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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地区COVID基金拨款申请表 
 
此洛杉矶地区COVID基金是由洛杉矶郡（“郡”）分配的联邦CARES法案  – 冠状病毒救济基金

（“CRF”)资助的， 目的是提供经济援助帮助受COVID-19影响的小企业。地方倡议支持公司（“LISC”）

将管理洛杉矶地区COVID基金拨款。财务援助将基于资金的可用性、计划指导方针，以及所有要求的

信息和支持文件的提交以最终拨款获得推荐分配给符合条件的合格的小企业。拨款资金可能被用于

与COVID-19疫情相关的下面列出的符合条件的活动。符合条件的支出从2021年1月1日起，直到协议

期限的结尾，不迟于2021年12月30日。  
 
符合条件的企业 

1. 必须经历了COVID-19导致的财务困难。这些影响必须被记录、可以计量，并且与COVID-19明

确相关。 

2. 在个人护理和零售部门的小企业，比如：美容美发厅、美甲店、美容、皮肤护理、电疗、理

发店、修鞋店、干洗店、汽车或家电维修、花店、派对用品店、书店、服装店、面包店、甜

甜圈店、社区杂货店/市场，以及杂货折扣店。 

3. 必须是实体企业，营业地点位于洛杉矶郡，不包括洛杉矶市。要验证，请使用此链接：
https://lavote.net/apps/precinctsmaps 

4. 必须是开张营业的企业。 

5. 年收入在1000000美元以下的企业。 

6. 企业不可以在2021年从郡获得CRF资金 

7. 必须自2019年9月4日即开始营业。 
 
将通过一个在线随机的申请系统选择拨款获得者。为了支持我们的社区中最脆弱的实体，满足以下

标准的申请人将在系统中权重更高： 
 

- 位于中低收入（平均中位数收入（“AMI”）的80%或50%)社区的实体。 

- 退伍军人领导或拥有的实体。  

- 年总收入低于500000美元的小企业 

- 健康危害范围在90%+的CalEnviroScreen地图社区。 

- 郡监管和市议会区的社会经济数据综合分数（即贫困率、受教育程度、中位数收入等）。有

不利因素的区将得到更高的权重。 

- 还没有从洛杉矶郡获得COVID-19相关拨款的实体 
 

符合条件的活动 

https://lavote.net/apps/precincts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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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资助条件的活动必须是关于遭受在2021年1月1日到2021年12月30日（“覆盖的时期”）

期间由于COVID-19疫情招致的业务中断或业务关闭的小企业的，包括：  

1. 补偿要求的由于COVID-19疫情的关闭导致的业务中断的费用的支出。  
 
2. 如果确定该支出是必需的，资金支付可以被用于经济支持。这可能包括，例如，使自愿关闭

以促进社交距离措施或受COVID-19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减少的客户需求影响的小企业获益的拨

款。 
 

下面的清单提供覆盖的不合格的活动或费用的例子：  

1. Medicaid的州份额的花费。  

2. 保险覆盖的损害赔偿。  

3. 非危险津贴或加班费的劳动力奖金。.  

4. 解雇费。  

5. 法律和解费。 

6. 财产税。 

7. 与COVID-19无关的个人活动/货物/服务。 
 
申请流程 

地方倡议支持公司（LISC）将提供申请表。  
 
申请人只可以为一个实体申请。有多家企业的申请人只可以为收入最多的企业提交一个申请表。每

笔拨款限于每个申请人和企业税号一笔拨款。 
 
如果您的小企业被选为入围者，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您。入围并不保证您将收到拨款。作为入围者，

将需要以下验证文件：  

1. 2019年或2020年纳税申报单 

2. 在加州州务卿网站上积极地位的证明 

3. 在合格的SBDC为技术援助预约注册的证明 

4. 如果是退伍军人领导的实体，DD214表  

5. 在线W-9表 

6. ACH表  
 

除非情有可原，必须在书面通知后的五（5）个工作日内提供文件。未能提供文件可能导致拒绝提供

拨款资金。 
 
隐私 

通过申请流程提供的信息是每个申请人的责任。申请人将不使地方倡议支持公司[LISC]，其附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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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伙伴和工作人员为本表中上载的信息的使用或充分性、准确性或完整性相关的任何种类的任

