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EAP 支持津贴指南
关于
Eastside Arts Partnership (EAP) 为提供年度艺术、文化和遗产项目服务于 Washington 州的
Bellevue 居民和游客的非营利组织提供运营支持资金。
申请人最多可以申请 $10,000。 提出申请的非营利组织必须具有 501 (c) 3 身份或 501 (c) 3 财政
保荐人，并提供面向大众的计划。

追加资助机会
在申请 EAP 资助时，申请人可以选择申请额外的 $5,000 追加资助，即，PowerUp for Equal
Access 奖金。 这一机会旨在弥补弱势社群的艺术和文化空白。

在线申请
提交的所有申请皆透过 SurveyMonkey Apply 在线
管理。
bellevuearts.smapply.io

期限

该计划由 City of Bellevue 艺术与文化计划 (Arts &
Culture Program) 管理。

申请开放日期：
2022 年 8 月 16 日

如有任何疑问，请直接传送至： Manette Stamm, Arts
Program Assistant
(425) 452-4064
mstamm@bellevuewa.gov

申请截止日期：
2022 年 10 月 3 日

如有其他关于安排、翻译人员或办公场所要求，请至少提前 48 小时拨打电话 425-452-6168
（语音电话）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ADATitleVI@bellevuewa.gov。如要投诉办公场所问题，请联
系贝尔维尤市 ADA/Title VI Administrator，电话：425-452-6168 （语音电话）或电子邮件：email
ADATitleVI@bellevuewa.gov。如果您是聋哑人士，请拨打 711。所有办公场所都提供无障碍通道。

计划概观
Bellevue 的 Eastside Arts Partnership (EAP) 支持津贴 (Support Grants) 是对社群的一项投
资。 这些资金的重要性远远超出艺术的内在价值——可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孩子的教育和发
展、企业的活力以及我们与社群的紧密联系。

资助申请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的金额为 $10,000，但不得超过该组织年度预算的 50%。
EAP 支持津贴提供为期两年的运营支持。 如果申请获批，2024 年将再次获得 2023 年的资助
金额，前提是该组织能够保持相同的服务水平和非营利状态。 在完成要求的资助后报告 (PostGrant Report) 时，申请人可以接受 2024 年的资助，而不必再次提出申请。

公共资助 = 公共福利
Washington 州法律要求，接受公共资助的个人或组织必须提供公共福利。 公共福利的例子
包括：
 免费或减价的公开表演、展览、研讨会、放映或读书活动的门票
 免费学习持续进行的收费艺术教育或培训课程
 为代表性不足的群体提供更多接触艺术和文化的照顾服务
 免费的电子数据，包括文学出版物、音频或视频。

资格
谁可以申请？
 基于艺术使命的非营利艺术和文化组织
 拥有 501 (c) 3 财政保荐人的艺术和文化组织
 至少提供一个向公众开放并为 Bellevue 居民服务的文化项目或服务
 至少连续运营 2 年

谁不可以申请？
 没有 IRS 501 (c) 3 官方身份或财政保荐人的个人或组织
 申请项目津贴 (Project Grant) 的个人或组织
 从 Bellevue 市议会直接获得运营资金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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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根据资格和审查标准，在竞争的基础上对申请进行审查（参见以下页面）。 在截止日期之后提交
的、不完整的申请可能不会接受审查。

如何申请和具体流程
1. 如果您或您所在的组织还没有 SurveyMonkey Apply 帐户，请建立账户。 所有步骤和申请材
料，包括上传，皆集中在 SurveyMonkey Apply*。
2. 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开放申请。 如果需要，申请人可以在计划开始时索取一份 PDF 格式的申
请表。
3. 完成资格核对表。 如果符合条件，将进入申请阶段。 没有申请资格的组织可以选择申请项目
津贴。
4. 请准备以下材料，并附在申请表后面：


2 份作品样本。 这可能包括年度报告、当前或最近的项目手册以及促销照片或视频。



2023 年预计预算。



最新的国税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 表格 990 或 990 EZ。

5. 在 2022 年 10 月 2 日的截止日期之前，在线完成申请，包括额外的附加申请（如需要）。
6. 获得资助的公告将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布。 申请人必须在 2023 年 1 月 10 日的截止日期
前接受资助，并同意资助要求（见下文）。
7. 在 2023 年第四季度，申请人可以透过提交资助后报告获得资助。 这是为了确保，贵组织已经
开展 Bellevue 市议会同意支持的年度活动、项目或研讨会。 报告应在 2023 年 11 月 30 日之
前提交，将透过邮寄支票的方式拨款。 申请人可以在提交报告后大约一个月收到拨款。
8. 在提交 2023 年资助后报告之后，申请人可以接受 2024 年的资助，并同意资助要求。
*如果您没有计算机或互联网接入，请与计划管理员联络（参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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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资助机会
您是否为那些在日常生活或学校里没有接受艺术或文化教育或活动的孩子服务？ 您是否为老年人
提供参与艺术或文化项目标机会？ 贵组织是否为艺术表达机会有限的文化群体服务？ 如果是，您
可能有资格获得额外的资助！

