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澤西州經濟發展署 (NJEDA)
資金可用情況通知
Sustain & Serve NJ 计划
自 2022 年 3 月 1 日週二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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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獲取地址為
https://www.njeda.com/sustain-and-serve/。SSNJ 3 期申請截止時間為 4 月 1 日週
五下午 5:00。NJEDA 的此項計畫可免費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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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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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口普查局家庭脈搏
(Household Pulse) 調查顯示，超過 44 萬新澤西州家庭報告上周食物不足。
與此同時，服務個人的非盈利社區受到疫情影響，服務需求大幅增加，但卻沒有相應資金
可用。非盈利組織中心 (Center for Nonprofits) 報告表示，2020 年新澤西州近 50%
的非盈利組織服務需求增加，但僅有三分之一表示其資金有所增加，其中很多非盈利組織
報告表示其資金並未實現與需求水準對應的增長。這說明疫情直接導致有償服務出現了嚴
重缺口。
SSNJ 讓非盈利組織得以在滿足餐食需求劇增的同時為受到 COVID-19 疫情影响的餐厅提
供支援。

計畫詳情
按照計畫規定，最高 1000 萬美元資金將通過美國救援計畫 (American Rescue Plan
(ARP)) 作為補貼（最低 10 萬美元、最高 200 萬美元）發放給非盈利組織，用作餐廳餐
食購買和發放相關的潛在費用。領取補貼的非盈利組織還可以將其所得補貼的最多 10%
用於支撐執行計畫直接相關的運營費用。

資格
按照美國國家稅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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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 SSNJ 1 期或 2 期補貼的
非盈利組織有資格申請更多資金，且可能無需重新提交所有資格證明檔。
1. 依據下列北美行業分類系統 (NAICS) 代碼之一做出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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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NAICS
NAICS
NAICS
NAICS

代碼
代碼
代碼
代碼

611（教育服務）
62（社會援助和醫療組織，包括 NAICS 代碼 624210）
813（宗教、資助、公民、專業和類似組織）
92（公共行政）

2. 請與聯邦獎勵管理系統 (Federal System for Award Management (SAM)) 核对，
确保无被禁实体。
3. 在勞工部享有良好聲譽。
4. 新澤西州稅務部門下發的完稅證明。
5. 證明組織於 2020 年 3 月 9 日至 2022 年 3 月 1 日期間從新澤西州任何餐廳購
買 1500 次或以上餐食（總計至少 25000 美元）之發票和收據。發票必須至少包
含：餐廳名稱、購買日期、購買說明、購買數量以及合計費用。
a. 餐廳（即類屬 NAICS 代碼 722“餐饮业”或 NAICS 代码 624210“社区餐
食、社会服务”的实体）捐赠的餐食在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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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曾因疫情影響而出現費用上漲，具體表現為計畫服務需求和提供水準的增長、
服務需求的無償增加、收入的減少或在支付工資或其他運營成本方面面臨的挑戰等
問題。
此外，申請者必須提供其在收到 SSNJ 補貼後預計採購餐食的餐廳列表。為了獲得報銷，
領取補貼的非盈利組織僅可從滿足下列要求的餐廳購買餐食：
•
•

•
•
•
•
•

類屬 NAICS 代碼 722“餐饮业”或 NAICS 代码 624210“社区餐食、社会服务”；
據公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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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餐廳無 FTE 員工且無需向 NJDOL 提交 WR-30 文
件，則可提交 IRS 1040 表；
實際運營地址位於新澤西州；
在新澤西州稅務部門享有良好聲譽；
在 NJDOL 享有良好聲譽；
在法律與公共安全部門酒精飲料管制處 (ABC) 的監管下在 ABC 享有良好聲譽；
與 SAM 核對，確保無被禁實體；當前有效的市級和/或郡縣政府檢查證明表示該餐廳
已經根據新澤西零售食品機構評級 (New Jersey Retail Food Establishment
Rating) 系統獲得了“滿意”評級；餐廳在 2021 年 6 月 4 日處於營業狀態的證
明；2020 年 3 月 9 日緊急狀態部門 (State of Emergency) 聲明該餐廳因 COVID19 疫情受到了負面影響（例如暫時關閉、被迫減少工作時間、收入下降、受到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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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無法工作的員工的嚴重影響，或供應鏈遭到了嚴重破壞因而減緩了企業層面的生
產）；以及
可能適用的任何其他資格要求。

