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泽西州经济发展署 (NJEDA)
资金可用情况通知
Sustain & Serve NJ 计划
自 2022 年 3 月 1 日周二中午 12:00 起，新泽西州经济发展署 (NJEDA) 将开始接收
Sustain & Serve New Jersey (SSNJ) 计划 3 期申请。申请获取地址为
https://www.njeda.com/sustain-and-serve/。SSNJ 3 期申请截止时间为 4 月 1 日周
五下午 5:00。NJEDA 的此项计划可免费申请。

宗旨
Sustain & Serve New Jersey (SSNJ) 计划旨在为新泽西州非盈利组织提供援助，让其可
以从受 COVID-19 疫情影响的餐厅购买餐食，并免费分发给有需要的新泽西州民众。

概述
COVID-19 疫情期间，新泽西州民众的温饱成了难题。美国人口普查局家庭脉搏
(Household Pulse) 调查显示，超过 44 万新泽西州家庭报告上周食物不足。
与此同时，服务个人的非盈利社区受到疫情影响，服务需求大幅增加，但却没有相应资金
可用。非盈利组织中心 (Center for Nonprofits) 报告表示，2020 年新泽西州近 50%
的非盈利组织服务需求增加，但仅有三分之一表示其资金有所增加，其中很多非盈利组织
报告表示其资金并未实现与需求水平对应的增长。这说明疫情直接导致有偿服务出现了严
重缺口。
SSNJ 让非盈利组织得以在满足餐食需求剧增的同时为受到 COVID-19 疫情影响的餐厅提
供支援。

计划详情
按照计划规定，最高 1000 万美元资金将通过美国救援计划 (American Rescue Plan
(ARP)) 作为补贴（最低 10 万美元、最高 200 万美元）发放给非盈利组织，用作餐厅餐
食购买和发放相关的潜在费用。领取补贴的非盈利组织还可以将其所得补贴的最多 10%
用于支撑执行计划直接相关的运营费用。

资格
按照美国国家税务局 (IRS) 或新泽西州消费者事务局规定，SSNJ 接受证明其符合下列标
准的 501(c)(3) 和 501(c)(19) 非盈利组织提出的申请。领取 SSNJ 1 期或 2 期补贴的
非盈利组织有资格申请更多资金，且可能无需重新提交所有资格证明文件。
1. 依据下列北美行业分类系统 (NAICS) 代码之一做出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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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NAICS
NAICS
NAICS
NAICS

代码
代码
代码
代码

611（教育服务）
62（社会援助和医疗组织，包括 NAICS 代码 624210）
813（宗教、资助、公民、专业和类似组织）
92（公共行政）

2. 请与联邦奖励管理系统 (Federal System for Award Management (SAM)) 核对，
确保无被禁实体。
3. 在劳工部享有良好声誉。
4. 新泽西州税务部门下发的完税证明。
5. 证明组织于 2020 年 3 月 9 日至 2022 年 3 月 1 日期间从新泽西州任何餐厅购
买 1500 次或以上餐食（总计至少 25000 美元）之发票和收据。发票必须至少包
含：餐厅名称、购买日期、购买说明、购买数量以及合计费用。
a. 餐厅（即类属 NAICS 代码 722“餐饮业”或 NAICS 代码 624210“社区餐
食、社会服务”的实体）捐赠的餐食在过往购买要求中最高可占到 50%（最
多 750 次餐食和 12500 美元），但前提是申请者可从捐赠餐食的餐厅获取
核实餐食数量和所捐赠餐食货币价值的发票。
6. 组织曾因疫情影响而出现费用上涨，具体表现为计划服务需求和提供水平的增长、
服务需求的无偿增加、收入的减少或在支付工资或其他运营成本方面面临的挑战等
问题。
此外，申请者必须提供其在收到 SSNJ 补贴后预计采购餐食的餐厅列表。为了获得报销，
领取补贴的非盈利组织仅可从满足下列要求的餐厅购买餐食：
•
•