何损失、损害、费用或花费负责。关于更多细节，见地方倡议支持公司（LISC）的隐私政策。在此

安全表格上输入的数据利用FormAssembly。更多信息。 
 

利益冲突  

地方倡议支持公司[LISC]当前的总监、官员、员工和承包商以及该个人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

子女、孙子女、曾孙子女，以及子女、孙子女和曾孙子女的配偶）没有资格申请寻求获得拨款。 
 
公开  

如果获得拨款，请注意，企业/申请人的申请信息、名称、声明和在给予拨款过程中提供的其他信息

可能被用于各种形式和媒介的促销用途，并且地方倡议支持公司[LISC]、其代理和/或计划发起人可

能为该目的联系企业/申请人。直到被通知，申请人必须同意不公开分享任何作为入围者的地位，包

括但不限于所有社交媒体平台、新闻媒体或本地刊物。 
 
提交指导  

建议在完成和提交在线表格前，被调查人在分开的备份文档中保存其回答，因为如果您在提交申请

前离开网页，您的工作可能不被保存。 如果您的互联网断开或者由于其他潜在网页浏览器问题您

也可能丢失您的工作。一旦提交，我们不能接受您的申请的任何改变，所以请仔细审查。在成功完

成本申请表后，您将看到确认页。 
 
如果您获得拨款，也推荐您为任何税务确定咨询税务顾问。  

https://www.lisc.org/about-us/privacy-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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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人承认本人已阅读并同意上面所述的条款和条件： 

_ 是 _ 否 
 
地方倡议支持公司（LISC） 洛杉矶COVID基金拨款申请 
 
申请人信息 

2. 以50个或更少单词，请简要描述您的企业活动 
 
3.  您的企业是何时创建的？ 

_在2019年9月4日或之前 

_在2019年9月4日之后 
 
4. 您的企业在洛杉矶郡有物理位置吗？ 

_是，我的企业在洛杉矶郡有物理位置 

_否，我的企业是基于虚拟的、基于家的或基于移动的企业  
 
5. 您当前是开张营业的企业吗？  

_是 

_否 
 

6. 您的主要业务是什么？请从下拉菜单选择。 

美发沙龙 

美容沙龙 

美甲沙龙 

美容师办公室 

皮肤护理办公室 

电疗办公室 

理发店 

修鞋店 

干洗店 

汽车或家电维修店 

花店 

派对用品店 

书店 

服装店 

面包店 

甜甜圈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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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杂货店/市场 

杂货折扣店 

以上均不是 
 
7. 您是由于COVID-19疫情导致的业务损失或中断申请拨款的吗？   

_是 

_否 
 
8. 您为来自洛杉矶郡COVID-19救济努力的任何其他资助提交申请了吗？   

_是 

_否 
 
 
9. 您的企业之前从洛杉矶COVID-19救济努力获得过小企业拨款吗（这包括来自洛杉矶COVID基金

的任何其他轮的拨款）？  

_是 

_否 
 
10. 您从COVID-19救济努力相关的您的城市的企业援助拨款为您的企业获得过任何资助吗？  

_是 

_否 
 
11. 您的企业属于任何以下类别吗： 

•   非营利组织； 

• 公开上市公司；  

• 公司所属的专卖店； 

• 金融机构，比如银行、出借人、发薪日出借人、汽车产权出借人、支票兑换所、其存货是金钱

和抵押的其他企业，以及其他相似的实体； 

• 保险公司，比如人寿、汽车、住宅、保释保证金，以及其他相似的实体； 

• 私人或社会俱乐部；  

• 当铺； 

• 占星术、掌相术； 

• 贩酒店、夜总会； 

• 游说公司或将其时间或资源的50%或更多用于游说活动的企业；  

• 从事赌博活动的企业，比如宾果游戏厅、赌场； 

• 拖车存储场和废车放置场；  

• 按摩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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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色欲性现场表演和/或通过销售色欲性产品或服务获得收入的企业；  

