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uston Equity Fund
Wells Fargo Open for Business Grant Program
非营利组织 – 资助机会通知 第 1 轮
申请截止日期 2022 年 8 月 23 日
Open for Business 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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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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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一个关键方面是采用严
格的程序来选择和资助那些能够证明存在与下列 Houston Equity Fund 的支柱有关的直接、具体和有意义
的影响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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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机会

Houston Equity Fund 将以补助金的形式向小型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发放第一轮资金（约 500 万美元）。
Grant Program 将服务于休斯敦市内员工在 50 人或以下的与使命相一致的非营利组织，以推进 Houston
Equity Fund 的使命和支柱。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可以申请高达 65,000 美元的补助金，必须用于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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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升级有形资产，包括但不限于财产、机器、设备和库存，以支持弱势社区和/或促进休斯敦的创业精
神和丰富的小型企业生态系统。
除了补助投资外，非营利组织将获得技术援助和教育计划，以为他们的成功提供支持。主题将与受补助
方的兴趣和需求相一致，包括但不限于如何申请 501c3 地位、非营利性会计（包括 990 支持）、有效筹
款策略、技术和数据分析、领导和管理、规划和控制系统以及扩大能力。

补助优先

•

推进 Houston Equity Fund 的慈善使命和四大支柱

次序

•

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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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谁符合资
格？

对获得慈善资本有限的组织给予特别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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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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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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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位于并主要服务于社会弱势指数 0.5 分或以上的社区 (CDC SVI Map) -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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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助资金
可以用来
做什么？

补助资金必须用于购置或升级以下一种有形资产：
•

购买或改良土地

•

建造新建筑或设施

•

现有建筑或设施的翻修

•

新设或升级机器、设备（包括车辆）

•

新设或更新技术

•

购买库存

•

街道、公用设施、停车场、景观的改善或现代化改造

2

条款

补助金范围为 10,000 美元 - 65,000 美元。补助期为 12 个月。 资金必须在 6 个月内全额使
用/调拨。中期报告应在 6 个月后提交，最终报告应在 12 个月的补助期后提交。补助金额将根

据个案情况而定。

证明文件

申请人必须提供这些证明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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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此清单。

影响报告

受补助者被要求在两个时间段内提交报告：6 个月和 1 年。报告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由
Wells Fargo 规定的关键影响指标：
•

确认资金的最终用途

•

与收入、工作或员工福利有关的增长

•

资产对组织和您所服务的社区的有形影响，如您的组织所服务的个人或家庭的数
量

如何申请
登录 线上申请 - https://www.houstonequityfund.com/mandarin/
如要获得该非营利组织资助机会，所有申请人必须：
1) 在第 1 轮截止日期 – 2022 年 8 月 23 日之前提交一份完整的申请
2) 在提交申请时提交所有证明文件
3) 符合适用的联邦、州和地方法律、法规、准则和要求
申请开始时间：2022 年 8 月 9 日上午 9:00
申请截止时间：2022 年 8 月 23 日晚上 11:59
宣布奖励决定：2022 年 10 月或 11 月
申请书将提供英文、西班牙文、越南文和中文（简体）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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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疑问？
有关此资助机会的更多信息，请访问休斯顿股票基金 (Houston Equity Fund) 网站
www.houstonequityfund.org 并查看富国银行照常营业资助计划 (Wells Fargo Open for Business Grant
Program) 页面。
您可以在此页面上访问该计划资料，包括申请表样本、常见问题、指南和检查清单。
此外，您还可以找到更多有关信息会议的信息，该会议专为对此计划感兴趣的申请人举办，并向公众提
供会议录音。
如果您在线上申请门户遇到技术问题，请使用此表格提交您的问题。
由于预计将会有大量申请人，休斯顿股票基金将在常见问题文档中回答所有其他问题，该文档将会每
周更新并发布在国富银行开放营业计划主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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