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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日期

补助金申请开放日期

10月4日星期一上午9时

补助金申请截止日期

10月22日星期五下午5时

补助金说明会：

10月5日星期二上午10时
10月11日星期一下午6时30分
10月18日星期一上午10时

在 Box Hill Mall 临时举办的说明会：
10月6日星期三中午12时至下午2时
10月13日星期三中午12时至下午2时

在 Nunawading Civic Centre  
临时举办的说明会：

10月14日星期四上午10时至下午3时
10月20日星期三上午10时至下午3时

补助金申请书写作班：

10月7日星期四上午10时
10月12日星期二下午6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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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Hill 临时说明会

与补助金审批官（Grant Officers）
的问答会。届时有普通话和粤语口

译员在场协助申请人进行沟通。 
无需预约

Whitehorse Civic Centre 临时

说明会

在 Nunawading 举行的与补助金审
批官（Grant Officers）的问答会。
无需预约

虽然这些活动属非强制性质，但参

加会议将帮助申请人获得成功申请

补助金的最大机会。 

申请支持

补助金说明会 

•  展示如何注册使用 SmartyGrants 
（市议会的补助金申请管理系统）。

•  解释补助金的目标和可供申请的类别，
并讨论相关标准和流程。

•  确定您提交申请所需的文件。
• 解释常见问题。

补助金申请书写作班

写作班将由 Debby Maziarz 主讲，她在
补助金申请书写作方面有丰富的专业经

验。写作班旨在：

•  就如何撰写申请书讲授实用、有帮助和
可转移的知识；

•  鼓励您探索各种项目的构思并澄清差异
之处；且

•  就补助金申请计划预算方面讲授实用、
有帮助和可转移的知识。

如需报名参加或了解更多信息， 
请浏览网站：wbiz.com.au



Whitehorse 商业补助金计划旨在帮助
企业投资于创新项目并支持其可行性。

Whitehorse 商业补助金计划旨在支持：
• 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  
• 工商业发展和繁荣。
• 本地采购和促进联系。 
• 创造商业和就业机会。
• 产业发展。
•  业务符合州政府关于 COVID-19（新冠
肺炎）安全措施的指引。 

Whitehorse 商业补助金计划有高达 25
万澳元的款项，供成功的申请者使用。

该补助金计划供竞争申请，申请者需符

合相关标准并在申请书中说明补助金在

困难时期如何为企业提供支持，同时也

助其发展壮大。

还需要证明补助金将如何令更广泛的 
Whitehorse 工商界受益。 

我们将根据一个矩阵模型对申请进行评

估及评分，决定谁是成功的申请人及补

助金额。

宗旨

并非所有的申请都会获得补助金。在某

些情况下，申请人还可以获得部分补助

来运行一个缩小或修改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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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金类别 

目的：

为投入重大创新项目相关的小型企业提

供支持（高达 20 笔补助金供申请）。

• 支持创新的设备。
• 引入新服务或产品。
• 制造业项目。

要求

• 提供 ABN 详细资料。

•  投保金额至少 500 万澳元的公共责任
险受保证明。

• 已完成的项目计划/时间表。

• 详细预算，包括供应商的资料。
• 2份当前项目的报价。
•  申请人必须在提交申请前联系市议会
的审批官讨论项目。

目的：

支持小企业提升抗压能力，适应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大环境。支持企业继

续经营的相关成本，例如：

•  营销（不包括登记如社交媒体和 Google 

Analytics 等的广告服务）。

•  小型制业造项目。
•  品牌化发展。
•  培训和专业发展。
•  企业设备，但个人设备（如手机）除外。
•  商用设备（不包括小型家用电器）。
•  卫生用品和个人防护用品。每个申请最多

250 澳元。

要求

•  提供 ABN 详细资料。

•  投保金额至少 500 万澳元的公共责任险受

保证明。

•  详细预算，包括供应商的资料。
•  有报价的申请将得到优先评估。

业务创新 
5,000 至 10,000 澳元之间

业务支持 
1,000至3,000澳元之间

21

* 企业只能申请一个补助金类别。请注意，该
过程择优批出补助金，并不能保证申请人获

得全额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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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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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认为是持续的运营费用和服务，如
租金、工资、公用事业开支（如水电

费）、日常维护或日常专业服务。

•  属于该机构年度或定期计划/活动的一
部分，或重复现有服务或正在进行的 
活动。

•  已完成的项目或活动。不接受追加项目
和/或收据。

•  与项目不一致的费用。

•  对债权人或债务进行还本付息。

•  登记包括 Google Ads、UberEats 或类
似的社交媒体广告服务。

•  持续的开支，如网站或电子邮件托管 
服务。

•  购买或登记软件应用程序的费用。

•  由专业服务提供商（即会计师/律师）
代表企业完成的申请，不能通过补助金

申请或清偿解除程序为其补助金申请书

服务费申请报销。

•  采购一般商业设备，例如 POS 机、收
银机。包括手机在内的个人设备。所有

其他一般业务设备应按具体情况进行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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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 任何提议的改善工程如引致建筑物的现有核准布局发生改变，须先取得建筑许可证。旨在改善现
有环境的普通工程，例如更换现有的招牌、油漆、照明或类似的项目，被视为一般维修工程，则

