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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小型企业"补助金第二阶段计划 

 
(En Español) | (Hmong) | (Mandarin) 
（西班牙语）| （苗族）| （普通话） 

 
1.  什么是"我们都是小型企业"补助金第二阶段计划 ？ 

"我们都是小型企业"补助金第二阶段计划 旨在帮助小型企业在 COVID-19 大流行中重新出现时重新站起来，

同时也鼓励采用最佳做法来留住员工，客户和社区安全。 

由联邦《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CARES）法案》资助的“我们都是小型企业”补助金第二阶段计

划将为威斯康星州的小企业提供补助，以帮助他们减少业务中断或改善健康与安全的成本，工资和薪金，租

金，抵押和存货。 

该计划的第一阶段由威斯康星州经济发展公司（WEDC）设计，营销和管理。第一阶段的申请已不再被接受

。威斯康星州税务局（DOR）正在管理该计划的第二阶段，而 WEDC 则致力于该计划的营销。 

 

2. 何谓"我们都在做生意"？ 

该计划旨在帮助威斯康星州的小型企业重新站起来，同时鼓励采用最佳做法，以建立对重新开放威斯康星州

经济的信心。承诺接受资助的受助者将遵守其设施中的健康安全最佳做法，以保护员工，客户和他们所在的

社区，从而成为我们的全部业务。特定于行业的安全准则可在 wedc.org/reopen-guidelines 中找到。WEDC 和

DOR 鼓励所有大小的企业采取使安全最大化且平衡健康和生计的行为。我们全都为了健康和安全。 

 

3. 何时可以申请？ 

申请接受间期将于 10 月 19 日（星期一）上午 8：00 至 11 月 2 日（星期一）晚上 11：59 结束。 

 

4. 该如何申请？ 

您必须在线申请。该申请将于 10 月 19 日上午 8：00 在 revenue.wi.gov 上提供。如果您无法在线申请，您可

以拨打威斯康星州税务局 （DOR） 电话 （608） 266-2772 寻求帮助。 

 

5. 其他人可以代表我申请吗？ 

企业可以自己申请，或由代理人代为申请。完成申请者必须输入他们的名字和姓氏。 

 

6. 申请需要多久才能完成？ 

只要企业准备好 2019 年联邦纳税申报表，就可以很快完成在线申请。 2019 年联邦表格相应行的收入金额（

请参阅问题 10 的答案）用于确定资格。 
 
 

https://www.revenue.wi.gov/Pages/TaxPro/2020/SmallBusinessGrantProgram.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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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venue.wi.gov/pages/home.aspx


7. 谁有资格申请？ 

如果满足以下所有条件，则企业可以申请： 

•  该企业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前开始运营，2020 年运营时，并因 COVID-19 大流行而遭受经济损失 
 

• 企业提交了其 2019 年联邦和威斯康星州的收入或特许经营税申报表（某些例外适用于会计年度申报人–

请参阅下面的问题 14） 
 

• 该企业的联邦纳税申报表上明确地显示的年收入超过 0 美元且不到 100 万美元（总收入减去销货退回与

折扣）： 
o 2019 年表格 1065 第 1c 行 
o 2019 年表格 1120 第 1c 行 
o 2019 年表格 1120-S 第 1c 行 
o 2019 年附表 C 第 3 行（表格 1040 或 1040-SR） 

 
• 该企业在 2019 年期间拥有 1 到 50 名全日制员工（或等同于全日制的工时）。在确定‘我们都在’小型

企业政府补助金申请资格时，如果一个独资企业的业主或者一个合伙人企业（partnership）的合作人参与

企业的日常业务运营活动，则该业主和合伙人也计入全日制员工人数。季节性企业需要使用本季节雇用

的最高全日制员工总人数。一个‘等同于全日制的工时’的核定标准是以一个或多个员工每周总共工作

40 个小时来计算。例如，如果您有 2 名员工，每人每周工作 20 个小时，那么您就可以按照 1 个全日制

员工的工时计算 
 

• 该企业在 2019 年拥有或租用的不动产和有形个人财产中，企业的价值至少 75％位于威斯康星州。根据此

标准，企业拥有的不动产和有形个人财产按其原始成本进行估值，并且企业租用的不动产和有形个人财

产的估值等于企业所支付的年租金，减去已收取转租赁业务的年租金, 乘以 8。 
 
 

