. 必須自2019年9月4日即開始營業。 

 

將通過一個線上隨機的申請系統選擇撥款獲得者。為了支持我們的社區中最脆弱的實體，滿足以下

標準的申請人將在系統中權重更高： 

 

- 位於中低收入（平均中位數收入（“AMI”）的80%或50%)社區的實體。 

- 退伍軍人領導或擁有的實體。  

- 年總收入低於500000美元的小企業 

https://lavote.net/apps/precincts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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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危害範圍在90%+的CalEnviroScreen地圖社區。 

- 郡監管和市議會區的社會經濟數據綜合分數（即貧困率、受教育程度、中位數收入等）。有

不利因素的區將得到更高的權重。 

- 還沒有從洛杉磯郡獲得COVID-19相關撥款的實體 

 

符合條件的活動 

符合資助條件的活動必須是關於遭受在2021年1月1日到2021年12月30日（“覆蓋的時期”）

期間由於COVID-19疫情招致的業務中斷或業務關閉的小企業的，包括：  

1. 補償要求的由於COVID-19疫情的關閉導致的業務中斷的費用的支出。  

 

2. 如果確定該支出是必需的，資金支付可以被用於經濟支持。這可能包括，例如，使自願關閉

以促進社交距離措施或受COVID-19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導致的減少的客戶需求影響的小企業獲益的撥

款。 

 

下麵的清單提供覆蓋的不合格的活動或費用的例子：  

1. Medicaid的州份額的花費。  

2. 保險覆蓋的損害賠償。  

3. 非危險津貼或加班費的勞動力獎金。.  

4. 解雇費。  

5. 法律和解費。 

6. 財產稅。 

7. 與COVID-19無關的個人活動/貨物/服務。 

 

申請流程 

地方倡議支持公司（LISC）將提供申請表。  

 

申請人只可以為一個實體申請。有多家企業的申請人只可以為收入最多的企業提交一個申請表。每

筆撥款限於每個申請人和企業稅號一筆撥款。 

 

如果您的小企業被選為入圍者，將通過電子郵件通知您。入圍並不保證您將收到撥款。作為入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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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需要以下驗證文件：  

1. 2019年或2020年納稅申報單 

2. 在加州州務卿網站上積極地位的證明 

3. 在合格的SBDC為技術援助預約註冊的證明 

4. 如果是退伍軍人領導的實體，DD214表  

5. 線上W-9表 

6. ACH表  

 

除非情有可原，必須在書面通知後的五（5）個工作日內提供文件。未能提供文件可能導致拒絕提供

撥款資金。 

 

隱私 

通過申請流程提供的資訊是每個申請人的責任。申請人將不使地方倡議支持公司[LISC]，其附屬公司、

成員、夥伴和工作人員為本表中上載的資訊的使用或充分性、準確性或完整性相關的任何種類的任

何損失、損害、費用或花費負責。關於更多細節，見地方倡議支持公司（LISC）的隱私政策。在此

安全表格上輸入的數據利用FormAssembly。更多資訊。 

 

利益衝突  

地方倡議支持公司[LISC]當前的總監、官員、員工和承包商以及該個人的家庭成員（配偶、父母、

子女、孫子女、曾孫子女，以及子女、孫子女和曾孫子女的配偶）沒有資格申請尋求獲得撥款。 

 

公開  

如果獲得撥款，請注意，企業/申請人的申請資訊、名稱、聲明和在給予撥款過程中提供的其他資訊

可能被用於各種形式和媒介的促銷用途，並且地方倡議支持公司[LISC]、其代理和/或計畫發起人可

能為該目的聯繫企業/申請人。直到被通知，申請人必須同意不公開分享任何作為入圍者的地位，包

括但不限於所有社交媒體平臺、新聞媒體或本地刊物。 

 

提交指導  

建議在完成和提交線上表格前，被調查人在分開的備份文檔中保存其回答，因為如果您在提交申請

前離開網頁，您的工作可能不被保存。 如果您的互聯網斷開或者由於其他潛在網頁瀏覽器問題您

也可能丟失您的工作。一旦提交，我們不能接受您的申請的任何改變，所以請仔細審查。在成功完

成本申請表後，您將看到確認頁。 

https://www.lisc.org/about-us/privacy-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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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獲得撥款，也推薦您為任何稅務確定諮詢稅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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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人承認本人已閱讀並同意上面所述的條款和條件： 