可能无须申领建筑许可证。您可以致电 9262 6421 与市议会的建筑审批科（Council’s Building 
Unit）联系，以确保所提议的工程不需要申请建筑许可证。如须申领建筑许可证，须在任何工程
开始或进行前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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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horse 商业补助金供位于 City of Whitehorse 内的工商企业申请。申请
人必须符合以下资格标准。

•  持 有 有 效 的 澳 大 利 亚 商 业 编 号

（Australian Business Number，简称 
ABN）。

•  投保至少 500 万澳元的公共责任险。

提供受保证明。

•  是个体户或在申请时雇用少于 20 名全

职雇员（或同等的兼职雇员）或每年

最高营业额不超过 1000 万澳元的中小
型商号。（在特殊情况下，评估小组

会酌情考虑超过 20 名员工和 1000 万
澳元营业额的企业申请）。

•  企业必须位于 City of Whitehorse 管

辖范围内。

•  在 Whitehorse 市内经营公司，并且截

止 2021 年 7 月 1 日为止，在 Whitehorse 
市经营了12个月或更长的时间。

•  在 Whitehorse 市拥有或持有商业租赁

协议，至少还有一年的剩余时间，或打

算选择续租，或正搬迁到 Whitehorse
市的其他经营场所。或者，在您的住所

进行业务运营（家庭作坊式经营）。

•  拥有当前业务运营的所有适当保险、执

照和许可证，并承担本计划资助的拟议

活动或运营*。

•  展示这笔补助金将如何帮助您的企业发

展壮大。

•  展示您的企业如何支持当地经济和/或

Whitehorse 社区。

•  符合 Fair Work Australia Act 和 OH&S 

Act 的所有要求。



这些申请不会得到补助金资助

Whitehorse 商业补助金计划不受理以下申请：

•  位于 City of Whitehorse 管辖范围以外
的企业。

•  City of Whitehorse 市议会现职雇员、
议员，承包商及其直系亲属。

•  政治、宗教或信仰性质的组织。

•  行会和非法人协会。

•  社区团体、体育俱乐部和非盈利组织。
（请参阅 Whitehorse 市议会网站上的
社区补助金说明）。

•  业主立案法团。

•  大公司的加盟商、分支机构、连锁店、
子公司或成员*。

•  对公众健康、安全、环境或文物有不良
影响的企业。

•  教育机构和学院，包括早教、托儿所、
幼儿园和学校。

•  长期拖欠市议会收费的企业，或存在任
何法律障碍，包括破产或清算。

•  企业本身或其关联资产目前被公开强制执
行或涉及合规事项则可能不符合资格。

•  根据《Food Ac t  198 4（ 198 4年食
品法）》或《P u b l i c  H e a l t h  a n d 
Wellbeing Act 2008（2008年公共卫生
和福利法）》注册的企业被评定为情况

严重，或将被采取执法行动或诉讼。

•  未能圆满地对先前的 Whitehorse 补
助金进行解除的企业/申请人/董事/所 
有者。

•  出租房产（包括分租房）的所有者，包
括出售楼花的开发商。

•  申请补助金，使申请人拥有的企业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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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加盟商、分支机构、连锁店、附属公司或大型公司成员能证明其未获得《特许加盟协议》所
规定的营销、财务和/或商业计划支持，则可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考虑。在递交申请前，请与补助
金审批官联系。需提供进一步的资料和文件。  

8



补助金申请条款 

对任何无资格或不合资格标准的申请，

City of Whitehorse 均有权拒绝受理。
评审小组的决定为最终决定，对此不会

有进一步的讨论。

在申请过程中，禁止就任何补助金申请

游说 City of Whitehorse 的市议员或雇
员。如不遵守，则失去申请资格。

评审小组由下列人士组成：

 • 市长 
 • 城市发展局局长 
 •  企业服务局局长 

9

成功的申请人必须：

•  签署详细说明其责任的补助金协议。
•  在线提交一份解除报告（Acquittal re-

port），并附上与项目相关的收据。

项目完成日期为 

2022年8月31日。

对补助金原用途的任何变更必须得到

市议会的同意。补助金审批官将审理

所有申请，并将决定通知申请人。补

助金用途变更之前必须获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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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流程

申请会根据下列标准进行评估： 

*优先考虑通过创新、转型、多样化和改变从而明确展现其适应性和韧性的企业申请。

Whitehorse 商业补助金计划——第3轮
标准 要点 权重

展示与补助金类别及

其目标的一致性

要点（但不限于*）：

•   提议的项目与确定标准的一致性如何？?

