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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概述



拨款金额

拨款金额将根据企业 2019 年的年度总收入计算*：

纽约州新冠肺炎疫情小型企业纾困拨款计划

计划概述

简介

纽约州新冠肺炎疫情小型企业纾困拨款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旨
在为纽约州因新冠肺炎疫情而经历经济困难但目前尚可生存的小型企
业、微型企业以及营利性独立艺术和文化团体提供灵活的拨款援助。

有关纽约州新冠肺炎疫情小型企业纾困拨款计划的更多信息，以及在
申请过程中如何获得帮助，请访问 www.nysmallbusinessrecov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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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总收入 (2019) 拨款金额

$25,000-$49,999 每家企业 $5,000

$50,000-$99,999 每家企业 $10,000

$100,000-$2,500,000 总收入的 10%
（最多 $50,000）

*关于如何确定“总收入”，请参见幻灯片 5。

纽约州帝国发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保留修订拨款
金额和计算方式的权利

http://www.nysmallbusinessrecovery.com/


3. “营利性独立艺术和文化团体”是指纽约州受《新冠肺炎健康
与安全协议》负面影响的营利性中小型私营、独立经营的现
场演出场所、推广公司、制作公司或与演出相关的企业，企
业全职员工人数不超过一百人（不包括季节性雇员）。符合
此项定义的合资格组织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建筑、舞蹈、设计、
电影、音乐、戏剧、歌剧、媒体、文学、博物馆活动、视觉
艺术、民间艺术和铸造等领域的企业。

4. 《新冠肺炎健康与安全协议》是指根据 2020 年州长发布的
第 202 号行政命令，或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发布的任何
延期或后续行政命令，或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对企业经营
施加的任何其他法规、规则或限制。

定义

1. “小型企业”是指常驻纽约州，在纽约州注册成立或在纽约州获得
营业执照或经过注册后营业，自主所有和经营，在其领域不占主
导地位且员工人数不超过一百人的企业。

2. “微型企业”是指常驻纽约州，在纽约州注册成立或在纽约州获得
营业执照或经过注册后营业，自主所有和经营，在其领域不占主
导地位且员工人数不超过十人的企业。

计划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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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小型企业资格

•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营利性独立艺术和文化团体（统称为“符合
条件的申请人”）目前必须可生存，已于 2019 年 3 月 1 日或之前
开始经营，并自申请之日起继续营业（可因新冠肺炎限制而关
闭）。
o “生存能力”将根据申请人在 2019 年是否产生正净利润来确定，

以申请人在 2019 年联邦纳税申报表上报告的净利润（见下
文）为佐证。

• 根据规定，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需出示因新冠肺炎疫情或遵守《新
冠肺炎健康与安全协议》而发生的业务变更、中断或关闭所导致
的总收入损失。

计划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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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小型企业资格（续）

• 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1.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联邦纳税申报单，其 2019 年或 2020 年

的年总收入在 $25,000 至 $2,500,000 之间。
• IRS 1120 表或 1065 表第 1a 行；
• IRS 1040 表附表 C 第 1 行；或
• IRS 1040 表附表 F 第 1a 行和 第 2 行的总和

计划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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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 2019 年和 2020 年联邦纳税申报单，证
明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年度总收入与 2019 年同期相
比至少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 (25%)，每个申报单在计算时均
包含了经纽约州劳工部核实的任何 2020 年疫情失业援助
(PUA)、联邦疫情失业补偿和/或工资损失援助计划。

• 根据 2019 年联邦纳税申报表上的 IRS 1120 表或 1065 
表第 1a 行、IRS 1040 表附表 C 第 1 行或 IRS 1040 表
附表 F 第 1a 行和第 2 行的总和和 2020 年联邦纳税申
报表上的 IRS 1120 表或 1065 表第 1a 行、IRS 1040 附
表 C 的第 1 行或IRS 1040 表附表 F 第 1a 行和第 2 行
的总和之间的差额计算损失（每种情况均为同一期
间）。计算值必须显示同比下降了 25%。2019 年实行
部分纳税年度的企业将根据 2020 年的可比月份数计
算出 25% 的损失。



