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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OF PORTLAND URGENCY/STABILITY  

SUPPORT FOR ARTISTS  

二轨制申请指南：紧迫性和稳定性 

简介  

 

申请资格 

The City of Portland 计划， Urgency/Stability Support for Artists，旨在支持艺术家和其他 

被认为服务不足或代表性不足的人，包括 黑人、原住民、拉丁裔、亚裔、太平洋岛民和有色人种； LGBTQIA+ 

艺术家；和残疾艺术家。 本计划支持因持续的 COVID-19 

疫情而失去收入或机会的艺术家和其他从事艺术工作的创意人员，因为未付的费用或持续的财务需求正在影响

他们的实践。 计划资金来自 American Rescue Plan Act of 2021《2021 年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 

的联邦赠款资金，该过程由 Regional Arts & Culture Council (地区艺术与文化委员会) 管理。   

截止日期: 2022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下午 5 点之前，在 RACC Opportunity Portal 的网站上 racc.org/apply 在线申请。    

获奖通知将于 2022 年 8 月 5 日之前在申请人的在线账户中发布。   

协助拨款团队： 

• Molly Gray– mgray@racc.org– 主要联系人 

• Ingrid Carlson– icarlson@racc.org 

• Helen Daltoso– hdaltoso@racc.org 

可及性: 我们致力于让每个人都可以使用我们的计划和服务。 请直接联系我们或于 grants@racc.org 请求您在完成此过程中
所需要的任何便利设施、翻译、口译或其他帮助。 

Interpretation services available, email info@racc.org or call this number: 311 

Hay servicios de interpretación disponibles, envíe un correo electrónico a info@racc.org o llame a este número: 311 

Предоставляются услуги уст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 Обращайтесь по эл. почте: info@racc.org или позвоните по номеру 311 

Có dịch vụ thông dịch email info@racc.org hoặc gọi số này: 311 

提供口译服务，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racc.org  或拨打此号码：311 

通訳サービスのご利用には、メール（info@racc.org）または電話（311）でお問い合わせ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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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计划向各个领域的个人艺术家和创意专业人士开放，涵盖广泛的职业范围， 

被认为服务不足或代表性不足的人，包括但不限于黑人、原住民、拉丁裔、亚裔、太平洋岛民和有色人

种； LGBTQIA+ 艺术家；和残疾艺术家。 

申请者必须自我认同为艺术家或创意者，并持续不断地创作作品与社区分享。 

此外，为了有资格获得紧急性/稳定性补助计划， 您必须: 

1. 实际 居住在 City of Portland (www.portlandmaps.com)。 

2. 作为 个别 艺术家或创意人，在收到您获得资助的通知后向 RACC 提供 W-9 表格。 W-9 表格必须

有社会安全号码 (SSN)、纳税人识别号码 (TIN) 或单一成员 LLC 雇主识别号码 (EIN)。 确保您在 

RACC Opportunity Portal 的申请人资格资料反映了您是合法组织并准备好获得补助收入。 

 

RACC 是此项目的管理实体，但它不被视为 RACC 拨款，因此您可能拥有的任何当前 RACC 拨款的状态不
会影响您参与此计划的资格。  

 

资金限制 

1. RACC 团队成员、承包商或董事会成员不符合申请资格。  

2. 在规定的周期截止日期之后提交的申请将不会被考虑资助，直到未来待定的周期（如果有的话

）。 

 

项目信息 

提供两种类型的支持，可通过单轨或双轨制申请。 

第一轨制：Urgency Grants (紧急补助金)，1,000-5,000 美元： 

受益人获得紧急补助金是基于关键需求或紧急情况导致未付的费用，正在对个人进行的创意参与的可行

性构成威胁。 请注意，此一申请需要提供额外的损失或紧急情况的附加文件。 

我们希望通过紧急资金支持的一些例子： 

医疗或心理健康紧急情况的未付账单，避免失去住房或重新获得住房的费用，维修或更换因事故、盗窃

或损坏而丢失的必要设备。  

 

第二轨制：Stability Grants (稳定补助金)，500-3,000 美元： 

受益人会根据个人需求获得稳定补助金，以支持他们持续的创意参与。 

http://www.portlandma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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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通过稳定补助金支持的一些例子： 

购买艺术创作材料、投资您的创作实践、工作室空间的使用或继续创作的时间。  

 

拨款金额将由 Community Review Panel (社区审查小组) 决定。 

这些申请轨制都不是用于特定项目。 这些资金旨在投资于艺术家和创意人员。 

拨款不取决于新项目的创建或完成。 

您只能申请 其中一个 轨制。 在您的申请中，您将被要求提交与 COVID-19 

相关的艺术或创作实践、当前需求和经济损失的文件。 

大约有 450,000 美元资金。 本轮未分配的任何资金将在未来待定的一轮中作为拨款奖励。 

申请必须在 2022 年 6 月 1 日下午 5 点之前提交至 RACC Opportunity Portal。  

 