•   项目描述与指引概述的补助金类别一致的证明。全面、清

晰的提议书，表明对资助类别和项目范围有很好的理解。

•   申请与计划的目标一致。

•   证明在不断变化和受限制的情况下交付项目的可行性。

30%

展示包括时间框架和

预算在内的计划

•   预算是否准确地反映了项目？

•   是否在预算内列出了供应商及其位置？

•   展示有能力交付提议的项目及预算中确定的关键项目。

•   申请人是否提供了详细的项目计划，描述了关键任务、

考虑因素和时间框架？（仅限业务创新类的申请）。

30%

展示进行本地采购 •   申请人是否打算从当地供应商采购？这在申请预算中有详

细说明吗？

•   如在 City of Whitehorse 采购则获满分

•   如在墨尔本东区（即 Manningham、Maroondah、

Monash、Knox 以及 Yarra Ranges 等地）采购则获一半

分数。

•   如在东区以外采购合情合理，则获一半分数。

15%

支持性文件 •   提供投保金额至少 500 万澳元的公共责任险受保证明。

•   提供预算所列项目相关的合法报价。
15%

展示财务影响 •   是否确定了财务和运营影响？

•   公司属于受 COVID19（新型肺炎）疫情严重影响的行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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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查询请联系
投资与经济发展局

电话：9262 6453
电邮：businessgrants@whitehorse.vic.gov.au
网站：wbiz.com.au
脸书（Facebook）：Whitehorse Business
全国中继服务（简称 NRS）： 致电 133 677 然后提供电话号码 

9262 6333（为失聪或听力受损
者提供的服务）

口笔译服务处（简称 TIS）： 131 450 
（电话口译服务。拨打电话，
接通后请要求联系 Whitehorse 
City Council）



申请——第3轮商业类补助金——1,000至3,000澳元 
表格概览 

第1页（共10页） 

 

 

 
 
 
 
Whitehorse 商业类补助金——1,000至3,000澳元 

“*”为必填项 
 
 
欢迎使用 Whitehorse 市在线补助金申请服务，该项服务由 SmartyGrants 提供技术支持。 

申请截止日期为10月22日（星期五）下午5时 

您需要同意一般条款并确认资格，方可继续申请。请在填表的时候，务必将填妥的内容保存。 

请注意：Whitehorse 商业类补助金计划不会受理那些未能在到期日前提交支出证明（如与补助金有

关的收据）以解除先前补助金的公司的申请。 
 
请先预览表格，并确保您把所需文件保存在您的电脑，以便上传。 

 
有关指引、截止日期或表格中的问题查询，请浏览 Whitehorse Business Grants Program（商业

类补助金计划）查阅相关指引，或在办公时间致电 9262 6453 与我们联系，或发电邮至：

businessgrants@whitehorse.vic.gov.au 并在电邮中提供您的申请提交编号。 
 
请确保此申请书由获授权人士（如企业主或业务经理）签署。 
 
如需进一步协助填表，请下载 Help Guide for Applicants（申请人求助指南）或参考 Applicant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申请人常见问题）。 

 
 
一般条款 
 
在开始申请前，请阅读并同意以下一般条款： 
条款 

• 申请人必须按要求提交完整的申请表和文件，以便他们的申请被评估。 
• 所提供的公司资料必须反映公司真实的联系方法。不可提供会计师事务所或税务代理人的资料代替
。 

• 申请书须由获授权人士（如企业主或业务经理）签署。 
• 市议会将要求您对申请材料中的资料提供证明。 
• 每宗成功的申请可获得最多3,000澳元（不含 GST）的补助金。 
• 补助金将由市议会全权决定派发；不能保证所有符合标准的申请人都可以获得资助。 
• 并非每笔补助都获得最高额度的资助，有些可能只获得部分资助。 
• 申请人负责准确计算项目成本。市议会对成本低估的情况不负任何责任。 
• 如果申请成功，在获得拨款之前，您将被要求接受资助的条款。 
• 必须在补助申请获批后6个月内使用资助拨款。 

http://applicanthelp.smartygrants.com.au/applicant-faq%27s/
http://applicanthelp.smartygrants.com.au/applicant-faq%27s/


申请——第3轮商业类补助金——1,000至3,000澳元 
表格概览 

第2页（共10页） 

 

 

 
 

• 在项目结束时，所有成功获得补助金的申请人都必须填写一份清偿或解除申请表，包括提供诸如
收据等的支出证明。如无法提供证明或有证据证明补助金并没有用于拨款的用途，市议会可要求申
请人退还补助金款项。 

 
您同意一般条款吗？＊ 
○  是 ○  否 
如果您选择了“否”，则无资格继续申请 

 
 
资格确认 
“*”为必填项 

 
申请人请注意: 
 
在填写此申请表之前，应先阅看《Whitehorse Recovery Grant - Business Guidelines Round 3（第3轮 Whitehorse 
商业类补助金计划指引）》。 

我们强烈建议您至少参加一次说明会或补助金申请书写作班。可通过 Whitehorse Business Grants 
Program（商业类补助金计划）报名参加。 

 
所有补助金申请必须在2021年10月22日（星期五）下午5时前提交。 
申请不能在规定的截止时间后提交。 
申请表的这一部分旨在帮助您和我们了解您是否有资格获得这项补助金。您必须确定您符合全部资格标准才

开始着手申请，以确保您不会在申请不合适的补助金上浪费时间，这一点至关重要。 

如对这些资格标准有任何疑问，请致电 9262 6453 或发电邮至：

businessgrants@whitehorse.vic.gov.au 与 Grants Officer（补助金审批官）联系。 
 
标准 

 
本人确认申请人: 