• 该企业 2019 年计算的人工成本中，至少有 75%是支付给了在威斯康星州（Wisconsin）境内提供服务的人

员。 在核定这一标准是， 人工成本也包括那些支付给职业机构（professional employer）组织或职业机构

团体的金额。 

 
• 业主或企业不得在以下列表中之一： 

o 威斯康星州税务局拖欠纳税人名单 
https://www.revenue.wi.gov/Pages/Delqlist/DelqSearch.aspx 
 

o 威斯康星州劳动力发展部禁止承包商名单 
https://wisconsindot.gov/Pages/doing-bus/contractors/hcci/cntrct-info.aspx 
 

o 威斯康星州行政部合规供应商目录 
http://vendornet.state.wi.us/vendornet/wocc/CertList.pdf 
 

o 威斯康星州惩教部性犯罪者登记处 
https://appsdoc.wi.gov/public  
 

• 企业不得是政府单位或主要参与以下任何北美工业分类系统 （NAICS） 代码开头： 
o 111XXX - 作物生产 
o 112XXX - 动物生产或水产养殖 
o 5311XX - 房地产出租人 
o 813XXX - 非营利组织 

https://www.revenue.wi.gov/Pages/Delqlist/DelqSearch.aspx
https://wisconsindot.gov/Pages/doing-bus/contractors/hcci/cntrct-info.aspx
http://vendornet.state.wi.us/vendornet/wocc/CertList.pdf
https://appsdoc.wi.gov/public


 

8. 一个非独立实体企业（disregarded entity）是否有资格参加 “‘我们都在’小型企业政府补助金 —第 2 阶段计

划” ？ 

可以参加，但是该非独立实体企业的业主需要使用自己的姓名及自己的税务申报代码提交补助金申请。例如

，某非独立实体企业是个只有一个业主的有限责任公司，而该企业的所得税申报是通过业主的个人所得税表

（联邦个人所得税表 1040，附表 C）进行申报的，该业主就应当使用个人的姓名和个人的税务申报代码（比

如，社会安全号码）进行申请。  

一个非独立实体企业（disregarded entity）是指一个业务实体无法单独以该企业的名义独立进行联邦所得税申

报，而必须通过该企业的所有者提交联邦所得税申报表的。  

注意：如果一个集团公司（corporation）是以合并（combined）的形式提交税务报表的，该集团下的各公司

必须单独申请参加“‘我们都在’ 小型企业政府补助金—第 2 阶段计划”。 

 

9. 如果我的纳税申报表上报告的收入金额不正确，怎么办？ 

您必须在 11 月 13 日中午 12 点 之前，将已经修改正确的纳税申报表提交给 DOR 并将所有错误全部解决。

请致电 （608）266-2772 或发邮件到 DORWeAreAllIn@wisconsin.gov  

 

10. 如果我是季节性企业，我有资格申请吗？ 

是的。如果您的企业在 2019 年运营，但尚未在 2020 年运营，您仍可以申请。 

 

11. 如果我是独资企业，我有资格申请吗？ 

有资格申请。独资企业有资格申请。 

 

12. 零散工人和其他独立承包人是否有资格获得补助金？ 

如果这些人符合综上所述的标准就有资格申请。 例如，他们必须已经申报并提交了个人纳税申报表，并在联

邦个人所得税表 1040 的附表 C 上申报了零工或承包所得。 

 

13. 如果我还没有提交 2019 年纳税申报表，怎么办？ 

在申请‘我们都在’小型企业政府补助金 —第 2 阶段计划之前，您必须先提交 2019 年威斯康星州的纳税申报表

。 

 

14. 如果我是按照会计年度申报税表，在申请 “‘我们都在’小型企业政府补助金 —第 2 阶段计划” 时要如何填写

我的年收入？ 

如果会计年度纳税申报人且按规定尚未提交 2019 年纳税申报表的，可使用其 2018 年纳税申报表中的金额来

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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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为申请准备时，还有哪些其他的信息我需要提前了解？ 

除了 您还需要提供您的 2019 年联邦纳税申报表外，您还需要一个和您的业务类型最匹配的 NAICS 代码。这

个代码可以在北美行业分类系统里搜索（the 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您的纳税申报表

上可能已经显示有此信息。如果没有，您可以在以下链接搜索相应的 NAICS 代码：naics.com/search/ 
 

16. 申请表要求填写企业所有者的种族。种族类型描述： 

 

•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土著人- 起源于北美和南美（包括中美洲）的任何原住民，并保持部落隶属关系

或社区依附关系的人 
 

• 亚洲人- 起源于远东，东南亚或印度次大陆的任何原住民，包括柬埔寨，中国，印度，日本，韩国，马来

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群岛，泰国和越南 
 

• 黑人或非裔美国人- 起源于非洲任何黑人种族的人。还可以使用海地人或黑人等术语 
 

• 西班牙裔或拉丁美洲裔 - 古巴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南美或中美洲人，或其他西班牙文化或血统的