未收到疫情失业援助的
损失百分比计算（示例）

2019 年的年度总收入 = $1,000,000
2020 年的年度总收入 = $750,000
损失总百分比：25%

结果：有资格获得拨款

如何计算损失百分比（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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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疫情失业援助后的
损失百分比计算（示例）

2019 年的年度总收入 = $1,000,000
2020 年的年度总收入 = $750,000 
2020 年收到的疫情失业援助 = $10,000
2020 年的年度总收入 + 2020 年疫情失业援助 = $760,000
损失总百分比：24%

结果：没有资格获得拨款



符合条件的小型企业资格（续）

4. 证明 2020 年营业收入申报表上的总费用大于拨款金额。
o 总费用计算和建议拨款额将基于申请人提交的 2020 

年联邦纳税申报表中报告的业务费用

5. 严格遵守适用的联邦、州和地方法律、法规、规范和要求。

6. 在 2020 年 7 月 15 日之前，未拖欠任何联邦、州或地方税
款，但有经批准的还款计划、延期计划或与适当的联邦、州
和地方税务机构达成的其他适用协议的除外。

计划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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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没有资格参与联邦《2021 年美国救援方案法》的企业拨款援助计
划，或任何其他可行的联邦新冠肺炎经济复苏或企业援助拨款计
划，包括根据联邦工资保障计划免除的贷款，或者无法从此类联
邦计划中获得足够的企业援助。*

*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可能已经获得或被授予以下联邦援助：

• 总额不超过 $250,000 的工资保障计划贷款

• 不超过 $10,000 的新冠肺炎经济伤害灾难预付补助金

• 不超过 $5,000 的新冠肺炎经济伤害灾难追加补助金

• 小商业管理局 (SBA) 关闭场所业主资助金



附加信息

•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必须提供纽约州认可的证据，证明该符合条件
的申请人正在开展经营，并且不受任何州、地方或其他机构强制
执行的限制。

• 由于资金有限且预期申请数量较多，因此业务类型、地理位置和
所属行业可能会影响获得拨款的机会。

• 我们将优先考虑在社会和经济上处于劣势的企业主，包括但不限
于残障人士、伤残退伍军人和退伍军人开办的企业，或根据最新
普查数据，在 2020 年 3 月 1 日之前位于贫困社区的企业。

计划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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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申请人应在申请后的 14 天内上传必备材料。如果在 60 天内
没有完成申请并上传所有必备文件，则视为无效申请。



计划概述

不符合条件的企业

• 所有非营利组织、教堂和其他宗教机构；

• 国有实体或民选官员的办公室；

• 主要从事政治或游说活动的企业；

• 从 SBA 餐厅振兴拨款计划领取拨款的企业；

• 房东和被动房地产收入企业；

• 非法经营企业；以及

• ESD（纽约州帝国发展公司）指定的其他行业或企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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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概述

资金的合格使用

拨款必须用于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1 日期间发生的与新冠
肺炎相关的费用。其中包括：
1. 工资成本；
2. 纽约州地产的商业租金或抵押贷款支付（但不包括任何租金或抵

押贷款的预付款）；
3. 支付与纽约州小型企业场所相关的地方财产税或教育税；
4. 保险费用；
5. 公用事业费用；
6. 保护工人和消费者健康与安全所必需的个人保护设备 (PPE) 的成

本；
7. 暖气、通风和空调 (HVAC) 费用；
8. 其他机器或设备费用；
9. 为遵守《新冠肺炎健康与安全协议》所需的用品和材料；或
10. 纽约州帝国发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批准的其他记录

在案的新冠肺炎成本。

资金的不当使用

根据本计划获得的拨款不得用于偿还或支付通过联邦新冠肺炎企业援
助一揽子救济计划，或纽约州任何企业援助计划获得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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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概述