•
•
•
•
•

类属 NAICS 代码 722“餐饮业”或 NAICS 代码 624210“社区餐食、社会服务”；
据公司向 NJDOL 提交的 Q4 2021 WR-30 文件显示，申请时公司相当于全职工作
(FTE) 的员工为 50 人或以下。如果餐厅无 FTE 员工且无需向 NJDOL 提交 WR-30 文
件，则可提交 IRS 1040 表；
实际运营地址位于新泽西州；
在新泽西州税务部门享有良好声誉；
在 NJDOL 享有良好声誉；
在法律与公共安全部门酒精饮料管制处 (ABC) 的监管下在 ABC 享有良好声誉；
与 SAM 核对，确保无被禁实体；当前有效的市级和/或郡县政府检查证明表示该餐厅
已经根据新泽西零售食品机构评级 (New Jersey Retail Food Establishment
Rating) 系统获得了“满意”评级；餐厅在 2021 年 6 月 4 日处于营业状态的证
明；2020 年 3 月 9 日紧急状态部门 (State of Emergency) 声明该餐厅因 COVID19 疫情受到了负面影响（例如暂时关闭、被迫减少工作时间、收入下降、受到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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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无法工作的员工的严重影响，或供应链遭到了严重破坏因而减缓了企业层面的生
产）；以及
可能适用的任何其他资格要求。

如需证明资格，餐厅需要提交：
1) 证明该餐厅在 2021 年 6 月 4 日之前处于运营状态且 2020 年 3 月 9 日紧急状
态部门 (State of Emergency) 声明该餐厅因 COVID-19 疫情受到了负面影响的表
格。申请者提交其 Sustain & Serve NJ 申请后，此表将由 NJEDA 直接寄送给该
申请所列餐厅。
2) 当前有效的市级和/或郡县政府检查证明表示该餐厅已经根据新泽西州零售食品机
构评级 (New Jersey Retail Food Establishment Rating) 系统获得了“满意”
评级。
3) 如果实体未向 NJDOL 提交 WR-30 表，则提交核实该餐厅无 FTE 员工的 IRS 1040
表副本。
餐厅可能未直接申请此项补贴。对本计划感兴趣的餐厅可以联系已确立批量餐食购买和
分发计划的实体，讨论潜在的参与机会。领取 SSNJ 1 期补贴的非盈利组织列表见此处，
领取 2 期补贴的非盈利组织列表见此处。餐厅也可选择公开加入此列表。餐厅如需加入
此列表，请填写此表。可能申请此项补贴的非盈利组织可选择查阅该登记表，并联系餐厅
来了解他们参与 SSNJ 的情况。被列入此列表并不意味着得到 NJEDA 的背书支持。强烈
建议各方进行尽职调查。目前参与 SSNJ 2 期的餐厅可能无需重新提交所有资格证明文
件。
类属 NAICS 代码 624210 的社区餐食/社会服务实体可直接申请 SSNJ，并作为领取补贴
组织来提供服务。但是类属 NAICS 代码 624210 的任何补贴申请者不可担任其组织或任
何其他 SSNJ 申请者或领取补贴组织的餐食提供方（即他们不可购买自家制作的餐食，而
且领取补贴的其他非盈利组织不可从他们这里购买餐食）。类属 NAICS 代码 624210 且
选择作为领取补贴组织直接提出申请的实体必须在其申请中列出至少一家可供其购买餐食
的其他餐厅。类属 NAICS 代码 624210 的申请者可从类属代码 624210 的其他实体处购
买餐食，但不得共用雇主身份识别号码 (Emplo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EIN))。最
后，类属 NAICS 代码 624210 且担任餐食供应方（即非领取补贴组织）的实体可与一家
或多家申请者合作。
最后，无资格提出申请的企业包括但不限于出现下列情况之组织：从事赌博或博彩活动；
从事或承办“成人”（即色情、淫秽、淫秽或其他同样性质不雅的）活动、服务、产品或
材料（包括裸体或半裸表演或销售性辅助器具或装置）；从事任何拍卖、破产或解雇或
“租约失效”或“企业停业”或类似销售活动；从事零售商户销售、圣诞树销售或其他露
天储存；从事任何构成妨害之活动；或有任何非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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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用途
据 SSNJ 规定，补贴资金可用于预期在补贴发放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进行的批
量餐食采购相关产生的直接费用，包括：餐厅的食物和配料费用；劳动力、包装和设施；
餐厅要求的配送费；以及餐厅的任何边际利润。
最多 10% 的补贴资金可用作领取补贴组织执行 SSNJ 直接相关产生的运营费用。可获准
的运营费用包括：工作人员薪资和附加福利（与工作人员专用于计划的工作时间成比
例）、领取补贴组织完成的餐食配送交通补贴、向协助监控餐食购买并制作发票的供货商
支付的费用（例如会计事务所或专业服务公司）以及计划运营所需的物资费用。
按照 Serve and Sustain NJ 计划要求，领取补贴的非盈利组织不得转售使用补贴资金购
买的任何餐食，而且不得向领取补贴组织的付薪工作人员分发餐食。