• 通过违反州或联邦法律进行的活动，包括销售、种植或运输大麻获得收入的企业；   

• 为推进党派政治活动存在的企业；以及 

• 枪支或军火商店。 

_是 

_否 
 
12. 您与申请实体是什么关系？ 

_我是代表实体完成此表的（我是员工、CPA，其他）  

_我是企业主 
 
请准备好为主要小企业主提供信息 
 
 
小企业信息 

 
请注意：您只可以为一家企业申请。对于有多家企业的企业主，请基于拥有的最大的企业完成本申

请表。   
 
每笔拨款限于每个个人和企业税号一笔拨款。 
 
13. 主要企业主信息（无特殊字符，包括连字符） 

名： 

中间名： 

姓： 
 
14. 联系人主要电子邮箱- 此电子邮箱将在申请流程期间被用于所有地方倡议支持公司（LISC）交

流。 

14.1 联系人第二电子邮箱（可选） 
 
15. 联系申请人最好的电话号码是什么？ 

_企业永久电话号码 

_企业主电话号码 
 
实体电话号码（仅数字 - 不要破折号） 

企业主电话号码（仅数字 – 不要破折号） 
 
如果需要，您授权地方倡议支持公司（LISC）通过手机短信以上面的电话号码联系您吗？  

_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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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否 
 
16. 企业实体信息 

网站： 
 
 主要社交媒体地址（例如Facebook、Twitter或Instagram）： 
 
 法定实体名称（如果适用，包括经营别称）（无特殊字符，包括连字符）： 
 
 实体街道地址（企业/组织物理位置） 

 实体城市/镇 

 实体州/地区 

 实体邮编 
 
 
17. 选替企业实体信息 

您从上面的实体地址收到和收取邮件吗？ 

_是 

_否 
 

实体的选替邮寄地址是什么？（街道、城市、州、邮编） 
 
额外企业实体信息 

18. 企业模式 

_独资公司  

_公司（营利实体，包括S公司、C公司等） 

_有限责任公司 

_合伙公司（一般和有限）  

_ 其他 – 请注明： 
 
其他：    
 
19. 已经营年限 

_少于1年 

_1-2年 

_3-5年 

_6-9年 

_10年或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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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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多于1000000美元 
 
工作者人数 

以下问题问关于在实体的工作者人数。对于此部分，全职工作者是工作35小时/周或更多的工作

者；兼职工作者是工作少于35小时/周的工作者。 
 
21. 就您所知， 到2020年1月为止，实体雇用多少全职工作者，包括您自己？____     

如果没有全职工作者，输入数字0。 
 
 
22. 就您所知， 到2020年1月为止，实体雇用多少兼职工作者，包括您自己？____     

如果没有兼职工作者，输入数字。 
 
 
23. 就您所知， 到2021年1月为止，实体雇用多少全职工作者，包括您自己？____     

如果没有全职工作者，输入数字0。 
 
24.  就您所知， 到2021年1月为止，实体雇用多少兼职工作者，包括您自己？ ____    

如果没有兼职工作者，输入数字0。 
 
 
 
 
 
 
 
 
主要行业 

25. 您的主要行业是什么？（选择一个） 

_住宿和餐饮服务（包括酒店、餐厅、酒吧、移动食物货摊等） 

_行政和支持以及废物管理和修复服务 （包括为其他组织的日常运营开展例行支持活动的机构，包

括就业服务、业务支持服务、旅游和预订服务、建筑和寓所服务） 

_农业、林业、渔业和狩猎业（包括农场、牧场、乳业、温室、苗圃、果园或孵化场） 

_艺术、娱乐和休闲（包括剧场、舞蹈和音乐公司、博物馆、运动队、表演艺人、健身和娱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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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_建筑 （包括总承包商、行业承包商如涂装、石工、管道系统、电气工程等） 

_教育服务 （包括中小学、技术、技能和贸易培训、语言学校、体育及康乐指导等） 

_金融和保险 （包括银行、信用合作社、储蓄机构、非存款信用机构、保险代理机构等） 

_健康护理（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 （包括医生和牙医办公室、计划生育中心、护理、儿童及青少