必备材料

1. 有关总收入损失或其他经济困难的证明：2019 年和 2020 年企业
所得税申报表

• 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 – IRS 1120 表
• 合伙企业 – IRS 1065 表和附表 K-1
• 独资企业 – IRS 1040 表和附表 C

o 独资农业企业 – 包括 IRS 1040 表附表 F
备注：必须提交完整的 2019 年和 2020 年联邦纳税申报表

2. 已填妥的 IRS 4506-C 表（如果 Lendistry 要求提供）

3. 经营地点和目前经营情况证明（必须提供以下选项中的两 (2) 项）：
• 目前租赁合约
• 水电费账单
• 目前企业银行对账单
• 目前企业抵押贷款单
• 企业信用卡对账单
• 专业保险单
• 付款处理对账单
• NYS ST-809 或 ST-100 销售税征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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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概述

必备材料（续）

4. 所有权明细表（不适用于独资企业）：拥有企业 20% 及以上所有
权的全部所有者的姓名、地址、社会安全号码（对于非美国所有
者，则为个人纳税人识别号）、电话号码、电子邮件、所有权百
分比和身份证明：

• 要完成拨款申请，所有者/申请人必须为拥有 20% 及以上所
有权的所有者，并提供姓名、地址、社会安全号码或非美国
所有者的个人纳税人识别号、电话号码、电子邮件、所有权
百分比和身份证明。

• 为完成拨款发放，申请人必须提交拥有企业 20% 及以上所有
权的全部所有者的所有权信息明细表：姓名、地址、社会安
全号码或非美国所有者的个人纳税人识别号、电话号码、电
子邮件、所有权百分比和身份证明。

• 非美国所有者须通过 IRS CP565 表验证个人纳税人识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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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员工人数证明：最近提交的雇主公司 NYS-45 文件。

6. 企业组织证明（仅提供以下选项中的一 (1) 项）：
• 当前营业执照
• 当前经营许可证
• 组织证书
• 别称证书 (DBA)
• 纽约州授权证书
• 公司章程
• 纽约州市政当局颁发的显示在纽约州经营的授权文件。

7. 用于资金分配：IRS W-9 表和银行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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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材料
示例



总收入损失或其他经济困难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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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
IRS 1120-S 表

合伙企业
1065 表附表 K-1

独资企业
（农业企业）
1040 表附表 F

已填妥的 4506-C
（仅在 Lendistry 要求时提

供）



企业组织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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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营业执照 当前经营许可证



企业组织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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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证书 别称证书 (DBA)



企业组织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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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证书 公司章程



经营地点和目前经营情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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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必须提供以下任意两 (2) 项材料以证明经营地点和目前经营情
况：

• 目前租赁合约
• 水电费账单
• 目前企业银行对账单
• 目前企业抵押贷款单
• 企业信用卡对账单
• 专业保险单
• 付款处理对账单
• NYS ST-809 或 ST-100 销售税征收文件

重要提示：上述所列材料中，月财务报表必须是自提交申请之日起的
最近 30 天内，其他文件应为签署或记录的最新版本。

NYS ST-809 



企业组织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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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100 销售税文件 最近提交的雇主公司
NYS-45 文件。



申请审核

拥有企业 20% 及以上所有权的全部所有者的姓名、地址、社保号
码（对于非美国所有者，则为个人纳税识别号）、电话号码、电
子邮件、所有权百分比和带照片的身份证件。

您可以在门户中或点击此处下载此表。

所有权明细表
纽约州新冠肺炎疫情小型企业纾困拨款计划

https://nysmallbusinessrecovery.com/wp-content/uploads/2021/07/New-York-Recovery-Grant-Program-Additional-Owner-Form-REVISED.pdf


资金分配所需的材料（仅适用于获批拨款的符合条件的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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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9 银行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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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提示



提示 1：使用 Google Chrome 浏览器

说明

为获得最佳用户体验，请在整个申请过程中使用 Google Chrome 浏览
器。

其他浏览器可能不支持我们的界面，并可能导致您的申请出错。

如果您的设备上没有 Google Chrome 浏览器，则可以登录
https://www.google.com/chrome/ 免费下载

开始申请前，请在 Google Chrome 浏览器上执行以下操作：

1. 清除缓存：缓存数据是根据以往使用网站或申请中存储的信息，
主要用于通过自动填充信息来加快浏览过程。但是，缓存数据也
可能包含过时信息，例如旧密码或之前输入错误的信息等。这可
能会在您的申请中引入错误，并可能导致该申请被标记为潜在欺
诈。