补贴金额
根据 SSNJ 规定，可用的补贴金额最低 10 万美元，最高 200 万美元。补贴资金包括餐
食购买的费用（占补贴资金的 90% 或以上）和运营费用（最高占补贴资金的 10%）。餐
食购买将根据每顿餐食的统一费率报销。虽然不排除有实体从餐厅购买每餐超过 12 美元
之餐食的情况，但NJEDA 的报销上限为每餐 12 美元。
按照补贴资金申请规定，实体申请的补助金额为 10 万美元至 200 万美元。按照此项申
请规定，申请人可申请该资金的最高 10%（最高 20 万美元）用作符合要求的运营开支。
所有其他资金必须用作餐食购买直接费用的援助资金。如果申请者支出的运营费用在领取
补贴中占不足 10%，则可将剩余资金用于购买更多餐食。
一旦 NJEDA 收到所有申请，如果所有合格申请要求的补贴资金总额超过 SSNJ 可用的
1000 万美元，NJEDA 将根据为各合格申请者确定的金额来按比例分配补贴资金，同时降
低所有补贴资金以便反映合格申请者在可用资金中所占的份额。如果可用资金无法按比例
分配以便让各个合格申请者均得到最低10 万美元的补贴资金，NJDA 则将为所有合格申请
者平等分配补贴资金。

资金支出
SSNJ 是报销型补贴。针对各笔补贴资金，总金额将随着符合条件的费用产生得到增量支
付，并由领取补贴组织向 NJEDA 提出支付申请。支付申请必须由证明文件证实，证明文
件须表明费用实际产生且符合补贴资金的合格使用要求（例如合格餐厅开具的证明所采购
餐食数量、每餐费用以及供应餐食之餐厅的发票；表明其在 SSNJ 上所用时间的工作人员
工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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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期间，领取补贴组织可要求变更或添加参与计划的餐厅，他们从此类餐厅购买餐食并
通过 SSNJ 得到报销。餐厅变更或添加申请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并由 NJEDA 审查。

申请过程
在线申请接收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1 日（中午 12:00）至 2022 年 4 月 1 日（下午
5:00）。申请期结束后，所有完整申请将接受审查。
SSNJ 申请过程分为三步。
1) 对本计划感兴趣的非盈利组织必须提交申请，其中包含拟议加入计划的餐厅列表。
2) 之后列出的餐厅将收到 NJEDA 直接寄送的简短表格，各餐厅必须填写该表格并寄
送给感兴趣的非盈利组织。
3) 感兴趣的非盈利组织必须审查各餐厅的提交文件，给予批准，并将此等文件寄送给
NJEDA。感兴趣的非盈利组织必须在申请截止时间前完成对提交文件的批准并将文
件提交给 NJEDA。
申请者应留有充足时间以便提交其自身及其所列餐厅的材料。未针对至少一家餐厅完成以
上所有三个步骤的申请者将被视为未完成申请。

费用
考虑到身为合格申请者的非盈利组织面临财务困难，NJEDA 将免费为申请者提供本计划。

其他信息
如需关于 Sustain & Serve NJ 计划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NJEDA 网站：
https://www.njeda.com/sustain-and-serve/。
如需语言协助，请将姓名、所用语言和电话号码告知 NJEDA，联系邮箱：
languagehelp@nje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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