_ 是 _ 否 

 

地方倡議支持公司（LISC） 洛杉磯COVID基金撥款申請 

 

申請人資訊 

2. 以50個或更少單詞，請簡要描述您的企業活動 

 

3.  您的企業是何時創建的？ 

_在2019年9月4日或之前 

_在2019年9月4日之后 

 

4. 您的企業在洛杉磯郡有物理位置嗎？ 

_是，我的企業在洛杉磯郡有物理位置 

_否，我的企業是基於虛擬的、基於家的或基於移動的企業  

 

5. 您當前是開張營業的企業嗎？  

_是 

_否 

 

6. 您的主要業務是什麼？請從下拉菜單選擇。 

美髮沙龍 

美容沙龍 

美甲沙龍 

美容師辦公室 

皮膚護理辦公室 

電療辦公室 

理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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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鞋店 

乾洗店 

汽車或家電維修店 

花店 

派對用品店 

書店 

服裝店 

麵包店 

甜甜圈店 

社區雜貨店/市場 

雜貨折扣店 

1. 以上均不是 

 

7. 您是由於COVID-19疫情導致的業務損失或中斷申請撥款的嗎？   

_是 

_否 

 

8. 您為來自洛杉磯郡COVID-19救濟努力的任何其他資助提交申請了嗎？   

_是 

_否 

 

 

9. 您的企業之前從洛杉磯COVID-19救濟努力獲得過小企業撥款嗎（這包括來自洛杉磯COVID基金

的任何其他輪的撥款）？  

_是 

_否 

 

10. 您從COVID-19救濟努力相關的您的城市的企業援助撥款為您的企業獲得過任何資助嗎？  

_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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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否 

 

2. 11. 您的企業屬於任何以下類別嗎： 

•   非營利組織； 

• 公開上市公司；  

• 公司所屬的專賣店； 

• 金融機構，比如銀行、出借人、發薪日出借人、汽車產權出借人、支票兌換所、其存貨是金錢

和抵押的其他企業，以及其他相似的實體； 

• 保險公司，比如人壽、汽車、住宅、保釋保證金，以及其他相似的實體； 

• 私人或社會俱樂部；  

• 當鋪； 

• 占星術、掌相術； 

• 販酒店、夜總會； 

• 遊說公司或將其時間或資源的50%或更多用於遊說活動的企業；  

• 從事賭博活動的企業，比如賓果遊戲廳、賭場； 

• 拖車存儲場和廢車放置場；  

• 按摩場所；  

• 進行色欲性現場表演和/或通過銷售色欲性產品或服務獲得收入的企業；  

• 通過違反州或聯邦法律進行的活動，包括銷售、種植或運輸大麻獲得收入的企業；   

• 為推進黨派政治活動存在的企業；以及 

• 槍支或軍火商店。 

_是 

_否 

 

12. 您與申請實體是什麼關係？ 

_我是代表實體完成此表的（我是員工、CPA，其他）  

_我是企業主 

 

請準備好為主要小企業主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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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業資訊 

 

請注意：您只可以為一家企業申請。對於有多家企業的企業主，請基於擁有的最大的企業完成本申

請表。   

 

每筆撥款限於每個個人和企業稅號一筆撥款。 

 

13. 主要企業主資訊（無特殊字元，包括連字元） 

名： 

中間名： 

姓： 

 

14. 聯繫人主要電子郵箱- 此電子郵箱將在申請流程期間被用於所有地方倡議支持公司（LISC）交

流。 

14.1 聯繫人第二電子郵箱（可選） 

 

15. 聯繫申請人最好的電話號碼是什麼？ 

_企業永久電話號碼 

_企業主電話號碼 

 

實體電話號碼（僅數字 - 不要破折號） 

企業主電話號碼（僅數字 – 不要破折號） 

 

如果需要，您授權地方倡議支持公司（LISC）通過手機短信以上面的電話號碼聯繫您嗎？  

_是 

_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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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企業實體資訊 

網站： 

 