2. 启用无痕模式：无痕模式允许您已私密形式输入信息，并防止您
的数据被记住或缓存。

3. 禁用弹出窗口阻止程序：我们的申请具有多条弹出消息，用于确
认您提供的信息是否准确。您必须在 Google Chrome 浏览器上禁
用弹出窗口拦截器才能看到这些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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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chrome/


说明

1. 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然后转到“设置”。

2. 转到“隐私设置和安全性”，然后选择“清除浏览数据”。

提示 2：清除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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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清除数据”。

纽约州新冠肺炎疫情小型企业纾困拨款计划



说明

点击浏览器右上角的三个点，然后选择“打开新的无痕窗口”。您的浏览器将打开一个新窗口。

提示 3：使用无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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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提示 4：禁用弹出窗口阻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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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Google Chrome 浏览器中，点击
右上角的三个点，然后选择“设置”。

2. 选择“隐私设置和安全性”。

3. 选择“网站设置”。

4. 选择“弹出式窗口和重定向”。

5. 点击按钮，使其变为蓝色，此时，
状态将从“已阻止”变为“允许”。

纽约州新冠肺炎疫情小型企业纾困拨款计划



提示 5：以 PDF 格式提交所有文件

说明

电子表格必须清晰、排列整齐，不含干扰性背景。

关于上传文件的重要提示：
• 所有文件必须以 PDF 格式提交（不支持 .IMG 和 .JPEG 文件）。
• 文件大小必须小于 15MB。
• 文件名不能包含任何特殊字符（!@#$%^&*()_+）。
• 如果您的文件受密码保护，您需要在门户上输入密码，否则我们

将无法查看文件。

如果您没有扫描仪，我们建议您使用以下免费移动应用程序：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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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ius Scan
Apple | 点击此处下载
Android | 点击此处下载

Adobe Scan
Apple | 点击此处下载
Android | 点击此处下载

https://apps.apple.com/us/app/genius-scan-pdf-scanner/id377672876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thegrizzlylabs.geniusscan.free&hl=en_US&gl=US
https://apps.apple.com/us/app/adobe-scan-mobile-pdf-scanner/id1199564834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adobe.scan.android&hl=en_US&gl=US


提示 6：使用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

说明

请确保您在申请时使用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您将通过提供的电子邮
件地址接收更新和其他说明。

重要提示 - 我们的系统无法接受或识别以下电子邮件地址：

以 @info
开头的电子邮件例如：info@mycompany.com

以 @contact.com 或者 @noreply.com 结尾的电子邮件
例如：example@contact.com
例如：example@norep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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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7：将申请表翻译成您偏好的语言

说明

我们的申请表将被翻译成以下语言：
• 阿拉伯语
• 孟加拉语
• 中文（简体中文）
• 法语
• 德语
• 海地克里奥尔语
• 印地语
• 意大利语
• 韩语
• 波兰语
• 俄语
• 西班牙语
• 意第绪语

重要提示：在填写申请时如需非英语语言支持，请联系我们的呼叫中
心或访问 www.nysmallbusinessrecov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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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ysmallbusinessrecovery.com/


32

申请
需要哪些信息



开始之前

注意事项

该拨款计划由纽约州帝国发展公司管理，并由
Lendistry 提供技术支持。

开始之前，您需要在等候室排队以开始新的申请。
（重要提示：请勿填写多份申请表。这样做会被
检测为潜在的欺诈行为，并且会扰乱您的申请。）

您无须在一次会话中完成申请表，可以选择保存
并在以后继续完成。

在申请表的“Let's Get Started”（开始申请）部分
输入您的联系信息，以便收到登录门户的凭证。
激活账户后，您就可以填写未完成的申请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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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开始申请

需要哪些信息？

• 名字
• 姓氏
• 电子邮箱
• 电话号码
• 企业名称
• 企业邮编
• 推荐合作伙伴（您在此字段中的选择不会影响您的申请）
• 首选语言

重要提示：请务必在本部分使用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重要更新和更
多说明将发送到您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请参阅“申请提示”了解无效
的电子邮件地址列表。