如需證明資格，餐廳需要提交：
1) 證明該餐廳在 2021 年 6 月 4 日之前處於運營狀態且 2020 年 3 月 9 日緊急狀
態部門 (State of Emergency) 聲明該餐廳因 COVID-19 疫情受到了負面影響的表
格。申請者提交其 Sustain & Serve NJ 申请后，此表将由 NJEDA 直接寄送给该
申请所列餐厅。
2) 當前有效的市級和/或郡縣政府檢查證明表示該餐廳已經根據新澤西州零售食品機
構評級 (New Jersey Retail Food Establishment Rating) 系統獲得了“滿意”
評級。
3) 如果實體未向 NJDOL 提交 WR-30 表，則提交核實該餐廳無 FTE 員工的 IRS 1040
表副本。
餐廳可能未直接申請此項補貼。對本計畫感興趣的餐廳可以聯繫已確立批量餐食購買和
分發計畫的實體，討論潛在的參與機會。領取 SSNJ 1 期補貼的非盈利組織清單見此处，
領取 2 期補貼的非盈利組織清單見此处。餐廳也可選擇公開加入此列表。餐廳如需加入
此列表，請填寫此表。可能申請此項補貼的非盈利組織可選擇查閱該登記表，並聯繫餐廳
來瞭解他們參與 SSNJ 的情況。被列入此列表並不意味著得到 NJEDA 的背書支持。強烈
建議各方進行盡職調查。目前參與 SSNJ 2 期的餐廳可能無需重新提交所有資格證明檔。
類屬 NAICS 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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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類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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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屬 NAICS 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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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屬 NAICS 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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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類屬 NAICS 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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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無資格提出申請的企業包括但不限於出現下列情況之組織：從事賭博或博彩活動；
從事或承辦“成人”（即色情、淫穢、淫穢或其他同樣性質不雅的）活動、服務、產品或
材料（包括裸體或半裸表演或銷售性輔助器具或裝置）；從事任何拍賣、破產或解雇或
“租約失效”或“企業停業”或類似銷售活動；從事零售商戶銷售、聖誕樹銷售或其他露
天儲存；從事任何構成妨害之活動；或有任何非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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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用途
據 SSNJ 規定，補貼資金可用於預期在補貼發放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間進行的批
量餐食採購相關產生的直接費用，包括：餐廳的食物和配料費用；勞動力、包裝和設施；
餐廳要求的配送費；以及餐廳的任何邊際利潤。
最多 10% 的補貼資金可用作領取補貼組織執行 SSNJ 直接相關產生的運營費用。可獲准
的運營費用包括：工作人員薪資和附加福利（與工作人員專用於計畫的工作時間成比
例）、領取補貼組織完成的餐食配送交通補貼、向協助監控餐食購買並製作發票的供應商
支付的費用（例如會計事務所或專業服務公司）以及計畫運營所需的物資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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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貼金額
根據 SSNJ 規定，可用的補貼金額最低 10 萬美元，最高 200 萬美元。補貼資金包括餐
食購買的費用（占補貼資金的 90% 或以上）和運營費用（最高占補貼資金的 10%）。餐
食購買將根據每頓餐食的統一費率報銷。雖然不排除有實體從餐廳購買每餐超過 12 美元
之餐食的情況，但NJEDA 的報銷上限為每餐 12 美元。
按照補貼資金申請規定，實體申請的補助金額為 10 萬美元至 200 萬美元。按照此項申
請規定，申請人可申請該資金的最高 10%（最高 20 萬美元）用作符合要求的運營開支。
所有其他資金必須用作餐食購買直接費用的援助資金。如果申請者支出的運營費用在領取
補貼中占不足 10%，則可將剩餘資金用於購買更多餐食。
一旦 NJEDA 收到所有申請，如果所有合格申請要求的補貼資金總額超過 SSNJ 可用的
1000 萬美元，NJEDA 將根據為各合格申請者確定的金額來按比例分配補貼資金，同時降
低所有補貼資金以便反映合格申請者在可用資金中所占的份額。如果可用資金無法按比例
分配以便讓各個合格申請者均得到最低10 萬美元的補貼資金，NJDA 則將為所有合格申請
者平等分配補貼資金。

資金支出
SSNJ 是報銷型補貼。針對各筆補貼資金，總金額將隨著符合條件的費用產生得到增量支
付，並由領取補貼組織向 NJEDA 提出支付申請。支付申請必須由證明文件證實，證明文
件須表明費用實際產生且符合補貼資金的合格使用要求（例如合格餐廳開具的證明所採購
餐食數量、每餐費用以及供應餐食之餐廳的發票；表明其在 SSNJ 上所用時間的工作人員
工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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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期間，領取補貼組織可要求變更或添加參與計畫的餐廳，他們從此類餐廳購買餐食並
通過 SSNJ 得到報銷。餐廳變更或添加申請必須以書面形式提出，並由 NJEDA 審查。

申請過程
線上申請接收時間為 2022 年 3 月 1 日（中午 12:00）至 2022 年 4 月 1 日（下午
5:00）。申請期結束後，所有完整申請將接受審查。
SSNJ 申請過程分為三步。
1) 對本計畫感興趣的非盈利組織必須提交申請，其中包含擬議加入計畫的餐廳列表。
2) 之後列出的餐廳將收到 NJEDA 直接寄送的簡短表格，各餐廳必須填寫該表格並寄
送給感興趣的非盈利組織。
3) 感興趣的非盈利組織必須審查各餐廳的提交檔，給予批准，並將此等檔寄送給
NJEDA。感興趣的非盈利組織必須在申請截止時間前完成對提交檔的批准並將檔提
交給 NJEDA。
申請者應留有充足時間以便提交其自身及其所列餐廳的材料。未針對至少一家餐廳完成以
上所有三個步驟的申請者將被視為未完成申請。

費用
考慮到身為合格申請者的非盈利組織面臨財務困難，NJEDA 將免費為申請者提供本計畫。

其他資訊
如需關於 Sustain & Serve NJ 计划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NJEDA 网站：
https://www.njeda.com/sustain-and-serve/。
如需語言協助，請將姓名、所用語言和電話號碼告知 NJEDA，聯繫郵箱：
languagehelp@nje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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