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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Wells Fargo Open for Business Program？ 

Wells Fargo Open for Business Fund 是一项大约 4.2 亿美元的全国性小型企业复苏计划，重点关

注在种族和民族上实现多元化的小型企业主，他们不成比例地受到疫情大流行的影响。该基金

是由 Wells Fargo 从 2020 年发放的薪水保护计划贷款中获得的总处理费用中创建的。Wells 

Fargo 已向全国各地的 Community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DFI) 和当地非营利组织捐

赠了资金。  

2022 年 2 月，Wells Fargo 宣布向 Houston Fund for Social Justice and Economic Equity 捐赠 2000 

万美元，称为 Houston Equity Fund，为包括非营利组织在内的小企业主提供发展和拥有更多业

务的新途径。Houston Equity Fund 将以补助金的形式分配资金，用于购买财产、设备和其他有

形资产，支持服务水平低下的社区的经济发展。  

Open for Business Grant Program（即 OFB Grant Program）旨在推进 Houston Equity Fund 的使

命，即通过向赋予有色人种社区权力和提高其地位的组织和举措投资，实现转型性变革。 

OFB Grant Program 将重点服务于雇员人数为 1-50 人、位于休斯敦市内并对其弱势社区产生积

极影响的、与使命相一致的多元化非营利组织。  

 

什么是 Houston Equity Fund？ 

Houston Equity Fund 的使命是通过向赋予有色人种社区权力和提高其地位的组织和举措投资，

实现转型性变革。Houston Equity Fund 的四大支柱是社会和种族正义、经济发展、青年赋权和

教育、以及社区建设。 

 

什么是 Greater Houston Community Foundation？ 

自 1995 年以来，Greater Houston Community Foundation 通过召集慈善资源和知识来推动社区慈

善事业的发展，在过去 26 年中发放了超过 20 亿美元的补助款，帮助休斯敦繁荣发展。Greater 

Houston Equity Fund 
Wells Fargo Open for Business 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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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oustonequity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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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Community Foundation 被广泛认为是大休斯敦地区高知名度的慈善合作和重大救灾举

措的首选合作伙伴。 

Greater Houston Community Foundation 与 Houston Equity Fund 合作，管理 Open for Business 

Program。 

 

申请和赠款时间表 

 

我何时以及如何申请这项补助？ 

请访问 Houston Equity Fund 的网站，找到申请门户网站的链接。第 1 轮的在线申请门户网站将

于 2022 年 8 月 9 日上午 9:00 开放。申请将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晚上 11:59 结束。  

 

补助的条件是什么？ 

补助金范围为 10,000 美元 - 65,000 美元。补助金额将根据个案情况而定。  

补助期为 12 个月。补助资金必须在第一次报告截止时的 6 个月内全额使用和/或调拨。最终报

告应在 12个月的补助期结束后提交。  

 

如果我获得赠款，我是否会收到申请的全部补助金额？ 

获得全部或部分补助金都是有可能的。我们预计资金申请总额将超过可用资金总额。在申请

中，我们会要求申请人按优先顺序列出资产，并可能会支持所申请项目的一个子集。  

 

是否还会有其他申请资金的机会？ 

是的，Open for Business 计划的管理将贯穿 2024 年，资金将分三轮发放。第 2 轮将在 2023 年

进行，第 3 轮将在 2024 年进行。您可以在 houstonequityfund.com 上找到有关第 2 轮和第 3 轮

的申请时间和方法的信息。 

  

申请书是否提供英文以外的其他语言版本？ 

是的，申请书将提供西班牙语、中文（简体）和越南语的版本。 

 

我何时能获知自己的非营利组织是否能获得补助？  

赠款决定将于 2022 年 10-11 月通过电子邮件公布。 

https://www.houstonequityfund.com/mandarin/
https://www.houstonequityfund.com/
https://www.houstonequity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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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补助的付款何时发放？ 

第 1 轮期间赠予的资金将于 2022 年 11-12 月发放。 

 

如果我的申请没有被选中，我是否会得到通知？ 

是的，在第一轮资助期间，如果您的赠款申请通过或未通过，您将收到电子邮件通知。  

如果您未获得赠款，这封电子邮件将包含有关考虑申请 2023 年和 2024 年的未来几轮资助的细

节信息（如适用）。  

如果被选中，我是否必须偿还补助金？ 

不需要，根据该计划授予的补助金将不需要偿还。只有在资金没有用于商定的资助目的时，才

需要偿还补助金。   

 