手机短信政策
您的拨款申请状态更新将通过手机短信发送。如需以手机短信方式接
收更新，请在阅读披露内容后勾选复选框以示同意。如果您想放弃此
项功能，请勿勾选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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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所有者详细信息。

需要哪些信息？

• 所有者名字
• 所有者姓氏
• 所有者电子邮箱
• 所有者地址、城市、州、邮政编码、县
• 所有者生日
• 所有者社会安全号码（或 ITIN）
• 所有权百分比

条款和条件

勾选复选框，表示您已阅读并同意条款和条件。您必须同意才能继续
填写拨款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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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企业信息

需要哪些信息？

• 企业名称
• 注册经营别称（简称 DBA，如适用）

注意：如果您的企业没有注册经营别称
(DBA)，请在此字段中输入“NONE”（无）。

• 企业雇主识别号 (EIN)
• 企业电话号码
• 企业类型
• 注册状态
• 企业地址、城市、州、邮政编码、县
• 企业成立日期
• 企业网站

注意：如果您的企业没有网站，请在此字段
中输入“no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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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我们如何能够帮助您？

需要哪些信息？

• 拨款目的
• 预估拨款资格金额

备注：您可以申请的拨款金额取决于您企业
2019 年的年度总收入。

• 2019 年的年度总收入（必须与您的纳税申报
表一致）

• 您的企业在 2019 年是否有盈利？（IRS 1120 
表第 28 行；IRS 1065 表第 22 行；IRS 1040 
表附表 C 第 31 行；或 IRS 1040 表附表 F 第
34 行）。

• 全职员工数量（2020 年）*
• 兼职员工数量（2020 年）*
• 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2020 年）
• 保留的就业岗位数量（2020 年）

*若企业主是企业的带薪雇员且收到 W-2，则企
业主必须包含在员工总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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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企业统计信息

需要哪些信息？

• 您的客户群是谁？
o B2B：企业对企业

公司向其他企业提供服务或产品
o B2C：企业对消费者

公司直接向个人消费者销售服务或产品
• 您企业的主要业务是什么？业务类型是什么？
• 向我们提供更多信息。
• NAICS 代码*
• 女性所有企业？**+

• 退伍军人所有企业？**
• 残障人士？**
• 种族？
• 民族？
• 特许经营企业？
• 少数族裔所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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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CS 代码系统被联邦统计局用来收集、分析并公布与美国经济有关的统计数据。

NAICS 是一个自分配系统；无人向您分配 NAICS 代码。
也就是说，由公司自行选择最能描述其主要业务活动的代码，然后在需要时使用该代码。

如需查找您的 NAICS 代码，请转至 www.naics.com。

**个人直接拥有企业 50% 以上的所有权权益。

+不需要纽约州的证明

http://www.naics.com/


第六部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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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哪些信息？

1. 截至申请日期，您的企业是否已开业并运营？
2. 您的企业是否为营利性企业？
3. 您是否严格遵守适用的联邦、州和地方法律、法规、规范和要求？
4. 在 2020 年 7 月 15 日之前，您是否拖欠任何联邦、州或地方税费，并且没有

批准的还款、延期计划，也没有与适当的联邦、州和地方税收当局达成协议。
5. 您的企业是否属于上述定义的营利性独立艺术和文化组织？（如果回答“是”，

请继续回答申请表中的附加问题）
6. 您的企业是否为伤残退伍军人所有的企业？
7. 您的企业是以工人合作社的形式成立的吗？
8. 小型企业中超过 50% 所有权是否为社会和经济弱势群体拥有，其中可能包括

少数族裔或女性拥有的、伤残退伍军人或退伍军人拥有的企业，或在 2020 
年 3 月 1 日之前经济陷入困境的社区企业（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

9. 2019 年的年度总收入？（此金额应与您的纳税申报表一致）
10. 2020 年的年度总收入？（此金额应与您的纳税申报表一致）
11. 贵公司在 2019 年运营了几个月？
12.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您的企业是否收到了与新冠肺炎相关的任何紧急资金？
13. 您是否获得了纽约州技术支持提供商的任何帮助或支持？

