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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爆发 
New Jersey Economic Development Authority (NJEDA) 
资金可用性通知 
支撑并服务于新泽西州 (Sustain and Serve NJ) 
2021 年 6 月 28 日至 2021 年 7 月 18 日接受申请 
 
概述 
 
2020 年 3 月 9 日，州长 Phil Murphy 发布了 103 号行政命令，声明紧急和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以
助力新泽西州遏制 COVID-19 传播的努力。州长 Murphy 多次延长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并于 
2021 年 6 月 4 日正式结束该状态。  
 
后续控制措施得到执行，包括限制公众聚集和强制关闭非必要的企业。这些措施和全国采取的限

制公众接触 COVID-19 的类似措施一致，已经对本州的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由于用餐地点的限制以及为了安全运营而调整业务模式所带来的异常高昂的成本，按照北美行业

分类系统 (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NAICS) 代码 722 归类为“餐饮服务场

所”的企业受到 COVID-19 的影响特别大。 
 
随着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生效和数百万新泽西居民突然待在家里，餐厅收入暴跌或餐厅消失，许

多餐厅别无选择，只能改变或放弃他们的经营模式，一些餐厅不得不完全关门歇业，解雇所有员

工或让所有员工休假。许多改变经营模式的餐厅转为外卖模式（仅外卖），导致员工大幅减少。 
 
根据 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NJDOL) 的数据，2019 
年，新泽西州雇佣了 270,000 名餐厅员工。NJDOL 报告称，从 2020 年 3 月到 2021 年 4 月，近 
107,000 名餐厅员工提交了失业保险索赔。2018 年，National Restaurant Association 报告称，

新泽西州有超过 19,000 家餐厅。 
 
在大流行之前，该行业呈现增长态势，NJDOL 预计该行业到 2026 年将增长超过 12%。New 
Jersey Restaurant and Hospitality Association 估计，在大流行期间，多达 30% 的新泽西州餐厅

仍面临永久关闭的风险。 
 
虽然这些数字令人震惊，但情况可能有所缓解，部分原因是新泽西州针对 COVID-19 的几项举

措，这些举措具有相同的核心功能，即从新泽西州的餐厅批量购买预先做好的餐食，然后免费分

发给目标人群。 
 
具体而言，这些举措旨在实现两个核心目标：为餐厅创造急需的收入，以抵消因 COVID-19 造成

的直接损失，特别是暂时关闭、准备关闭和/或通过解雇或休假减少员工的餐厅；从当地餐厅购买

的免费餐食分发给目标人群，包括低收入人群、老年人、医护人员和急救人员。 
为了加强 New Jersey Economic Development Authority（NJEDA 或发展局）实施的这些举措和

其他餐厅支持计划，发展局宣布于 2020 年 11 月启动"支撑并服务于新泽西州计划" (Sustain and 
Serve NJ)。在 2021 年 2 月宣布的第一阶段补助中，NJEDA 向全州 28 个组织补助超过 1400 万
美元，为从超过 340 家餐厅购买超过 150 万份餐食提供了资金。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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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并服务于新泽西州计划 (Sustain and Serve NJ) 的目的是为新泽西州的餐厅创造急需的收

入，以抵消因 COVID-19 造成的直接损失，包括暂时关闭、准备关闭和/或通过解雇或休假减少员

工的餐厅。 
 
根据该计划，最多 1,000 万美元将用于向实体提供至少 10 万美元、至多 200 万美元的补助，以

支持从受 COVID-19 负面影响的新泽西州餐厅批量购买餐食的预期费用。 
 
作为支撑并服务于新泽西州计划 (Sustain and Serve NJ) 要求的一部分，受助人不得转售任何用

补助资金购买的餐食。 
 
符合资格的用途 
 
根据支撑并服务于新泽西州计划 (Sustain and Serve NJ)，补助资金只能用于与预计在补助执行

之日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之间发生的与批量购买餐食相关的直接成本，用于：餐厅的食品和食

材成本；劳动力、包装和设施； 以及餐厅的任何利润。 
 
申请人产生的任何其他费用，无论是用于支持从餐厅购买餐食还是其他项目，均不符合资格条

件，包括但不限于：申请人产生的间接/管理成本（例如租金、保险）、运输费、分销费、营销

费、通讯费、销售税和小费。 
 
补助金额 
 
支撑并服务于新泽西州计划 (Sustain and Serve NJ) 提供至少 100,000 美元、至多 200 万美元的

补助，补助根据要购买的餐食的预计数量和预估成本（每份餐食）计算，不含销售税、小费和送

餐费。  
 
在支撑并服务于新泽西州计划 (Sustain and Serve NJ) 下，餐食购买将根据每份餐食的统一价格

报销。虽然不排除实体以每份 10 美元以上的价格从餐厅购买餐食，但补助资金将以每份餐食 10 
美元为上限。 
 
作为补助资金申请的一部分，实体将根据预计购买的餐食数量和预估成本（每餐）申请补助金

额，不含销售税、小费和送餐费。所有补助金额估算必须基于每份餐食的统一价格，但每份餐食

的上限为 10 美元。对于授予的任何补助，当发生符合条件的开支且受赠人要求支付时，NJEDA 
将以逐步递增金额的方式向受助人支付补助总额。这些支付请求必须记录实际发生的费用与补助