• 持有有效的 Australian Business Number (ABN)（澳大利亚商业号码，英文简称ABN）。 
• 投保金额至少500万澳元的公共责任险。 
• 已成功解除了 Whitehorse Recovery Grants Business（商业类恢复补助金）第一轮（2020年7
月）或第二轮（2021年2月）中收到的任何拨款。 

• 已阅读并理解该补助计划的指引。 
• 为个体户或在申请时雇用少于20名全职雇员（或同等的兼职雇员）或每年最高营业额不超过1,000
万澳元的中小型商号。 

• 在 Whitehorse 市内经营公司，并且截止2021年7月1日为止，在 Whitehorse 市经营了12个月或
更长的时间。 

• 在 Whitehorse 市拥有或持有商业租赁协议，至少还有一年的剩余时间，或打算选择续租，或正搬
迁到 Whitehorse 市的其他经营场所。或者，在您的住所进行业务运营（家庭作坊式经营）。 

• 拥有当前业务运营的所有适当保险、执照和许可证，并承担本计划资助的提议活动或运营。 
• 符合《Fair Work Australia Act（澳大利亚公平工作法）》和《OH&S Act 2004（2004年职业健康

安全法）》的所有要求。 
 
 
 
 

mailto:businessgrants@whitehorse.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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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所提议的项目并非： 

• 属政治、宗教或信仰性质； 

• 与被认为是持续存在的运营费用和服务相关，如租金、工资、公共事业费（如水电费）、
日常维护或日常专业服务； 

• 属于该机构年度或定期计划/活动的一部分，或重复现有服务或正在进行的活动； 

• 与已经完成的项目或活动相关； 

• 与项目不相关或不一致的费用； 

• 偿还债权人或债务； 

• 登记包括 Google Ads、UberEats 或类似的社交媒体广告服务; 

• 与网站或电子邮件托管服务相关的费用； 

• 登记软件应用程序的费用； 

• 由专业服务提供者代写补助金申请书的服务费用。 

• 展示这笔补助金将如何帮助您的公司发展壮大。 

• 展示您的公司如何支持当地经济和/或 Whitehorse 社区。 

• 已阅读并理解计划指引。 

 
以上陈述均为真实无误：* 
○  是 ○  否 

您必须确认以上所有陈述均为真实无误，才有资格继续进行申请 
 
 
公司资料 
“*”为必填项 
 

公司信息 
* 
公司注册名称* 
组织名称 

 
 

营业名称：* 

 
在这里插入公司的营业名称。 

 
公司 ABN* 

 
所提供的 ABN 将用于查找以下信息。点击上面的“Lookup”一项以检查 ABN 输入是否正确。 

 

ABN 

Entity name 

Information from the Australian Business 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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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输入 ABN。 

 
公司地址* 
地址 

 
地址填在第1排，区/城镇，州/省，邮编，国家。 
必须位于 Whitehorse 市内 

 
店铺编号（如果有关） 

 
 

公司的邮寄地址* 
地址 

 
地址填在第1排，区/城镇，州/省，邮编，国家。 
如果与上述不同 

 
营业电话号码* 

 

ABN status 

Entity type 

Goods & Services Tax 

(GST) DGR Endorsed 

ATO Charity Type 

ACNC Registration 

Tax Concessions 

Main business location 

More information 

http://abr.business.gov.au/HelpTaxConcession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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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为澳大利亚的电话号码。 
可以填手机号码 

 
公司电子邮件* 

 
必须填电子邮件地址。 

 
公司网站 

 
必须填 URL。 

 
公司的结构形式？＊ 

○个体户 
○公司 
○合伙企业 
○信托 
 
公司开始营业的日期* 

 
必须填日期。 

 
公司营业场所的类别？＊ 

〇居家公司 
〇租赁商用场地 
〇自购商用场地 
 
 
申请人的详细信息 
“*”为必填项 
 
 
申请人姓名* 
名字                                            姓氏 

 
市议会将联系此人商讨补助金申请事宜 

 
申请人的职位* 

 
 

申请人的电话号码* 

 
必须为澳大利亚的电话号码。 
可以填手机号码 

 
申请人电子邮件* 

 
必须填电子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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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情况 
“*”为必填项 
 
 
公司业务简介，包括核心产品和提供的服务* 

 
 

字数限制： 
字数不得超过100。 

 
你的公司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与哪个行业最匹配?＊ 
☐住宿和食品服务    ☐信息媒体和电信 
☐行政及支持服务    ☐制造业 
☐农业、林业和渔业    ☐采矿 
☐辅助性卫生服务    ☐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 
☐艺术和文娱（包括娱乐和健身）  ☐零售业 
☐建筑      ☐租赁、招聘和房地产服务 
☐教育及培训     ☐批发贸易 
☐电力、天然气、水和废物处理服务  ☐公共管理与安全 
☐金融和保险服务    ☐运输、邮政和仓储服务 
☐日常维护（包括清洁及园艺）   ☐旅游业 
☐美发美容服务     ☐其它行业： 
☐卫生保健和社会援助 
 
请简要描述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的影响。* 

 
字数限制： 
字数不得超过100。 
请说明公司如何受影响 

 
这笔补助金将如何支持公司发展壮大？＊ 

 
 