14. 您是否获得了企业援助中心 (EAC) 的任何帮助或支持？
15. 您是否获得了社区发展金融机构 (CDFI) 的任何帮助或支持？
16. 您是否获得了商会的任何帮助或支持？
17. 您是否获得了小型企业发展中心 (SBDC) 的任何帮助或支持？
18. 您的企业目前是否需要技术援助支持或帮助？
19. 您的企业目前是否需要贷款？



第七部分：确认

说明

在申请过程的最后，您有两个选择：

1.保存并于稍后完成申请：选择“NO”（否）
如果您想保存并于稍后完成申请，请选择“NO”（否），然后
点击“Save & Continue Later”（保存并稍后继续）。重要提示：
您必须完成申请表才能获得拨款申请资格。

2.完成并提交申请：选择“YES”（是）
如果提供的所有信息均正确，而且希望完成申请提交，请选
择“YES”（是），然后点击“Continue”（继续）。重要提示：
一旦提交申请，您将无法对其进行编辑。

如果未出现此确认消息，请确保已在 Web 浏览器上禁用弹
出窗口阻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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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申请人应在申请后的 14 天内上传必备材料。如果在
60 天内没有完成申请并上传所有必备文件，则视为无效
申请。



第八部分：确认消息

说明

成功提交申请后，您将收到以下消息。

后续步骤
您将收到一封单独的电子邮件，其中包含登录门户的用户名和
密码。请使用登录凭证完成以下所有步骤：
1. 激活并登录门户。
2. 以可接受的格式上传所有申请文件。
3. 关联您的银行信息，以便我们核实您的银行对账单，并建

立一个直接存款账户（只有被选中的申请人才需要完成此
步骤）。

请检查您的电子邮箱（包括垃圾邮件），查看来自
no-reply@mylendistry.com 的邮件，获取您的用户名和密码，
从而激活账户并上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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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查找用户名和密码

说明

1. 请检查您在拨款申请的“let’s get started with your application”（开
始申请）部分输入的电子邮箱中的邮件，以获取门户用户名和密
码。

如果未在收件箱中看到该电子邮件，请检查您的垃圾邮件文件夹。

2. 点击“Click here to log in”（单击此处登录）来激活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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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中的申请状态
（不同状态的具体含义，以及您应该怎么做）



已申请：NYR

您预计的拨款金额为：

$0.00

已申请：NYR

您预计的拨款金额为：

$10,000.00

正在审核，等待验证

已申请：NYR

您预计的拨款金额为：

$10,000.00

如何在门户中查找申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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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

具体含义：您已开始在线申请，但尚未
完成。

您应该怎么做：登录门户并填写申请表
中的所有字段。您必须提交填妥的在线
申请表，才能获得初步审核资格。

等待入选
流程

具体含义：您已提交填妥的申请表，目
前正在等待审核您的资格。

您应该怎么做：检查您的电子邮件，获
取有关您是否进入候选区的决定通知。
以 PDF 格式上传所有所需文件。您的状
态可能会是“已被选中”或“未被选中”，申
请流程的后续步骤将以这些状态为依据。

正在审核，
等待验证

具体含义：您满足本计划的最低资格要求，
并且已被选中进入申请流程的后续步骤。被
选中并不代表一定会获得拨款。Lendistry 会
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告知您申请的最新消息。

您应该怎么做：密切留意来自 Lendistry 的联
络。请及时提交他们要求的任何材料。



如何在门户中查找申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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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结算、已提交文件/等待拨款

您预计的拨款金额为：

$10,000.00

已申请：NYR

您的申请未被选中。

未
选中

具体含义：您不满足本计划的最低资格要求，
您不符合申请条件。

您应该怎么做：如果您认为自己被判定为不
符合申请条件系错误所致，请联系我们的呼
叫中心获取帮助。

已停用

已申请：NYR

您预计的拨款金额为：

$10,000.00

已停用

具体含义：您已启动一项申请，但未能在 60 
天内完成并上传所有必要材料。您的申请已
被视为无效并且不会再进行任何审核。

您应该怎么做：如果您希望继续申请，请联
系呼叫中心，重新启用您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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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文件
如何在门户中上传文件



门户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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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在开始之前，请查看以下注意事项，以确保正确上传您的文件：