资金的合格用途（即购买的餐食数量、每份餐食的成本以及供应餐食的餐厅）一致。 
 
NJEDA 收到所有申请后，如果所有符合条件的申请所请求的补助总额超过该计划可提供的 1000 
万美元，NJEDA 将根据为每个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确定的金额按比例分配补助，减少所有补助以

反映合格申请人从合格资金池中获得的份额。 
 
合格的申请人 
 
支撑并服务于新泽西州计划 (Sustain and Serve NJ) 向公共或私人实体开放，包括 501(c) 非营利

组织。要达到资格条件，申请人应提供以下文件： 
 

1) 新泽西州商业登记证书，可从以下网址获得：
https://www1.state.nj.us/TYTR_BRC/servlet/common/BRC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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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来自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的 Division of Taxation 的完税证明，可在以下网址获

得：https://www.state.nj.us/treasury/taxation/busasst.shtml 
 

3) 证明实体在 2020 年 3 月 9 日至 2021 年 6 月 28 日期间从新泽西州的任何餐厅购买了 
3,000 份或更多餐食、总金额至少为 50,000 美元的发票和收据。发票必须至少包括：餐

厅名称、购买日期、购买描述、购买数量和总成本。 
 
此外，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应在 NJDOL 保持良好的信誉，所有信誉良好的决定均由 NJDOL 局长

酌情决定。可能适用其他资格要求，这将基于任何适用的联邦要求。 
 
支撑并服务于新泽西州计划 (Sustain and Serve NJ) 的当前受助人有资格申请额外的资金，并且

可能不需要重新提交资格文件。 
 
餐厅不可直接申请此补助。对该计划感兴趣的餐厅可以联系拥有既定的批量餐食采购和分销计划

的实体，以讨论可能的参与。最新的支撑并服务于新泽西州计划 (Sustain and Serve NJ) 受助人

名单可在这里找到。餐厅也可以选择在新泽西州 COVID-19 商业中心的支撑并服务于新泽西州计

划 (Sustain and Serve NJ) 页码上公开列出他们的业务。要列出您的餐厅，请填写此表格。潜在

的补助申请人可以选择参考此注册表并联系餐厅，以了解有关参与支撑并服务于新泽西州计划 
(Sustain and Serve NJ) 的信息。列入此名单并不是 New Jersey Economic Development 
Authority 对参加支撑并服务于新泽西州计划 (Sustain and Serve NJ) 资格的认可。强烈建议各方

在选择参与餐厅时进行尽职调查。 
 
如上所述，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必须证明有在 2020 年 3 月 9 日至 2021 年 6 月 28 日期间从新泽

西州的餐厅批量购买至少 3,000 份餐食、价值至少为 50,000 美元的历史记录。 
 
作为补助申请的一部分，申请人必须列出他们将在获得支撑并服务于新泽西州计划 (Sustain and 
Serve NJ) 补助的情况下批量购买餐食的餐厅。为了获得通过支撑并服务于新泽西州计划 
(Sustain and Serve NJ) 购买餐食的费用报销，受助人只能从满足以下要求的餐厅购买餐食： 
 
• 按照 NAICS 代码 722 被归类为“餐饮服务场所”； 
• 根据公司最近向 NJDOL 提交的 WR-30，在申请时拥有 50 名或更少的全职等效员工； 
• 实际商业地点位于新泽西州； 
• 新泽西州商业登记证书，可从以下网址获得：

https://www1.state.nj.us/TYTR_BRC/servlet/common/BRCLogin； 
• 在 New Jersey Division of Taxation 保持良好信誉，所有信誉良好的决定均由 Division of 

Taxation 酌情做出；  
• 在 NJDOL 保持良好的信誉，所有信誉良好的决定均由 NJDOL 局长酌情决定；  
• 如果受 Department of Law and Public Safety 的 Division of Alcoholic Beverage Control 

(ABC) 监管，则必须在 ABC 保持良好的信誉，所有信誉良好的决定均由 ABC 酌情做出； 
• 来自市和/或县政府检查机关的最新且有效的证明，证明餐厅已根据新泽西零售食品企业评级 