人 
 

• 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岛居民 - 原籍夏威夷，关岛，萨摩亚或其他太平洋岛屿的原住民 
 

• 白人- 来自欧洲，中东或北非的原住民 
 

这些描述与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制定的 1997 年种族和族裔联邦数据分类标准一致 

（统计政策指令第 15 号） 

17. 我申请了第一轮的我们都参与小型企业资助第二阶段项目（We're All In Small Business Grant – Phase 2），并

且已经获得了 WEDC 发放的资助款 (WEDC 威斯康星州经济发展公司) 。我可以再次申请吗？ 

可以，但是如果您不符合上述条件，不要申请。 

 

18. 我向 WEDC 申请了我们都参与小型企业资助第一阶段项目，但是遭到拒绝。我可以向 DOR(财政部)申请第二

阶段吗？  

可以，但是如果您不符合上述条件，不要申请。 

 

19. 我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收到资助款？ 

财政部将在 12 月 4 日发放资助款。您可以要求将资助款直接存入银行帐户或通过邮寄支票的方式 

 

20. 我的资助款是否会被拦截以支付拖欠的税款或其他债务？ 

否。 

 

https://www.naics.com/search/


21. 什么是合格的资助款用途？ 

资助款可用于任何运营成本，包括但不限于工资和薪金，租金，抵押贷款，库存，改善健康和安全。 

 

22. 我们都参与小型企业资助项目第二阶段的资助款是否纳税？ 

是。联邦法律和威斯康星州法律均未将资助款排除在总收入之外。每位接收者都会收到联邦表格 1099-G (政
府付款） 

 

23. 如何发放资助款？ 

$2500 万美元的资助款将发放给最多 1万名合格的申请人。申请期结束后，将对申请进行资格审查。对于符

合资格的申请人，将优先考虑那些在第一阶段未获得 WEDC 资助款的企业，有少数人所有权的企业，以及由

于 COVID-19 大流行产生负面影响最大的行业。每位合格的申请人将获得$2500 美元的资助款，并按降序排列

，直到所有资金被全部发放。 

 

24. 我如何知道我的申请是被批准还是被拒绝？ 

如果您的申请被拒绝，您将收到财政部的电子邮件。所有符合条件的申请经过审核后，您将在 11月 23日之

前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确认您是否会收到资助款。 

 

25. 如果我的申请被拒绝，我重新提交申请吗？ 

请不要重新提交申请。财政部会使用您 2019 年（某些财务年度申报者为 2018 年）纳税申报表中的信息来决

定您是否符合条件。如果您收到拒绝您申请的电子邮件，您可以在 11 月 6 日下午 12：00 点之前与我们联系

，阐明在您的申请中提交的任何错误。致电（608）266-2772 或发送电子邮件 DORWeAreAllIn@wisconsin.gov. 

注意：所有错误必须在 11 月 13 日下午 12：00 点之前解决。未在此截止日期之前解决错误的申请人将不会

从我们都参与小型企业资助第二阶段项目中获得资助款。不要重新申请报告与您的纳税申报表不同的收入额

。 

 

26. 资助款何时发放？ 

资助款将于 12月 4日发放。 

 

27. 我（获得）的直接资助金额会被公开吗？ 

如果有查看公共记录要求，法律将要求该部门提供信息，包括您的姓名或公司名称，地址以及您收到我们都

参与小型企业资助第二阶段项目的资助款金额。 

 

28. 如果我还有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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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 DORWeAreAllIn@wisconsin.gov  

•（608）266-2772 

29. 政府是否还提供其他的与冠状病毒大流行相关的救济款可供小企业们使用？  

 

托尼·埃弗斯（Tony Evers）州长已经宣布，政府会增加 1 亿多美元的促进经济稳定计划。计划将用于为受

COVID-19 大流行打击最严重的小企业和社区提供帮助。此外，政府还将建立帮扶项目对下列行业提供支持：

住宿提供的行业、现场音乐娱乐表演场所、非营利性文化场所，以及私人拥有的电影院。上述帮扶项目的资

金 来源于联邦 ‘冠状病毒援助、缓解及经济安全法案’（CARES）所提供的资金。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这些

计划，包括计划的说明、申请的资格以及申请的日期等详细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以下地址之一： 

威斯康星州（Wisconsin）住宿提供行业 - DOACOVIDLodgingGrants@wisconsin.gov   

现场音乐娱乐表演场所 - DOACOVIDEntertainmentVenueGrants@wisconsin.gov   

非营利性文化场所 -DOACOVIDCulturalGrant@wisconsin.gov   

私人拥有的电影院 -DOACOVIDMovieTheaterGrants@wisconsin.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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