 主要社交媒体地址（例如Facebook、Twitter或Instagram）： 

 

 法定實體名稱（如果適用，包括經營別稱）（無特殊字元，包括連字元）： 

 

 實體街道地址（企業/組織物理位置） 

 實體城市/鎮 

 實體州/地區 

 實體郵編 

 

 

17. 選替企業實體資訊 

您從上面的實體地址收到和收取郵件嗎？ 

_是 

_否 

 

實體的選替郵寄地址是什麼？（街道、城市、州、郵編） 

 

額外企業實體資訊 

18. 企業模式 

_獨資公司  

_公司（營利實體，包括S公司、C公司等） 

_有限責任公司 

_合夥公司（一般和有限）  

_ 其他 – 請注明：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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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已經營年限 

_少於1年 

_1-2年 

_3-5年 

_6-9年 

_10年或更久  

 

20. 在您最近提交的纳税申报单中报告的您的企业的总收入是多少？ 

_少于50000美元 

50001到99999美元 

100000美元到299999美元 

_300000美元到499999美元 

_500000美元到1000000美元 

3. _多于1000000美元 

 

工作者人數 

以下問題問關於在實體的工作者人數。對於此部分，全職工作者是工作35小時/周或更多的工作

者；兼職工作者是工作少於35小時/周的工作者。 

 

21. 就您所知， 到2020年1月為止，實體雇用多少全職工作者，包括您自己？____     

如果沒有全職工作者，輸入數字0。 

 

 

22. 就您所知， 到2020年1月為止，實體雇用多少兼職工作者，包括您自己？____     

如果沒有兼職工作者，輸入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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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就您所知， 到2021年1月為止，實體雇用多少全職工作者，包括您自己？____     

如果沒有全職工作者，輸入數字0。 

 

24.  就您所知， 到2021年1月為止，實體雇用多少兼職工作者，包括您自己？ ____    

如果沒有兼職工作者，輸入數字0。 
 
 

 

 

 

 

 

 

主要行業 

25. 您的主要行業是什麼？（選擇一個） 

_住宿和餐飲服務（包括酒店、餐廳、酒吧、移動食物貨攤等） 

_行政和支持以及廢物管理和修復服務 （包括為其他組織的日常運營開展例行支持活動的機構，包

括就業服務、業務支持服務、旅遊和預訂服務、建築和寓所服務） 

_農業、林業、漁業和狩獵業（包括農場、牧場、乳業、溫室、苗圃、果園或孵化場） 

_藝術、娛樂和休閒（包括劇場、舞蹈和音樂公司、博物館、運動隊、表演藝人、健身和娛樂中心

等） 

_建築 （包括總承包商、行業承包商如塗裝、石工、管道系統、電氣工程等） 

_教育服務 （包括中小學、技術、技能和貿易培訓、語言學校、體育及康樂指導等） 

_金融和保險 （包括銀行、信用合作社、儲蓄機構、非存款信用機構、保險代理機構等） 

_健康護理（醫療保健）和社會援助 （包括醫生和牙醫辦公室、計劃生育中心、護理、兒童及青少

年服務、兒童日托服務） 

_資訊 （包括報刊出版商、電影製片商、音樂和電臺製作商等） 

_公司和企業管理 （包括管理、監督公司或企業和可能持有公司或企業的證券的機構） 

_製造 （包括工廠、製造商、麵包店、糖果製造商、專做定制衣服的裁縫等） 

_礦業、採石、油氣開採（包括提取或處理天然固體礦產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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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專業、科技服務（包括法律、會計和稅務服務、建築、工程和設計服務、諮詢、行銷服務、獸醫服

務等） 

_房地產和租賃 （包括物業管理、資產管理和租賃） 

_零售貿易 （包括食品商店、雜貨店和便利店、五金店、園藝中心、花店、書店、車行、服裝店

等） 

_運輸和倉儲 （包括提供客貨運輸、食品倉儲、觀光運輸） 

_公用事業 （包括提供電力、天然氣、供汽、供水、污水排出） 

_批發貿易 （包括批發商人和經銷商） 

_其他服務 （包括修理和維護服務、個人護理服務如美甲和美髮店、溫泉浴場、理髮店、乾洗和洗

衣服務、一般汽車維修等） 

 