资格和资助标准  
 

如要申请，我是否必须是 Wells Fargo 的客户？ 

不需要，您不需要是 Wells Fargo 的客户也能申请。 

 

非营利组织申请资助的资格要求是什么？ 

如要获得申请资助的资格，非营利组织必须符合以下所有标准： 

• 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获得 501c3 地位（或财政赞助）；  

• 0 至 50 

名员工，包括全职和兼职员工以及与以持续方式与您对接的为您的非营利组织提供

支持的 1099 承包商；以及 

• 位于休斯敦市内  
 

此外，非营利组织必须满足以下一个的额外资助标准才能被列考虑范围：  

• 位于并影响社会弱势指数 0.5 分或以上的社区 (CDC SVI Map) -或-  

• 拥有与使命相一致的计划或重点领域，支持面向小型企业的持续成功的生态系

统，并通过诸如孵化器、实习和学徒制、导师制、教育计划、小型企业补助和其

他投资以及培训和技术援助等项目，发展未来雇员和企业家的输送通道。 

 

https://arcg.is/0P1K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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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会弱势指数，我如何知道我的组织是否位于社会弱势社区或为其服务？ 

社会弱势指数使用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确定每个人口普查区的相对社会弱势水平。  

请参阅 Open for Business SVI Map 以确定您的企业是否位于社会弱势社区。请参阅以下说明以了

解如何使用地图： 

• 首先输入与您的小型企业相关的实际地址，该地址须位于受所申请的有形资产投资影响

的社区。 

• 然后返回申请门户网站，回答资格调查表部分的弱势社区问题。 

• 如果您输入的地址位于蓝色社区（中度至高度或高度弱势，SVI 评分为 0.5 或以上），请

对筛选问题回答“是”。 

• 如果您输入的地址并不位于蓝色社区（SVI 评分为 0.49 或以下，表明弱势水平较低），

请对筛选问题回答“否”。 

 

是否只有 BIPOC（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领导的非营利组织才有资格申请？  

不是。该补助计划旨在支持反映休斯敦全面多元化的多元化企业。  

本补助计划将优先考虑那些推进 Houston Equity Fund 的慈善使命和四大支柱的非营利组织，以

及那些历史上服务水平低下的、与使命相一致的非营利组织，包括由自我认同为有色人种者创

立和/或领导的基层和社区组织。将对获得慈善资本有限的组织给予特别考虑。 

基层和社区组织包括工作人员有限、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志愿者的贡献和个人的时间和资源投资

的组织。这些组织的创始人或领导人通常来自他们所服务的社区。  

获得慈善资本有限的组织是指那些无法获得机构资助者（如来自基金会和政府的资助）和/或个

人捐赠网络有限的组织。   

 

对补助资金的使用是否有限制？ 

是的，补助资金必须在 6 个月内全额使用和/或调拨。此外，授予小型企业的补助资金必须用于

购置或升级有形资产。有形资产的定义是：  

• 购置或改良土地  

• 建造新建筑或设施   

• 现有建筑或设施的翻修   

• 新设或升级的机器、设备（包括车辆）   

• 新设或更新的技术  

https://ghcf.maps.arcgis.com/apps/instant/lookup/index.html?appid=6efe43c5469649ad840c65ea7f2da0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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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库存  

• 街道、公用设施、停车场、景观的改善或现代化改造  

 

我是否可以用补助金来支付有形资产贷款的首期付款？  

可以。请准备好在申请中提供有关贷款的证明文件。  

 

我是否可以使用补助金来偿还已经购买的有形资产的高息债务？  

可以。请准备好在申请中提供有关资产和高息债务的证明文件。 

 

我在申请时需要提供哪些文件？ 

非营利组织的申请人必须提供以下文件以核实资格： 

• 国税局裁定书   

• 最近几年的两份 990 文件（允许提交 990-Ns/990-EZs）   

• 2022 年运营预算   

• 与有形资产的成本和价值有关的报价或文件   

• 在最终审核流程中，可能会要求或获得的其他财务资料     

 

我们是否应将 1099 承包商列为员工？ 

是的。我们要求您通过申请，提交以持续方式与您对接的为您的组织提供支持的 1099 承包商

的数量。我们要求您分别分享全职员工、兼职员工和 1099 承包商的数量。  

 