 

补助金资助计划 
“*”为必填项 
 
请概述您把补助金用于的项目* 

 
 

 
字数限制： 

字数不得超过100。 
请简要说明。描述此计划将如何为公司提供支持。 

 
所提议的计划能否在6个月的时间内完成？*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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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及资源规划 

预算 
 
您的预算应包括： 

•所有工作项目费用的详细

描述 
•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商

名称及所在的区域 
•所有工作项目的费用，不

含 GST 
•向市议会申请的补助金

额，不含 GST 
 
所报金额不得包括 GST。 
 
 
 

 

完成项目所需的商品或服

务的详细描述 
供应商名称及所在区域 
 

完成项目所需的商品或服

务的费用  （澳元） 
申请补助金额（澳元） 

    
  不含 GST 

 
不含 GST 
 

  ＄ ＄ 
  ＄ ＄ 
  ＄ ＄ 
  ＄ ＄ 

 

预算总额 
 
完成项目所需的商品或服务的费用总额 

 
这个数字/金额是计算出来的。 

 
申请补助的总金额 

 
这个数字/金额是计算出来的。 

 
 
辅助文件 
“*”为必填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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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清楚如何上传文档，请参考 Smarty Grants Help Guide for Applicants （Smarty  补
助申请人求助指南）中的步骤3。 
 
保险——公共责任险受保证明——投保金额至少500万澳元 * 
附加文件: 

 
不接受税务发票或保单副本 

 
与您的申请有关的报价和其他文件* 
 
附加文件: 

 
有报价的申请将得到优先评估 

 
声明 
“*”为必填项 
 
•本人谨此保证，就本人所知，在此份申请中所作的陈述真实无误。 

•本人明白，如果 Whitehorse 市议会批准了补助金申请，根据市议会的审计规定，本人将被要求接受补助金

发放的条件。 
•本人明白，如果 Whitehorse 市议会批准了补助金申请，本人将被要求接受《Funding Agreement（资助协

议）》所列明的补助金条款。 
•本人同意 Whitehorse 市议会可获得或披露本申请表内所载的资料，用于评估，管理和监督本人现时及将来

的市议会拨款申请。 
•本人明白，如果市议会批准了补助金申请，本人将受到申请表约束，需根据所描述的内容执行本人的项目，

而本人的申请也将构成本人与市议会合同协议的一部分。 
•公司符合《Fair Work Australia Act（澳大利亚公平工作法）》和《OH&S Act 2004（2004年职业健康

安全法）》的所有要求。 
•公司无长期拖欠市议会收费。 
•公司或关联财产目前不受根据《Planning & Environment Act 1987（1987年规划与环境法）》、《Building Act 
1993（1993年建筑法）》或《Whitehorse Community Local Law 2014（2014年 Whitehorse 社区地方法律）》

所规定的公开强制执行措施或合规问题的影响。 
•公司如根据《Food Act 1984（1984年食品法）》或《Public Health and Wellbeing Act 2008
（2008年公共卫生和福利法）》注册成立，则不得被评定为情况严重，或将被采取执法行动或诉讼。 

 
请在下面填写公司授权代表的详细资料以表明他们支持这个申请 
授权代表 * 
名字                                              姓氏 

 
 

职务 * 

 

http://applicanthelp.smartygrants.com.au/help-guide-for-applicants/
http://applicanthelp.smartygrants.com.au/help-guide-for-applic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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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名称 * 

 
 

电子邮件 * 

 
必须填电子邮件地址。 

 
手机号码 * 

 
必须是澳大利亚的电话号码。 

 
日期 * 

 
必须填日期。 

 
＊ 
〇  本人证明上述资料正确无误 
 
私隐通知——我们收集本表格所要求提供的个人资料，用以评估、处理及分配商业类补助金。 
这些信息只供市议会用于该主要目的或直接相关目的，除法律规定外，不会向任何其他方披露。如需查阅由

我们所持有的有关您的个人资料，请致电 9262 6453 或发电邮至：businessgrants@whitehorse.vic.gov.au 与 
Investment & Economic Development Unit（投资和经济发展局）联系。 

 
 
请完成以下内容，以帮助我们在未来推行更多与 Whitehorse 工商业相关的计划： 

 
您的性别？＊ 
〇  女 ○  非二元性别 
〇  男 〇  不想说 

 
您本人和您的员工在业务中主要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吗？＊ 
〇  是 ○  否 

 
如回答为“是”，则主要使用什么语言？ 

 
 

您如何获知有补助金可供申请的信息？＊ 
☐ Whitehorse Business Facebook（商业脸书 
☐  Whitehorse City Council Facebook（市议会脸书） 
☐ Down to Business eNewsletter（工商电子通讯）  
☐ Whitehorse Business Group（工商集团）  
☐ Wbiz Website（Wbiz 网站）  
☐ Whitehorse News（Whitehorse 时事通讯） 
☐ 其他途径： 

 
您想收到 Whitehorse 的每月商业电子通讯——“Down to Business”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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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请将电子通讯发送到本申请表所填的电邮地址 
○ 否，谢谢 
○ 本人已订阅了这份电子通讯 