年服务、儿童日托服务） 

_信息 （包括报刊出版商、电影制片商、音乐和电台制作商等） 

_公司和企业管理 （包括管理、监督公司或企业和可能持有公司或企业的证券的机构） 

_制造 （包括工厂、制造商、面包店、糖果制造商、专做定制衣服的裁缝等） 

_矿业、采石、油气开采（包括提取或处理天然固体矿产的机构） 

_专业、科技服务（包括法律、会计和税务服务、建筑、工程和设计服务、咨询、营销服务、兽医服

务等） 

_房地产和租赁 （包括物业管理、资产管理和租赁） 

_零售贸易 （包括食品商店、杂货店和便利店、五金店、园艺中心、花店、书店、车行、服装店

等） 

_运输和仓储 （包括提供客货运输、食品仓储、观光运输） 

_公用事业 （包括提供电力、天然气、供汽、供水、污水排出） 

_批发贸易 （包括批发商人和经销商） 

_其他服务 （包括修理和维护服务、个人护理服务如美甲和美发店、温泉浴场、理发店、干洗和洗

衣服务、一般汽车维修等） 
 
26. 您的NAICS代码是什么？（在这里通过关键词搜索：https://www.naics.com/search/） 
__________ 
 
 
 
 
 
 
 
 
社会经济资料 

调查接下来的部分请求关于主要企业主/非营利执行董事的社会经济资料，它是可选的。请根据主

要企业主/非营利执行董事自我认同的提供信息或选择“选择不说”。 
 
27. 年龄 

企业主必须至少18岁。 

_18-24岁 

_25-3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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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5-44岁 

_45-54岁 

_55-64岁 

_65岁+ 

_选择不说 
 
28. 性别（根据主要企业主/非营利执行董事自我认同的） 

_女 

_男 

_非二元性别 

_其他 

_选择不说 
 
29. 退伍军人 

（如果是，您将需要提供DD214信息）  

_是 

_否 

_选择不说 
 
30. 种族 

（请根据主要企业主/非营利执行董事自我认同的注明） 

_非裔美国人/黑人  

_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土著人 

_亚裔 

_夏威夷土著人/太平洋岛民 

_西班牙裔/拉丁裔 

_白人  

_双种族  

_多种族 

_其他 

_选择不说 
 
 
 
 
拨款信息 

31. 请列出如果您被授予拨款您预期的支持您的企业支付的支出，带美元金额（100个单词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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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32. 请描述COVID-19疫情是如何影响您的小企业的（销售损失、裁员、员工薪水、逾期票据、业

务关闭等）。如果您的企业失去收入，请指出您估计的损失（100个单词或更少）。 
 
 
33. 您通过薪水保护计划（PPP）获得贷款了吗？（这并不剥夺您的组织获得拨款的资格） 

_申请并且获得批准 

_申请并且被拒绝  

_申请并且没有收到回信 

_没有申请 
 
34. 您通过经济伤害灾难贷款计划（EIDL）获得贷款了吗？（这并不剥夺您的组织获得拨款的资

格） 

_申请并且获得批准 

_申请并且被拒绝  

_申请并且没有收到回信 

_没有申请 
 
35. 就您所知，您在2021年1月的收入/净收入与2020年1月的相比如何？  

_下降了少于20% 

_下降了20%到49%之间 

_下降了50%或更多  

_保持不变 

_增加了 

_不知道/没有回答 
 
36. 您的首选语言是什么？ 

_阿拉伯语 

亚美尼亚语 

繁体中文 

英语 

波斯语 

印地语 

日语 

高棉语 

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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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中文 

俄罗斯语 

西班牙语 

他加禄语 

泰语 

越南语 

其他 
 
其他，请注明：  

37. 请进一步详细描述您将把拨款用于什么以及COVID-19有的影响：简要描述应当指出如果为

COVID-19影响的活动授予您拨款资金将被如何花费。拨款资金不得被用于不是本申请表中的活动描

述的部分的任何项目。  
 
 

38. 您的实体的EIN号码是什么？ 
 

最终步骤：请审查下面的信息，电子签名，并且提交您的申请表： 

感谢完成您的申请表。请点击下面的“提交”以完成您的提交。 
 
关于一般问题，请为关于洛杉矶COVID-19基金的更新定期查看洛杉矶COVID-19基金页面。关于常见

问题没有回答的额外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lacovidfund@lisc.org。我们在定期监控此电子邮箱并且

相应更新我们的常见问题。您也可以致电郡的灾难帮助中心：833-238-4450。 
 
关于数据安全问题，请查看本地倡议支持公司[LISC]的隐私政策。. 
 