26. 您的NAICS代码是什么？（在这里通过关键词搜索：https://www.naics.com/search/） 

__________ 

 

 

 

 

 

 

 

 

社會經濟資料 

調查接下來的部分請求關於主要企業主/非營利執行董事的社會經濟資料，它是可選的。請根據主

要企業主/非營利執行董事自我認同的提供資訊或選擇“選擇不說”。 

 

27. 年齡 

企業主必須至少18歲。 

_18-24歲 

_25-34歲 

_35-4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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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5-54歲 

_55-64歲 

_65歲+ 

_選擇不說 

 

28. 性別（根據主要企業主/非營利執行董事自我認同的） 

_女 

_男 

_非二元性別 

_其他 

_選擇不說 

 

29. 退伍軍人 

（如果是，您將需要提供DD214資訊）  

_是 

_否 

_選擇不說 

 

30. 種族 

（請根據主要企業主/非營利執行董事自我認同的注明） 

_非裔美國人/黑人  

_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土著人 

_亞裔 

_夏威夷土著人/太平洋島民 

_西班牙裔/拉丁裔 

_白人  

_雙種族  

_多種族 

_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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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選擇不說 

 

 

 

 

撥款資訊 

31. 請列出如果您被授予撥款您預期的支持您的企業支付的支出，帶美元金額（100個單詞或更

少）。 

 

32. 請描述COVID-19疫情是如何影響您的小企業的（銷售損失、裁員、員工薪水、逾期票據、業

務關閉等）。如果您的企業失去收入，請指出您估計的損失（100個單詞或更少）。 

 

 

33. 您通過薪水保護計畫（PPP）獲得貸款了嗎？（這並不剝奪您的組織獲得撥款的資格） 

_申請並且獲得批准 

_申請並且被拒絕  

_申請並且沒有收到回信 

_沒有申請 

 

34. 您通過經濟傷害災難貸款計畫（EIDL）獲得貸款了嗎？（這並不剝奪您的組織獲得撥款的資

格） 

_申請並且獲得批准 

_申請並且被拒絕  

_申請並且沒有收到回信 

_沒有申請 

 

35. 就您所知，您在2021年1月的收入/淨收入與2020年1月的相比如何？  

_下降了少於20% 

_下降了20%到49%之間 

_下降了50%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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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保持不變 

_增加了 

_不知道/沒有回答 

 

36. 您的首選語言是什麼？ 

_阿拉伯語 

亞美尼亞語 

繁體中文 

英語 

波斯語 

印地語 

日語 

高棉語 

韓語 

簡體中文 

俄羅斯語 

西班牙語 

他加祿語 

泰語 

越南語 

其他 

 

其他，請注明：  

37. 請進一步詳細描述您將把撥款用於什麼以及COVID-19有的影響：簡要描述應當指出如果為

COVID-19影響的活動授予您撥款資金將被如何花費。撥款資金不得被用於不是本申請表中的活動

描述的部分的任何項目。  

 

 

38. 您的實體的EIN號碼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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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步驟：請審查下麵的資訊，電子簽名，並且提交您的申請表： 

感謝完成您的申請表。請點擊下麵的“提交”以完成您的提交。 

 

關於一般問題，請為關於洛杉磯COVID-19基金的更新定期查看洛杉磯COVID-19基金頁面。關於常見

問題沒有回答的額外問題，請發送電子郵件至lacovidfund@lisc.org。我們在定期監控此電子郵箱並且

相應更新我們的常見問題。您也可以致電郡的災難幫助中心：833-238-4450。 

 

關於數據安全問題，請查看本地倡議支持公司[LISC]的隱私政策。. 