 
您觉得申请过程如何？＊ 
○很容易 ○容易 ○一般 ○困难 ○很困难 

 
您花了多少分钟填完申请表？＊ 

 
必须填数字。 

 
您还有其他的意见或建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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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horse 商业类补助金——5,000至10,000澳元 

“*”为必填项 
 
 
欢迎使用 Whitehorse 市在线补助金申请服务，该项服务由 SmartyGrants 提供技术支持。 

申请截止日期为10月22日（星期五）下午5时 

请注意：获批补助金上限为20笔。 
 
您需要同意一般条款并确认资格，方可继续申请。请在填表的时候，务必将填妥的内容保存。 

请注意：Whitehorse 商业类补助金计划不会受理那些未能在到期日前提交支出证明（如与补助金有

关的收据）以解除先前补助金的公司的申请。 
 
请先预览表格，并确保您把所需文件保存在您的电脑，以便上传。 
 
有关指引、截止日期或表格中的问题查询，请浏览 Whitehorse Business Grants Program（商业类

补助金计划）查阅相关指引，或在办公时间致电 9262 6453 与我们联系，或发电邮至：

businessgrants@whitehorse.vic.gov.au 并在电邮中提供您的申请提交编号。 
 
请确保此申请书由获授权人士（如企业主或业务经理）签署。 
 
如需进一步协助填表，请下载 Help Guide for Applicants（申请人求助指南）或参考 Applicant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申请人常见问题）。 
 
一般条款 
 
在开始申请前，请阅读并同意以下一般条款： 
条款 

• 申请人必须按要求提交完整的申请表和文件，以便他们的申请被评估。 
• 所提供的公司资料必须反映公司真实的联系方法。不可提供会计师事务所或税务代理人的资料代替
。 

• 申请书须由获授权人士（如企业主或业务经理）签署。 
• 市议会将要求您对申请材料中的资料提供证明。 
• 每宗成功的申请可获得最多10,000澳元（不含 GST）的补助金。 
• 补助金将由市议会全权决定派发；不能保证所有符合标准的申请人都可以获得资助。 
• 并非每笔补助都获得最高额度的资助，有些可能只获得部分资助。 
• 申请人负责准确计算项目成本。市议会对成本低估的情况不负任何责任。 
• 如果申请成功，在获得拨款之前，您将被要求接受资助的条款。 
• 必须在补助申请获批后6个月内使用资助拨款。 

• 在项目结束时，所有成功获得补助金的申请人都必须填写一份清偿或解除申请表，包括提供诸如
收据等的支出证明。如无法提供证明或有证据证明补助金并没有用于拨款的用途，市议会可要求申
请人退还补助金款项。 

 
 
您同意一般条款吗？＊ 
○ 是 ○ 否 

如果您选择了“否”，则无资格继续申请 

http://applicanthelp.smartygrants.com.au/applicant-faq%27s/
http://applicanthelp.smartygrants.com.au/applicant-faq%2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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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确认 

“*”为必填项 
 
申请人请注意: 
 
在填写此申请表之前，应先阅看《Whitehorse Recovery Grant - Business Guidelines Round 3（第3轮 
Whitehorse 商业类补助金计划指引）》并就您的申请事宜咨询 Grants Officer（补助金审批官）。 

我们强烈建议您至少参加一次说明会或补助金申请书写作班。可通过 Whitehorse Business Grants 
Program（商业类补助金计划）报名参加。 
 
所有补助金申请必须在2021年10月22日（星期五）下午5时前提交。 
申请不能在规定的截止时间后提交。 
 
申请表的这一部分旨在帮助您和我们了解您是否有资格获得这项补助金。您必须确定您符合全部资格标准才

开始着手申请，以确保您不会在申请不合适的补助金上浪费时间，这一点至关重要。 
如对这些资格标准有任何疑问，请致电 9262 6453 或发电邮至：businessgrants@whitehorse.vic.gov.au 
与 Grants Officer（补助金审批官）联系。 
 

标准 
本人确认申请人: 

• 已就您的申请事宜咨询过市议会的官员。 

• 持有有效的 Australian Business Number (ABN)（澳大利亚商业号码，英文简称ABN）。 
• 投保金额至少500万澳元的公共责任险。 
• 已成功解除了 Whitehorse Recovery Grants Business（商业类恢复补助金）第一轮（2020年7
月）或第二轮（2021年2月）中收到的任何拨款。 

• 为个体户或在申请时雇用少于20名全职雇员（或同等的兼职雇员）或每年最高营业额不超过1,000
万澳元的中小型商号。 

• 在 Whitehorse 市内经营公司，并且截止2021年7月1日为止，在 Whitehorse 市经营了12个月或
更长的时间。 

• 在 Whitehorse 市拥有或持有商业租赁协议，至少还有一年的剩余时间，或打算选择续租，或正搬
迁到 Whitehorse 市的其他经营场所。或者，在您的住所进行业务运营（家庭作坊式经营）。 

mailto:businessgrants@whitehorse.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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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当前业务运营的所有适当保险、执照和许可证，并承担本计划资助的提议活动或运营。 
• 符合《Fair Work Australia Act（澳大利亚公平工作法）》和《OH&S Act 2004（2004年职业健康