如果我的组织只提交 990-N，我是否需要提供我 2021 年的营收数额？  

990-N 文件只确认一个非营利组织每年收到的收入或总收入低于 50,000 美元。所有申请人，无

论他们的 990 归档要求如何，都需要提供 2021 年的实际营收或总收入金额。上传 990-N 的申

请，可能会被要求提交额外的财务文件，以核实其 2021 年的总收入。  

 

如果以电子方式提交 Form 990-N，我如何提供证明文件？ 

如需了解下载您的组织的 990-N 副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RS Publication 5248，可在此在线获

取：https://www.irs.gov/pub/irs-pdf/p5248.pdf 

 

https://www.irs.gov/pub/irs-pdf/p524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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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组织没有近几年的两份 990 文件可以提交，我是否有资格获得这个资助机会？  

只要您的非营利组织是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成立的，就仍然有资格申请。请提交两年来

最新的 990、财务报表或规划文件。 

 

利用财政赞助人的组织是否有资格申请？  

是的，利用财政赞助人的组织有资格申请和获取补助资金？在申请中，将向您提出问题，您可

以输入您的财政赞助人的联系信息。  

 

 

在线申请门户网站问题  

 

我如何提交申请？ 

您需要完成 2 个主要步骤才能成功提交申请： 

1. 填写自我筛选资格调查表  

2. 填写补助申请，包括证明文件 

如果根据资格调查表和组织档案标准，您的组织符合资格，您将获得这个资助机会的补助申请

权利。不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将无法提交该计划的申请。  

 

为什么我无法前进或使用申请？ 

根据您在自我筛选资格调查表和组织档案中输入的信息，您的企业没有资格获得这个资助机

会。  

如果您不符合资格，您将无法填写档案或使用补助申请。请参阅非营利组织准则中的资格标

准。 

 

我如何确保我的申请已成功提交？  

如要提交申请，您将需要做以下工作：  

1. 填写您的组织档案 

2. 填写补助申请 

3. 上传证明文件  

4. 标记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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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提交”。 

重要提示：在您点击“提交”之后，您的申请才算完全提交。 

您点击“提交”之后，您会收到一封来自 Open for Business Grants Management Team 的确认电子

邮件。如果您找不到确认电子邮件，请检查自己的垃圾邮件或垃圾文件夹。  

 

我忘记了我的密码；我应该如何操作？ 

如果您忘记了自己的密码，您可以在门户网站的主页上点击“忘记密码”来进行重置。 

 

我是否可以保存申请内容并在以后继续？ 

是的，您可以随时点击“保存为草稿”来保存您的进度，并在以后返回。请务必记录您的用户名

和密码。 

 

我在申请时出错。我该如何修复？ 

您在提交申请后无法进行编辑。很遗憾，由于申请提交量太大，我们无法提供申请更新援助。  

 

如果我有关于在线补助申请的其他疑问，应与谁联系？ 

申请于 2022 年 8 月 9 日开放后，如果您遇到技术问题，请使用此表单提交问题。 

我们将为技术问题提供翻译支持。 

  

若有其他问题，请访问休斯顿股票基金网站 www.houstonequityfund.org 并查看开放营业资助计

划页面。我们鼓励申请人在主页底部注册休斯顿股票基金新闻通讯，并参考常见问题 (FAQ) 文

档，该文档将在申请期间不断更新。申请人也可注册休斯顿股票基金新闻通讯，获取有关常见

问题更新的通知。  

  

由于预计将会有大量申请人，休斯顿股票基金将通过线上发布的常见问题文档每周回答一次有

关申请的问题，该文档每周更新一次。 

 

我如何获知自己的申请已被接收？  

您的申请提交后，您会收到一封来自 Open for Business Grants Management Team的确认电子邮

件。如果您找不到确认电子邮件，请检查自己的垃圾邮件或垃圾文件夹。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jWcmhd3Kwg0YqWBEKevKLcxoLqeP0dDM4h-p6LAXK5MdVJg/viewform
http://www.houstonequityfund.org/
https://www.houstonequityfund.com/english/
https://www.houstonequityfund.com/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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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自己的垃圾邮件或垃圾文件夹找不到确认电子邮件，请回到申请页面并确认您点击了

“提交”。  

Greater Houston Community Foundation 的补助管理团队将与您联系，了解您是否对申请有任何

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