就关于额外资源和计划的更新，访问本地倡议支持公司[LISC]的COVID-19基金页面。 
 
证明： 

通过提交本申请表供审查和拨款资金的任何后继授予，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 ，证明，本人

没有提供本人的资格的任何重要不实陈述和/或伪造以获得此计划下的小企业拨款。本人根据伪证罪

证明，就本人所知，以上信息是完整和准确的。本人理解，《美国法典》的标题18，1001节指出，

如若向美国政府部门故意和自愿地做出虚假或欺诈性陈述，则该人犯有重罪，援助可以被终止。如

果被发现有欺诈罪行，本人的企业实体将不再有权利获得任何小企业拨款，并且可能受联邦、州和/

或本地法律所施加的其他处罚。   
 
本人也理解并且证明： 
         
 通过勾选此框，本人证明，本人的企业实体没有为覆盖的时期从洛杉矶郡获得任何其他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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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相关的财务援助。  

通过勾选此框，本人同意仅为本申请表中所述的符合条件的企业相关的花费使用该拨款资金，并

且保留任何收据和记录五年，证明该符合条件的花费使用。 

通过勾选此框，本人证明，获得的任何拨款资金将不被用于支付根据任何联邦计划，包括薪水保

护法贷款补偿的花费。  

 通过勾选此框，本人证明，获得的任何拨款将不被重新拨给一个不同的个人或实体。  

通过勾选此框，本人证明，本人在过去的七年中（从定罪日期起的时间）没有在任何州或根据联

邦政府的法律被判（包括认罪协商或放弃抗辩）重罪。 
 


	将通过一个在线随机的申请系统选择拨款获得者。为了支持我们的社区中最脆弱的实体，满足以下标准的申请人将在系统中权重更高：
	- 位于中低收入（平均中位数收入（“AMI”）的80%或50%)社区的实体。
	- 退伍军人领导或拥有的实体。
	- 年总收入低于500000美元的小企业
	- 健康危害范围在90%+的CalEnviroScreen地图社区。
	- 郡监管和市议会区的社会经济数据综合分数（即贫困率、受教育程度、中位数收入等）。有不利因素的区将得到更高的权重。
	- 还没有从洛杉矶郡获得COVID-19相关拨款的实体
	符合条件的活动
	符合资助条件的活动必须是关于遭受在2021年1月1日到2021年12月30日（“覆盖的时期”）期间由于COVID-19疫情招致的业务中断或业务关闭的小企业的，包括：
	1. 补偿要求的由于COVID-19疫情的关闭导致的业务中断的费用的支出。
	2. 如果确定该支出是必需的，资金支付可以被用于经济支持。这可能包括，例如，使自愿关闭以促进社交距离措施或受COVID-19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减少的客户需求影响的小企业获益的拨款。
	2. 如果确定该支出是必需的，资金支付可以被用于经济支持。这可能包括，例如，使自愿关闭以促进社交距离措施或受COVID-19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减少的客户需求影响的小企业获益的拨款。
	下面的清单提供覆盖的不合格的活动或费用的例子：
	1. Medicaid的州份额的花费。
	2. 保险覆盖的损害赔偿。
	3. 非危险津贴或加班费的劳动力奖金。.
	4. 解雇费。
	5. 法律和解费。
	6. 财产税。
	7. 与COVID-19无关的个人活动/货物/服务。
	申请流程
	地方倡议支持公司（LISC）将提供申请表。
	申请人只可以为一个实体申请。有多家企业的申请人只可以为收入最多的企业提交一个申请表。每笔拨款限于每个申请人和企业税号一笔拨款。
	如果您的小企业被选为入围者，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您。入围并不保证您将收到拨款。作为入围者，将需要以下验证文件：
	1. 2019年或2020年纳税申报单
	2. 在加州州务卿网站上积极地位的证明
	3. 在合格的SBDC为技术援助预约注册的证明
	4. 如果是退伍军人领导的实体，DD214表
	5. 在线W-9表
	6. ACH表
	除非情有可原，必须在书面通知后的五（5）个工作日内提供文件。未能提供文件可能导致拒绝提供拨款资金。
	隐私
	通过申请流程提供的信息是每个申请人的责任。申请人将不使地方倡议支持公司[LISC]，其附属公司、成员、伙伴和工作人员为本表中上载的信息的使用或充分性、准确性或完整性相关的任何种类的任何损失、损害、费用或花费负责。关于更多细节，见地方倡议支持公司（LISC）的隐私政策。在此安全表格上输入的数据利用FormAssembly。更多信息。
	申请人信息
	2. 以50个或更少单词，请简要描述您的企业活动
	3.  您的企业是何时创建的？
	_在2019年9月4日或之前
	_在2019年9月4日之后
	4. 您的企业在洛杉矶郡有物理位置吗？
	_是，我的企业在洛杉矶郡有物理位置
	_否，我的企业是基于虚拟的、基于家的或基于移动的企业
	5. 您当前是开张营业的企业吗？
	_是
	_否
	小企业信息
	请注意：您只可以为一家企业申请。对于有多家企业的企业主，请基于拥有的最大的企业完成本申请表。
	每笔拨款限于每个个人和企业税号一笔拨款。