安全法）》的所有要求。 

• 声明所提议的项目并非： 

• 属政治、宗教或信仰性质； 

• 与被认为是持续存在的运营费用和服务相关，如租金、工资、公共事业费（如水电费）、
日常维护或日常专业服务； 

• 属于该机构年度或定期计划/活动的一部分，或重复现有服务或正在进行的活动； 

• 与已经完成的项目或活动相关； 

• 与项目不相关或不一致的费用； 

• 偿还债权人或债务； 

• 登记包括 Google Ads、UberEats 或类似的社交媒体广告服务; 

• 与网站或电子邮件托管服务相关的费用； 

• 登记软件应用程序的费用； 

• 由专业服务提供者代写补助金申请书的服务费用。 

• 展示这笔补助金将如何帮助您的公司发展壮大。 

• 展示您的公司如何支持当地经济和/或 Whitehorse 社区。 

• 已阅读并理解计划指引。 

 
以上陈述均为真实无误：* 
○ 是 ○ 否 

您必须确认以上所有陈述均为真实无误，才有资格继续进行申请 
 
 
公司资料 
“*”为必填项 
 

公司信息 
 
公司注册名称* 
组织名称 

 
 

营业名称：* 

 
在这里插入公司的营业名称。 

 
公司 ABN* 

 
所提供的 ABN 将用于查找以下信息。点击上面的“Lookup”一项以检查 ABN 输入是否正确。 

 

Information from the Australian Business 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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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输入 ABN。 

 
公司地址* 
地址 

 
地址填在第1排，区/城镇，州/省，邮编，国家。 
必须位于 Whitehorse 市内 

 
店铺编号（如果有关） 

 
 

公司的邮寄地址* 
地址 

 
地址填在第1排，区/城镇，州/省，邮编，国家。 
如果与上述不同 

ABN 

Entity name 

ABN status 

Entity type 

Goods & Services Tax 

(GST) DGR Endorsed 

ATO Charity Type 

ACNC Registration 

Tax Concessions 

Main business location 

More information 

http://abr.business.gov.au/HelpTaxConcession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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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电话号码* 

 
必须为澳大利亚的电话号码。 
可以填手机号码 

 
公司电子邮件* 

 
必须填电子邮件地址。 

 
公司网站 

 
必须填 URL。 

 
公司的结构形式？＊ 

○个体户 
○公司 
○合伙企业 
○信托 
 
公司开始营业的日期* 

 
必须填日期。 
 
 
公司营业场所的类别？＊ 

○居家公司 
○租赁商用场地 
○自购商用场地 
 
 
申请人的详细信息 
“*”为必填项 
 
 
申请人姓名* 
名字                                            姓氏 

 
市议会将联系此人商讨补助金申请事宜 

 
申请人的职位* 

 
 

申请人的电话号码* 

 
必须为澳大利亚的电话号码。 
可以填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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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电子邮件* 

 
必须填电子邮件地址。 
 
 

公司情况 
“*”为必填项 
 
 
公司业务简介，包括核心产品和提供的服务* 

 
 
字数限制： 
字数不得超过100。 

 
公司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与哪个行业最匹配？ * 
 
你的公司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与哪个行业最匹配?＊ 
☐住宿和食品服务    ☐信息媒体和电信 
☐行政及支持服务    ☐制造业 
☐农业、林业和渔业    ☐采矿 
☐辅助性卫生服务     ☐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 
☐艺术和文娱（包括娱乐和健身）  ☐零售业 
☐建筑       ☐租赁、招聘和房地产服务 
☐教育及培训      ☐批发贸易 
☐电力、天然气、水和废物处理服务   ☐公共管理与安全 
☐金融和保险服务     ☐运输、邮政和仓储服务 
☐日常维护（包括清洁及园艺）    ☐旅游业 
☐美发美容服务      ☐其它行业： 
☐卫生保健和社会援助 
 
 
请简要描述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的影响。* 

 
字数限制： 
字数不得超过100。 
请说明公司如何受影响 

 
这笔补助金将如何支持公司发展壮大？ * 

 
字数限制： 
字数不得超过100。 

 
申请时公司有多少雇员？ 
必须少于20个全职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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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员工 * 

 
 

兼职员工 * 

 
 

临时员工 * 

 
 
 

项目详细信息 
“*”为必填项 
 
 
请概述您的项目。 * 

 
字数限制： 
字数不得超过100。 
请简要说明。描述您的项目如何具有创新性。 

 
所提议的项目能否在6个月的时间内完成？* 
○ 是 ○ 否  

 
 
项目计划 

项目计划 
 
您在项目计划中应清晰说明交付项目所需完成的关键任务。应制定现实可行的时间表。如果您的申请成功，

您与 Whitehorse 市议会达成的资助协议中将加入该计划。请在备注栏填写有助于完成这些任务的任何考虑因

素。  
请致电 9262 6453 或发电邮至：businessgrants@whitehorse.vic.gov.au 与 Grant Officer（补助金审批官）联系，

以讨论您的项目并接收项目计划范本。 
 

项目任务 开始日期 完成日期 责任人 备注 

以执行的先后顺序列出

关键任务 
 

必须为日期。 必须为日期。 姓名、头衔、角色及经
验 

此任务背后的考虑因素 
   

 