 

就關於額外資源和計畫的更新，訪問本地倡議支持公司[LISC]的COVID-19基金頁面。 

 

證明： 

通過提交本申請表供審查和撥款資金的任何後繼授予，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 ，證明，本人

沒有提供本人的資格的任何重要不實陳述和/或偽造以獲得此計畫下的小企業撥款。本人根據偽證罪

證明，就本人所知，以上資訊是完整和準確的。本人理解，《美國法典》的標題18，1001節指出，

如若向美國政府部門故意和自願地做出虛假或欺詐性陳述，則該人犯有重罪，援助可以被終止。如

果被發現有欺詐罪行，本人的企業實體將不再有權利獲得任何小企業撥款，並且可能受聯邦、州和/
或本地法律所施加的其他處罰。   

 

本人也理解並且證明： 

         

 通過勾選此框，本人證明，本人的企業實體沒有為覆蓋的時期從洛杉磯郡獲得任何其他COVID-
19相關的財務援助。  

通過勾選此框，本人同意僅為本申請表中所述的符合條件的企業相關的花費使用該撥款資金，並

且保留任何收據和記錄五年，證明該符合條件的花費使用。 

通過勾選此框，本人證明，獲得的任何撥款資金將不被用於支付根據任何聯邦計畫，包括薪水保

護法貸款補償的花費。  

 通過勾選此框，本人證明，獲得的任何撥款將不被重新撥給一個不同的個人或實體。  

通過勾選此框，本人證明，本人在過去的七年中（從定罪日期起的時間）沒有在任何州或根據聯

邦政府的法律被判（包括認罪協商或放棄抗辯）重罪。 

 