	13. 主要企业主信息（无特殊字符，包括连字符）
	名：
	中间名：
	姓：
	14. 联系人主要电子邮箱- 此电子邮箱将在申请流程期间被用于所有地方倡议支持公司（LISC）交流。
	14. 联系人主要电子邮箱- 此电子邮箱将在申请流程期间被用于所有地方倡议支持公司（LISC）交流。
	14.1 联系人第二电子邮箱（可选）
	15. 联系申请人最好的电话号码是什么？
	_企业永久电话号码
	_企业主电话号码
	实体电话号码（仅数字 - 不要破折号）
	企业主电话号码（仅数字 – 不要破折号）
	如果需要，您授权地方倡议支持公司（LISC）通过手机短信以上面的电话号码联系您吗？
	_是
	_否
	16. 企业实体信息
	网站：
	主要社交媒体地址（例如Facebook、Twitter或Instagram）：
	法定实体名称（如果适用，包括经营别称）（无特殊字符，包括连字符）：
	实体街道地址（企业/组织物理位置）
	实体城市/镇
	实体州/地区
	实体邮编
	17. 选替企业实体信息
	您从上面的实体地址收到和收取邮件吗？
	_是
	_否
	实体的选替邮寄地址是什么？（街道、城市、州、邮编）
	额外企业实体信息
	18. 企业模式
	_独资公司
	_公司（营利实体，包括S公司、C公司等）
	_有限责任公司
	_合伙公司（一般和有限）
	_ 其他 – 请注明：
	其他：
	19. 已经营年限
	_少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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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者人数
	以下问题问关于在实体的工作者人数。对于此部分，全职工作者是工作35小时/周或更多的工作者；兼职工作者是工作少于35小时/周的工作者。
	21. 就您所知， 到2020年1月为止，实体雇用多少全职工作者，包括您自己？____
	如果没有全职工作者，输入数字0。
	22. 就您所知， 到2020年1月为止，实体雇用多少兼职工作者，包括您自己？____
	如果没有兼职工作者，输入数字。
	23. 就您所知， 到2021年1月为止，实体雇用多少全职工作者，包括您自己？____
	如果没有全职工作者，输入数字0。
	24.  就您所知， 到2021年1月为止，实体雇用多少兼职工作者，包括您自己？ ____
	社会经济资料
	调查接下来的部分请求关于主要企业主/非营利执行董事的社会经济资料，它是可选的。请根据主要企业主/非营利执行董事自我认同的提供信息或选择“选择不说”。
	27. 年龄
	企业主必须至少18岁。
	_18-24岁
	_25-34岁
	_35-44岁
	_45-54岁
	_55-64岁
	_65岁+
	_选择不说
	28. 性别（根据主要企业主/非营利执行董事自我认同的）
	_女
	_男
	_非二元性别
	_其他
	_选择不说
	29. 退伍军人
	（如果是，您将需要提供DD214信息）
	_是
	_否
	_选择不说
	30. 种族
	（请根据主要企业主/非营利执行董事自我认同的注明）
	_非裔美国人/黑人
	_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土著人
	_亚裔
	_夏威夷土著人/太平洋岛民
	_西班牙裔/拉丁裔
	_白人
	_双种族
	_多种族
	_其他
	拨款信息
	31. 请列出如果您被授予拨款您预期的支持您的企业支付的支出，带美元金额（100个单词或更少）。
	31. 请列出如果您被授予拨款您预期的支持您的企业支付的支出，带美元金额（100个单词或更少）。
	32. 请描述COVID-19疫情是如何影响您的小企业的（销售损失、裁员、员工薪水、逾期票据、业务关闭等）。如果您的企业失去收入，请指出您估计的损失（100个单词或更少）。
	32. 请描述COVID-19疫情是如何影响您的小企业的（销售损失、裁员、员工薪水、逾期票据、业务关闭等）。如果您的企业失去收入，请指出您估计的损失（100个单词或更少）。
	33. 您通过薪水保护计划（PPP）获得贷款了吗？（这并不剥夺您的组织获得拨款的资格）
	_申请并且获得批准
	_申请并且被拒绝
	_申请并且没有收到回信
	_没有申请
	34. 您通过经济伤害灾难贷款计划（EIDL）获得贷款了吗？（这并不剥夺您的组织获得拨款的资格）
	34. 您通过经济伤害灾难贷款计划（EIDL）获得贷款了吗？（这并不剥夺您的组织获得拨款的资格）
	_申请并且获得批准
	_申请并且被拒绝
	_申请并且没有收到回信
	_没有申请
	35. 就您所知，您在2021年1月的收入/净收入与2020年1月的相比如何？
	_下降了少于20%
	_下降了20%到49%之间
	_下降了50%或更多
	_保持不变
	_增加了
	_不知道/没有回答
	36. 您的首选语言是什么？
	_阿拉伯语
	亚美尼亚语
	繁体中文
	英语
	波斯语
	印地语
	日语
	高棉语
	韩语
	简体中文
	俄罗斯语
	西班牙语
	他加禄语
	泰语
	越南语
	其他
	其他，请注明：
	37. 请进一步详细描述您将把拨款用于什么以及COVID-19有的影响：简要描述应当指出如果为COVID-19影响的活动授予您拨款资金将被如何花费。拨款资金不得被用于不是本申请表中的活动描述的部分的任何项目。
	37. 请进一步详细描述您将把拨款用于什么以及COVID-19有的影响：简要描述应当指出如果为COVID-19影响的活动授予您拨款资金将被如何花费。拨款资金不得被用于不是本申请表中的活动描述的部分的任何项目。