• 只有在获得拨款的情况下才需要提供银行信息。

• 如果文件不适用于您的企业，请选择“N/A”（不适用）。

• 所有文件必须以 PDF 格式提交。PDF 文件必须小于 15MB。
多页的文件应做为一 (1) 个 PDF 文件提交。

• 不要在文件名中包含特殊字符（例如 ~!@#$%^&*()_+）。
我们的门户无法识别特殊字符。

• 如果您的文件受密码保护，您将需要在门户中输入密码。
所有申请人应在申请后的 14 天内上传必备材料。如果在
60 天内没有完成申请并上传所有必备文件，则视为无效
申请。



第 1 步：选择一个文件类型，然后点击向下箭头展开所在文件夹。

第 2 步：单击“Browse”（浏览），在您的设备上找到文件。所有文件必须以
PDF 格式上传。

第 3 步：
• 如果您的文件有密码保护，请从下拉菜单中选择“YES”（是），然后输入密

码。

• 如果您的文件没有密码保护，请从下拉菜单中选择“NO”（否），然后将密
码字段留空。

• 单击“Upload Documents”（上传文件）完成上传。文件的状态将从
“PENDING”（待处理）变为“COMPLETED”（已完成）。

如何在门户中上传文件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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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认证
如何下载和填写表格



申请认证

什么是申请认证？

作为申请流程的一部分，您需要通过签署一份申请证明
来自我证明信息的准确性。

申请认证将以电子形式供下载和填写。签署的申请认证
是此拨款流程中的必要文件，需要上传到门户。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完成申请认证：
1. 下载并签署电子证明，或
2. 打印并手动填写表格。

点击此处下载或打印申请认证。

填写完申请认证后，将其上传到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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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ysmallbusinessrecovery.com/wp-content/uploads/2021/08/NYS_Application-Certification-Lendistry-8.25.21-FILLABLE.pdf


下载并填写电子申请认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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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点击此处查看申请认证。

第 2 步：点击 图标将申请认证下载到您的电脑。

第 3 步：将认证保存在您的电脑桌面。

第 4 步：转到桌面，找到申请认证并从直接打开文
件。

第 5 步：您的申请认证将作为 PDF 文件打开。在所
有带编号的项目旁边输入您姓名的首字母，然后在
第 5 页输入您的签名和业务信息，即可完成申请认
证。

第 6 步：转到菜单中的“文件 > 保存” (File > Save) ，
或在键盘上按 CTRL+S 以保存完全签定的申请认证。

第 7 步：将填写好的申请认证上传到门户。

https://nysmallbusinessrecovery.com/wp-content/uploads/2021/08/NYS_Application-Certification-Lendistry-8.25.21-FILLABLE.pdf


打印并手动填写申请认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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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点击此处查看申请认证。

第 2 步：点击打印机图标，打印申请认证。

第 3 步：请用深色钢笔填写申请认证，字迹要清晰。

第 4 步：扫描已填写好的申请认证并将其上传到门户。

https://nysmallbusinessrecovery.com/wp-content/uploads/2021/08/NYS_Application-Certification-Lendistry-8.25.21-FILLABL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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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您的银行信息
（仅当您获得拨款批准时才需要）



Lendistry 使用第三方技术 (Plaid)，将来自美国任何银行或信用合作社的
账户连接到类似 Lendistry 门户的应用程序，从而实现 ACH 转账。未经
您的允许，第三方不会共享您的个人信息，也不会将其出售或出租给外
部公司。在 Plaid 上（或通过 Plaid）使用个人信息应遵守 Plaid 的最终用
户隐私政策 (https://plaid.com/legal/#end-user-privacy-policy)。Lendistry 
通过这项技术来验证和审核您的银行对账单。首选这种银行验证方法，
但是可能不被接受，包括您的银行机构无法通过提供商获得服务。这种
情况下，您可以使用其他方法来验证您的银行账户。

如何通过 PLAID 在 LENTISTRY 门户中验证银行账
户

第 1 步
• 请点击“Link Your Bank Account”（关联您的银行账户），打开

Plaid 窗口。
• 在 Plaid 窗口中点击“Continue”（继续），找到您的银行机构。
• 登录您的网上银行账户，并将其连接到 Lendistry 门户。