	將通過一個線上隨機的申請系統選擇撥款獲得者。為了支持我們的社區中最脆弱的實體，滿足以下標準的申請人將在系統中權重更高：
	- 位於中低收入（平均中位數收入（“AMI”）的80%或50%)社區的實體。
	- 退伍軍人領導或擁有的實體。
	- 年總收入低於500000美元的小企業
	- 健康危害範圍在90%+的CalEnviroScreen地圖社區。
	- 郡監管和市議會區的社會經濟數據綜合分數（即貧困率、受教育程度、中位數收入等）。有不利因素的區將得到更高的權重。
	- 還沒有從洛杉磯郡獲得COVID-19相關撥款的實體
	符合條件的活動
	符合資助條件的活動必須是關於遭受在2021年1月1日到2021年12月30日（“覆蓋的時期”）期間由於COVID-19疫情招致的業務中斷或業務關閉的小企業的，包括：
	1. 補償要求的由於COVID-19疫情的關閉導致的業務中斷的費用的支出。
	2. 如果確定該支出是必需的，資金支付可以被用於經濟支持。這可能包括，例如，使自願關閉以促進社交距離措施或受COVID-19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導致的減少的客戶需求影響的小企業獲益的撥款。
	2. 如果確定該支出是必需的，資金支付可以被用於經濟支持。這可能包括，例如，使自願關閉以促進社交距離措施或受COVID-19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導致的減少的客戶需求影響的小企業獲益的撥款。
	下麵的清單提供覆蓋的不合格的活動或費用的例子：
	1. Medicaid的州份額的花費。
	2. 保險覆蓋的損害賠償。
	3. 非危險津貼或加班費的勞動力獎金。.
	4. 解雇費。
	5. 法律和解費。
	6. 財產稅。
	7. 與COVID-19無關的個人活動/貨物/服務。
	申請流程
	地方倡議支持公司（LISC）將提供申請表。
	申請人只可以為一個實體申請。有多家企業的申請人只可以為收入最多的企業提交一個申請表。每筆撥款限於每個申請人和企業稅號一筆撥款。
	如果您的小企業被選為入圍者，將通過電子郵件通知您。入圍並不保證您將收到撥款。作為入圍者，將需要以下驗證文件：
	1. 2019年或2020年納稅申報單
	2. 在加州州務卿網站上積極地位的證明
	3. 在合格的SBDC為技術援助預約註冊的證明
	4. 如果是退伍軍人領導的實體，DD214表
	5. 線上W-9表
	6. ACH表
	除非情有可原，必須在書面通知後的五（5）個工作日內提供文件。未能提供文件可能導致拒絕提供撥款資金。
	隱私
	通過申請流程提供的資訊是每個申請人的責任。申請人將不使地方倡議支持公司[LISC]，其附屬公司、成員、夥伴和工作人員為本表中上載的資訊的使用或充分性、準確性或完整性相關的任何種類的任何損失、損害、費用或花費負責。關於更多細節，見地方倡議支持公司（LISC）的隱私政策。在此安全表格上輸入的數據利用FormAssembly。更多資訊。
	申請人資訊
	2. 以50個或更少單詞，請簡要描述您的企業活動
	3.  您的企業是何時創建的？
	_在2019年9月4日或之前
	_在2019年9月4日之后
	4. 您的企業在洛杉磯郡有物理位置嗎？
	_是，我的企業在洛杉磯郡有物理位置
	_否，我的企業是基於虛擬的、基於家的或基於移動的企業
	5. 您當前是開張營業的企業嗎？
	_是
	_否
	小企業資訊
	請注意：您只可以為一家企業申請。對於有多家企業的企業主，請基於擁有的最大的企業完成本申請表。
	每筆撥款限於每個個人和企業稅號一筆撥款。
	13. 主要企業主資訊（無特殊字元，包括連字元）
	名：
	中間名：
	姓：
	14. 聯繫人主要電子郵箱- 此電子郵箱將在申請流程期間被用於所有地方倡議支持公司（LISC）交流。
	14. 聯繫人主要電子郵箱- 此電子郵箱將在申請流程期間被用於所有地方倡議支持公司（LISC）交流。
	14.1 聯繫人第二電子郵箱（可選）
	15. 聯繫申請人最好的電話號碼是什麼？
	_企業永久電話號碼
	_企業主電話號碼
	實體電話號碼（僅數字 - 不要破折號）
	企業主電話號碼（僅數字 – 不要破折號）
	如果需要，您授權地方倡議支持公司（LISC）通過手機短信以上面的電話號碼聯繫您嗎？
	_是
	_否
	16. 企業實體資訊
	網站：
	主要社交媒体地址（例如Facebook、Twitter或Instagram）：
	法定實體名稱（如果適用，包括經營別稱）（無特殊字元，包括連字元）：
	實體街道地址（企業/組織物理位置）
	實體城市/鎮
	實體州/地區
	實體郵編
	17. 選替企業實體資訊
	您從上面的實體地址收到和收取郵件嗎？
	_是
	_否
	實體的選替郵寄地址是什麼？（街道、城市、州、郵編）
	額外企業實體資訊
	18. 企業模式
	_獨資公司
	_公司（營利實體，包括S公司、C公司等）
	_有限責任公司
	_合夥公司（一般和有限）
	_ 其他 – 請注明：
	其他：
	19. 已經營年限
	_少於1年
	_1-2年
	_3-5年
	_6-9年
	_10年或更久
	20. 在您最近提交的纳税申报单中报告的您的企业的总收入是多少？
	_少于50000美元
	50001到99999美元
	100000美元到299999美元
	_300000美元到499999美元
	_500000美元到1000000美元
	工作者人數
	以下問題問關於在實體的工作者人數。對於此部分，全職工作者是工作35小時/周或更多的工作者；兼職工作者是工作少於35小時/周的工作者。
	21. 就您所知， 到2020年1月為止，實體雇用多少全職工作者，包括您自己？____
	如果沒有全職工作者，輸入數字0。
	22. 就您所知， 到2020年1月為止，實體雇用多少兼職工作者，包括您自己？____
	如果沒有兼職工作者，輸入數字。
	23. 就您所知， 到2021年1月為止，實體雇用多少全職工作者，包括您自己？____
	如果沒有全職工作者，輸入數字0。
	24.  就您所知， 到2021年1月為止，實體雇用多少兼職工作者，包括您自己？ ____
	社會經濟資料
	調查接下來的部分請求關於主要企業主/非營利執行董事的社會經濟資料，它是可選的。請根據主要企業主/非營利執行董事自我認同的提供資訊或選擇“選擇不說”。
	27. 年齡
	企業主必須至少18歲。
	_18-24歲
	_25-34歲
	_35-44歲
	_45-54歲
	_55-64歲
	_65歲+
	_選擇不說
	28. 性別（根據主要企業主/非營利執行董事自我認同的）
	_女
	_男
	_非二元性別
	_其他
	_選擇不說
	29. 退伍軍人
	（如果是，您將需要提供DD214資訊）
	_是
	_否
	_選擇不說
	30. 種族
	（請根據主要企業主/非營利執行董事自我認同的注明）
	_非裔美國人/黑人
	_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土著人
	_亞裔
	_夏威夷土著人/太平洋島民
	_西班牙裔/拉丁裔
	_白人
	_雙種族
	_多種族
	_其他
	撥款資訊
	31. 請列出如果您被授予撥款您預期的支持您的企業支付的支出，帶美元金額（100個單詞或更少）。
	31. 請列出如果您被授予撥款您預期的支持您的企業支付的支出，帶美元金額（100個單詞或更少）。
	32. 請描述COVID-19疫情是如何影響您的小企業的（銷售損失、裁員、員工薪水、逾期票據、業務關閉等）。如果您的企業失去收入，請指出您估計的損失（100個單詞或更少）。
	32. 請描述COVID-19疫情是如何影響您的小企業的（銷售損失、裁員、員工薪水、逾期票據、業務關閉等）。如果您的企業失去收入，請指出您估計的損失（100個單詞或更少）。
	33. 您通過薪水保護計畫（PPP）獲得貸款了嗎？（這並不剝奪您的組織獲得撥款的資格）
	_申請並且獲得批准
	_申請並且被拒絕
	_申請並且沒有收到回信
	_沒有申請
	34. 您通過經濟傷害災難貸款計畫（EIDL）獲得貸款了嗎？（這並不剝奪您的組織獲得撥款的資格）
	34. 您通過經濟傷害災難貸款計畫（EIDL）獲得貸款了嗎？（這並不剝奪您的組織獲得撥款的資格）
	_申請並且獲得批准
	_申請並且被拒絕
	_申請並且沒有收到回信
	_沒有申請
	35. 就您所知，您在2021年1月的收入/淨收入與2020年1月的相比如何？
	_下降了少於20%
	_下降了20%到49%之間
	_下降了50%或更多
	_保持不變
	_增加了
	_不知道/沒有回答
	36. 您的首選語言是什麼？
	_阿拉伯語
	亞美尼亞語
	繁體中文
	英語
	波斯語
	印地語
	日語
	高棉語
	韓語
	簡體中文
	俄羅斯語
	西班牙語
	他加祿語
	泰語
	越南語
	其他
	其他，請注明：
	37. 請進一步詳細描述您將把撥款用於什麼以及COVID-19有的影響：簡要描述應當指出如果為COVID-19影響的活動授予您撥款資金將被如何花費。撥款資金不得被用於不是本申請表中的活動描述的部分的任何項目。
	37. 請進一步詳細描述您將把撥款用於什麼以及COVID-19有的影響：簡要描述應當指出如果為COVID-19影響的活動授予您撥款資金將被如何花費。撥款資金不得被用於不是本申請表中的活動描述的部分的任何項目。