	( 通过勾选此框，本人证明，本人的企业实体没有为覆盖的时期从洛杉矶郡获得任何其他COVID-19相关的财务援助。
	( 通过勾选此框，本人证明，本人的企业实体没有为覆盖的时期从洛杉矶郡获得任何其他COVID-19相关的财务援助。
	(通过勾选此框，本人同意仅为本申请表中所述的符合条件的企业相关的花费使用该拨款资金，并且保留任何收据和记录五年，证明该符合条件的花费使用。
	(通过勾选此框，本人同意仅为本申请表中所述的符合条件的企业相关的花费使用该拨款资金，并且保留任何收据和记录五年，证明该符合条件的花费使用。
	(通过勾选此框，本人证明，获得的任何拨款资金将不被用于支付根据任何联邦计划，包括薪水保护法贷款补偿的花费。
	(通过勾选此框，本人证明，获得的任何拨款资金将不被用于支付根据任何联邦计划，包括薪水保护法贷款补偿的花费。
	( 通过勾选此框，本人证明，获得的任何拨款将不被重新拨给一个不同的个人或实体。
	(通过勾选此框，本人证明，本人在过去的七年中（从定罪日期起的时间）没有在任何州或根据联邦政府的法律被判（包括认罪协商或放弃抗辩）重罪。
	(通过勾选此框，本人证明，本人在过去的七年中（从定罪日期起的时间）没有在任何州或根据联邦政府的法律被判（包括认罪协商或放弃抗辩）重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