PowerUp for Equal Access
在申请 EAP 支持津贴时，申请人可以选择追加 PowerUp for Equal Access 奖金申请。 该笔资助
是一个固定的 $5,000 奖励，用于资助具有说服力的申请人。
这一机会旨在弥补弱势社群的艺术和文化空白。 申请流程很简单，在 2023 年之前获得 PowerUp
资助的申请人有资格申请。
该笔奖励仅在 EAP 授予周期的第一年发放，但是，在两年周期结束后，您将有资格再次获得此附
加奖励。
何谓弱势社群？ 弱势社群的定义：包括但不限于因地理、种族、性别或性别认同、经济、年龄或残
障限制而很少有机会体验艺术的群体。 我们也欢迎申请人自行定义其所在社群中的弱势群体。
组织可以专注于为特定的选区服务；然而，根据国家民权法律和禁止歧视的政策，服务对象不具有
排他性。 这延伸到招聘做法和参与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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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标准
资助金额由艺术委员会按照分配委员会之建议批准，最后，由 Bellevue 市议会批准。 根据计划的
总体目标和合格组织的标准，在竞争的基础上审查申请。

创造性参与
 组织现有的和拟议的艺术、文化和遗产节目编排和服务的质量和有效性，能够满足参与者
和成员群体的文化需求。
 Bellevue 不同居民和游客的创造性参与和公民参与。
 为职业艺术家、文化工作者和志愿者提供有意义的创作和公民机会。
 为 Bellevue 居民和游客提供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创意体验和文化资源。

面向公众开放和公共福利
 向 Bellevue 居民和游客提供的公共福利的质量和范围。
 弱势群体获得大量文化机会，或表明弱势人群和社群获得更多文化机会。
 与新社群和弱势社群进行包容性沟通的努力和证据，尤其是在家里不使用英语的社群。

组织能力和可持续性
 证明财务能力和稳定性。
 组织管理和治理的优势。

City of Bellevue 由衷感谢 4Culture 和 the King County Hotel Lodging
Tax 对该资助计划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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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赞助的要求
接受资金的组织必须遵守下述要求。

致谢
接受 City of Bellevue 资助的组织必须至少在印刷形式的宣传册中，或者，如果不适合印刷，应当在
公众可见的标牌和专用于受资助活动的数字媒体上，对得到的支持表示感谢。 接受资助的组织保
持透明有助于我们保持和提高资助水平，并让 Bellevue 居民了解，他们的纳税如何为小区的艺术
活动提供支持。 计划管理员将提供徽标，用于包含在致谢中。

作品范围
接受者承认，申请表用作详细说明如何使用资金的作品范围。

现场审查
对于一场活动，艺术委员会可能最多索取两张门票，以进行现场审查和组织评估。 如果需要此类
门票，该市工作人员将向贵组织发出充分的通知。

公共福利
资助接受者知悉，每年必须至少向公众开放一个计划、活动或服务（现场或在线），以满足
Washington 州的公共资金捐助要求。 有关公共福利的更多详情，请参阅上文。

最终报告
为获得资助，需要在年底提交一份最终报告。 该报告表格可透过资助门户网站在线获取。

在哪里申请
City of Bellevue 使用 SurveyMonkey Apply 征集所有申请材料。
bellevuearts.smapply.io
有关如何使用该门户网站的详细说明包含在该市的艺术和文化资助网页上。
bellevuewa.gov/artsgrants

计划的联系人
该资助计划由 City of Bellevue 艺术计划 (Arts Program) 管理。 如有任何疑问，请直接传送至：
Manette Stamm, Arts Program Analyst
(425) 452-4064
mstamm@bellevuew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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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时间表
2022 年 7 月 12 日

发布指南

2022 年 8 月 16 日

在线申请门户网站开放

2022 年 10 月 3 日

申请于夜间 11:59 截止

2022 年 10 月 5 日至
28 日

分配委员会审查

2022 年 11 月 1 日

艺术委员会审查

11 月/12 月 2022

市议会审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公布资助名单

2023 年 1 月 10 日

于夜间 11:59 停止接受资助

2023 年 11 月 30 日

于夜间 11:59 停止提交资助后报告

CDD-22-7005-CHS

该市保留更改 2023 EAP 支持津贴指南时间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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