	( 通過勾選此框，本人證明，本人的企業實體沒有為覆蓋的時期從洛杉磯郡獲得任何其他COVID-19相關的財務援助。
	( 通過勾選此框，本人證明，本人的企業實體沒有為覆蓋的時期從洛杉磯郡獲得任何其他COVID-19相關的財務援助。
	(通過勾選此框，本人同意僅為本申請表中所述的符合條件的企業相關的花費使用該撥款資金，並且保留任何收據和記錄五年，證明該符合條件的花費使用。
	(通過勾選此框，本人同意僅為本申請表中所述的符合條件的企業相關的花費使用該撥款資金，並且保留任何收據和記錄五年，證明該符合條件的花費使用。
	(通過勾選此框，本人證明，獲得的任何撥款資金將不被用於支付根據任何聯邦計畫，包括薪水保護法貸款補償的花費。
	(通過勾選此框，本人證明，獲得的任何撥款資金將不被用於支付根據任何聯邦計畫，包括薪水保護法貸款補償的花費。
	( 通過勾選此框，本人證明，獲得的任何撥款將不被重新撥給一個不同的個人或實體。
	(通過勾選此框，本人證明，本人在過去的七年中（從定罪日期起的時間）沒有在任何州或根據聯邦政府的法律被判（包括認罪協商或放棄抗辯）重罪。
	(通過勾選此框，本人證明，本人在過去的七年中（從定罪日期起的時間）沒有在任何州或根據聯邦政府的法律被判（包括認罪協商或放棄抗辯）重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