     

     

     

     

     

mailto:businessgrants@whitehorse.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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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及资源规划 
 
预算/申请金额 
 
您的预算应包括： 

•所有工作项目费用的详细描述 
•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商名称及所在的区域 
•所有工作项目的费用，不含 GST 
•向市议会申请的补助金额，不含 GST 

 
所报金额不得包括 GST。 
 

 
完成项目所需的商品或服

务的详细描述 
 

供应商名称及所在区域 
 

完成项目所需的商品或服

务的费用（澳元） 
申请补助金额（澳元） 

    
  不含 GST 

 
不含 GST 
 

  $ $ 
    
    
    

 

预算总额 
 
完成项目所需的商品或服务的费用总额 

 
这个数字/金额是计算出来的。 
 
申请补助的总金额 

 
这个数字/金额是计算出来的。 
 
 
辅助文件 
“*”为必填项 
 
 
如果您不清楚如何上传文档，请参考 Smarty Grants Help Guide for Applicants （Smarty  补助申

请人求助指南）中的步骤3。 
保险——公共责任险受保证明——投保金额至少500万澳元 * 
附加文件: 

 
不接受税务发票或保单副本 

 
与您的申请有关的报价和其他文件 * 

$ 

$ 

http://applicanthelp.smartygrants.com.au/help-guide-for-applicants/
http://applicanthelp.smartygrants.com.au/help-guide-for-applic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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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文件: 

 
 
 

声明 
“*”为必填项 
 
 
•本人谨此保证，就本人所知，在此份申请中所作的陈述真实无误。 

•本人明白，如果 Whitehorse 市议会批准了补助金申请，根据市议会的审计规定，本人将被要求接受补助金发

放的条件。 
•本人明白，如果 Whitehorse 市议会批准了补助金申请，本人将被要求接受《Funding Agreement（资助协

议）》所列明的补助金条款。 
•本人同意 Whitehorse 市议会可获得或披露本申请表内所载的资料，用于评估，管理和监督本人现时及将来的

市议会拨款申请。 
本人明白，如果市议会批准了补助金申请，本人将受到申请表约束，需根据所描述的内容执行本人的项目，

而本人的申请也将构成本人与市议会合同协议的一部分。 
•公司符合《Fair Work Australia Act（澳大利亚公平工作法）》和《OH&S Act 2004（2004年职业健康

安全法）》的所有要求。 
•公司无长期拖欠市议会收费。 
•公司或关联财产目前不受根据《Planning & Environment Act 1987（1987年规划与环境法）》、《Building Act 
1993（1993年建筑法）》或《Whitehorse Community Local Law 2014（2014年 Whitehorse 社区地方法律）》所

规定的公开强制执行措施或合规问题的影响。 
•公司如根据《Food Act 1984（1984年食品法）》或《Public Health and Wellbeing Act 2008（2008
年公共卫生和福利法）》注册成立，则不得被评定为情况严重，或将被采取执法行动或诉讼。 
 
请在下面填写公司授权代表的详细资料以表明他们支持这个申请 
 
授权代表 * 
名字                                              姓氏 

 
 

职务 * 

 
 

公司注册名称 * 

 
 

电子邮件 * 

 
必须填电子邮件地址。 
 
手机号码 * 

 
必须是澳大利亚的电话号码。 

 
日期 * 

 
必须填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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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证明上述资料正确无误 
 
私隐通知——我们收集本表格所要求提供的个人资料，用以评估、处理及分配商业类补助金。 
这些信息只供市议会用于该主要目的或直接相关目的，除法律规定外，不会向任何其他方披露。如需查阅由

我们所持有的有关您的个人资料，请致电 9262 6453 或发电邮至：businessgrants@whitehorse.vic.gov.au 与 
Investment & Economic Development Unit（投资和经济发展局）联系。 

 
请完成以下内容，以帮助我们在未来推行更多与 Whitehorse 工商业相关的计划： 
 
您的性别？＊ 
〇 女 〇 非二元性别 
〇 男 〇 不想说 
 
您本人和您的员工在业务中主要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吗？＊ 
〇 是 〇 否 
 
如回答为“是”，则主要使用什么语言？ 

 
 

您如何获知有补助金可供申请的信息？＊ 
☐ Whitehorse Business Facebook（商业脸书）  
☐ Whitehorse City Council Facebook（市议会脸书） 
☐ Down to Business eNewsletter（工商电子通讯）  
☐ Whitehorse Business Group（工商集团）  
☐ Wbiz Website（Wbiz 网站）  
☐ Whitehorse News（Whitehorse 时事通讯） 
☐ 其他途径： 
 
您想收到 Whitehorse 的每月商业电子通讯——“Down to Business”吗？＊ 

○ 是，请将电子通讯发送到本申请表所填的电邮地址 
○ 否，谢谢 
○ 本人已订阅了这份电子通讯 
 
您觉得申请过程如何？＊ 
○很容易 ○容易 ○一般 ○困难 ○很困难 
 
您花了多少分钟填完申请表（不包括用于项目计划的时间）？＊ 

 
必须填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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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有其他的意见或建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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