(New Jersey Retail Food Establishment Rating) 系统获得满意评级；  
• 证明该餐厅于 2020 年 2 月 15 日开业，并受到 2020 年 3 月 9 日宣布的 COVID-19 紧急状态

的负面影响（例如，已被暂时关闭、被要求减少工时、收入下降、受到了因疫情而无法工作

的员工的实质性影响），或供应链已严重中断并因此减缓了公司层面的生产）；和 
• 可能适用其他资格要求，这将基于任何适用的联邦要求。  

https://www.state.nj.us/treasury/taxation/busasst.shtml
https://www.njeda.com/njeda-to-award-14-million-in-grants-to-27-entities-statewide-through-sustain-serve-nj/#:%7E:text=The%20NJEDA%20launched%20applications%20for,by%20the%20COVID%2D19%20pandemic.&text=Each%20awardee%20will%20receive%20a,the%20meals%20at%20no%20cost.
https://forms.business.nj.gov/ssnj/restaurants/
https://forms.business.nj.gov/ssnj/restaurants/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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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资格，餐厅将被要求向 NJEDA 提交：  

1) 证明该餐厅于 2020 年 2 月 15 日开业、并受到了 2020 年 3 月 9 日宣布的 COVID-19 紧
急状态的负面影响的表格。在申请人提交其支撑并服务于新泽西州 (Sustain and Serve 
NJ) 申请后，该表格将由 NJEDA 直接发送给该申请中列出的餐厅。  
 

2) 新泽西州商业登记证书，可从以下网址获得：

https://www1.state.nj.us/TYTR_BRC/servlet/common/BRCLogin；和 
 

3) 来自市和/或县政府检查机关的最新且有效的证明，证明餐厅已根据新泽西零售食品企业

评级 (New Jersey Retail Food Establishment Rating) 系统获得满意评级。 
  
最后，被禁止获得资格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赌博或游戏活动；“成人”行为或供应（即色情、淫

荡、淫秽、下流或其他类似没有名誉的）活动、服务、产品或材料（包括裸体或半裸表演或销售

性辅助或装置）；任何拍卖或破产或火灾或“失去我们的租约”或“外出业务”或类似销售；临时商人

的销售，圣诞树销售或其他户外存储；以及构成妨害的任何活动；或任何非法目的。 
 
资金支付 
 
支撑并服务于新泽西州 (Sustain and Serve NJ) 是一项基于补偿的补助。对于每一笔补助金，总

金额将随着符合条件的预计费用的发生和受助人向 NJEDA 提出支付要求而逐步按金额递增的方

式支付。支付请求必须有文件证明，表明这些费用是实际发生的并且与补助资金的合格用途（即

购买的餐食数量、每份餐食的成本、总成本、购买的项目的描述以及供应餐食的餐厅）一致。 
 
补助期限内，受助人可以要求更改或增加可以购买餐食并通过支撑并服务于新泽西州 (Sustain 
and Serve NJ) 获得报销的参与餐厅，且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申请。NJEDA 将审查更改或增加餐

厅的请求。  
 
申请流程 
 
2021 年 6 月 28 日至 2021 年 7 月 18 日期间接受在线申请，所有申请将在申请期结束后进行审

核。 
 
支撑并服务于新泽西州 (Sustain and Serve NJ) 的申请分三个部分完成： 

1) 申请人首先需要提交一份申请，其中需要列出拟供应餐食的餐厅； 
2) 列出的餐厅将直接从 NJEDA 收到一份简短的表格，如果他们希望有资格通过支撑并服务

于新泽西州 (Sustain and Serve NJ) 购买餐食，则必须填写该表格；和 
3) 在将餐厅提交的申请发送给 NJEDA 之前，申请人会收到提交的待审批餐厅的资料。审批

必须在考虑通过支撑并服务于新泽西州 (Sustain and Serve NJ) 进行餐食购买报销的申请

截止日期之前完成。  
 
申请人负责确保餐厅在申请截止日期前提交材料。申请人应留出足够的时间提交自己及其所列餐

厅的材料。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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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最终受益人的经济困难，NJEDA 将不向此计划的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 
 
其他信息 
 
有关支撑并服务于新泽西州计划 (Sustain and Serve NJ) 的其他信息可在 COVID-19 商业信息中

心上找到：https://business.nj.gov/covid。  
 
如果您需要语言协助，请向 NJEDA 发送您的姓名，告知您的口头语言，并将电话号码发送

至 languagehelp@njeda.com。  
 

https://business.nj.gov/covid
mailto:languagehelp@njed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