第 2 步
无论采用什么验证方法，都必须完成此步骤。
• 输入您的银行信息。
• “Business Account Name”（企业账户名称）字段并非账户类型。

该字段是指您的账户名称，必须为企业名称，并且与银行对账单中
列出的一致。

• 如果您的企业是独资企业，则银行账户必须仍为企业支票账户，并
且与您的姓名或 DBA 一致。

第 1 步 第 2 步

如何在门户中关联您的银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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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申请到了最终批准环节，需要您提供商业银行账户接收拨款资
金。
o 商业银行账户必须与您的申请表和银行对账单中所列的商业名

称相符。
o 如果您的企业是独资企业，则银行账户必须仍为企业银行账户，

并且与您的姓名或 DBA 一致。

• 不可使用个人银行账户作为您的商业银行账户。本规定无例外情况。
o 如果申请人没有商业银行账户，我们强烈建议申请人开设一个

商业银行账户，以满足本计划的要求。

• 如果没有商业银行账户，则无法继续处理申请，并且存在申请被判
定为不符合资格的风险。

如果您没有商业银行账户，您该怎么做
如果您没有商业银行账户，我们建议您开设一个商业银行账户，以满足
本计划的要求。请与您当地的银行联系，或与您信任的金融顾问协商，
以开设账户。以下金融机构已表示愿意与计划申请人合作。此名单未包
含所有机构，也不表示对所提及的任何金融机构的认可。

1. Ponce Bank 地址
2. Spring Bank 地址
3. Carver Bank 地址
4. 社区发展金融机构 (CDFI) 信用社

• Alternatives Federal Credit Union 地址
• Brooklyn Cooperation Federal Credit Union 地址
• Lower East Side Peoples Federal Credit Union 地址
• Neighborhood Trust Federal Credit Union 地址
• Syracuse Cooperative Federal Credit Union 地址
• New Covenant Dominion Federal Credit Union 地址

5. 独立银行家协会 (Independent Bankers Association) 地址

商业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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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mid=1Rj_VREAJQTG4xiJdGmTr5bhTxGrsU5Is&ll=40.78707056844471%2C-73.96537889638229&z=11
https://spring.bank/find-an-atm/
https://www.carverbank.com/about-carver/locations
https://www.alternatives.org/about/why-alternatives/locations-hours.html
https://www.brooklyn.coop/bank-with-us/how-to-join/
https://www.lespeoples.org/contact-us
https://www.neighborhoodtrustfcu.org/
http://www.cooperativefederal.org/en/locations
https://www.newcovenantcreditunion.org/branches-and-hours/
https://ibanys.net/member-banks-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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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您的银行信息
（仅当您获得拨款批准时才需要）

如需获取关于申请和语言的援助，请拨打电话 877-721-0097 或访问 www.nysmallbusinessrecovery.com。

http://www.nysmallbusinessrecovery.com/

	Slide Number 1
	Slide Number 2
	Slide Number 3
	Slide Number 4
	Slide Number 5
	Slide Number 6
	Slide Number 7
	Slide Number 8
	Slide Number 9
	Slide Number 10
	Slide Number 11
	Slide Number 12
	Slide Number 13
	Slide Number 14
	Slide Number 15
	Slide Number 16
	Slide Number 17
	Slide Number 18
	Slide Number 19
	Slide Number 20
	Slide Number 21
	Slide Number 22
	Slide Number 23
	Slide Number 24
	Slide Number 25
	Slide Number 26
	Slide Number 27
	Slide Number 28
	Slide Number 29
	Slide Number 30
	Slide Number 31
	Slide Number 32
	Slide Number 33
	Slide Number 34
	Slide Number 35
	Slide Number 36
	Slide Number 37
	Slide Number 38
	Slide Number 39
	Slide Number 40
	Slide Number 41
	Slide Number 42
	Slide Number 43
	Slide Number 44
	Slide Number 45
	Slide Number 46
	Slide Number 47
	Slide Number 48
	Slide Number 49
	Slide Number 50
	Slide Number 51
	Slide Number 52
	Slide Number 53
	Slide Number 54
	Slide Number 55
	Slide Number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