 

APPLICATION (申请) 流程和审查 

您必须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前通过 RACC Opportunity Portal 提交所需的申请和补充材料。  

 

请记住以下几点：  

• 所有申请材料将在线审核。 确保文件名清楚地反映文件的内容，所有网站链接正确，并在必要

时提供访问代码/密码。 请不要上传超过要求的材料。  

• 在您的申请提交给我们的社区审查小组进行评分之前，拨款团队将审查您的材料的资格和类别。 

• 小组成员可能包括 RACC 董事会或团队成员、社区利益相关者以及当地艺术家或创意人员。 

• 专家小组将根据下面列出的审查标准对申请进行审查和评分。 审稿人若为 利益冲突者 将不被允

许就相关申请发表意见或评分。  

• 小组会议将不对公众开放。  

• 拨款奖励将基于可用资金和小组排名 

• 所有拨款申请者 将于 2022 年 8 月 5 日之前通过电子邮件和在 RACC Opportunity Portal 的帐户收

到资金决定通知。  

审查标准 

https://racc.org/wp-content/uploads/2021/07/RACC-Conflict-of-Interest-Policy-for-website.pdf
http://www.racc.org/apply
http://www.racc.org/apply
http://www.racc.org/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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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轨制 (Urgency Track) :  

• 请求的明确性和完整性 

• 申请人对当地社区的艺术/创意贡献  

• 申请人持续执业的实力 

• 奖项对申请人艺术/创作能力的影响  

• 与赠款计划的意图一致的实力 

• 申请人需求的性质和紧迫性 

 

稳定轨制 (Stability Track):  

• 请求的明确性和完整性 

• 申请人对当地社区的艺术/创意贡献 

• 申请人持续执业的实力 

• 奖项对申请人艺术/创作能力的影响 

• 与赠款计划的意图一致的实力 

 

 

在这两个轨制中，将优先考虑 基于 City of Portland 为来自代表性不足的社区的艺术家提供服务的愿景 

和联邦贫困指南。   

 

 

奖项信息 

您将在2022 年 8 月 5 日通过电邮和 RACC Opportunity Portal 收到您的申请状态通知。   

如果获奖，您将被要求填写在线赠款协议、上传 W-9 表格和 ACH 直接存款表格（可选）。 

资金只能直接使用个人 SSN 或 TIN 或通过独资企业或单一成员 LLC 支付给个人。  

您无需为此奖项填写任何报告，但获奖者将有机会提供反馈和影响故事。  

如果授予，您的姓名将不会被 RACC公布， 但是作为此机会的管理员，RACC 必须向 City of Portland 

和联邦政府报告姓名和奖励金额。 

请注意：拨款资金被视为应纳税收入。 在一个日历年度内从 RACC 收到超过 600 美元的个人将收到一份 

1099-NEC 表格。 如果有税务问题，您应该 咨询税务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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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OF PORTLAND URGENCY/STABILITY  

SUPPORT FOR ARTISTS  

拨款申请  

提交您的申请至 racc.org/apply 

1. 申请人人口统计资料 

申请人类型： 个人艺术家  

申请人姓名： 

申请人邮政编码： 

人口统计： 

• 种族或民族身份： 

• 性别认同： 

• LGBTQIA+ 身份或社区： 

• 家庭收入： 

• 出生年份： 

• 残疾人士： 

• 所操语言： 

• 其他社区： 

 

2. PORTLAND URGENCY/STABILITY SUPPORT 申请 

A. 申请人信息  

资助类型： 紧急性或稳定性  

艺术学科:  

• 舞蹈/运动 

• 民间艺术 

• 文学 

http://www.racc.org/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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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艺术 

• 多学科 

• 音乐） 

• 社交实践 

• 戏剧 

• 视觉艺术 

• 其他 

 

您目前是否就读于与艺术相关的全日制或非全日制学位课程？ 

如果是，请列出您就读的机构、您正在寻求的学位或证书以及预计毕业日期： 

B. 申请者的艺术或创作实践 

您在 Portland 地区的艺术界活跃多久了？ 

• 少于 12 个月 

• 1至3年 

• 3至5年 

• 5至10年 

• 10 年以上 

请描述您在艺术领域所做的工作或您与当地艺术/创意社区的互动。 （1000 个字符以内） 

请描述自 COVID-19 

出现以来，您与观众的互动以及与社区分享您工作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或发展。 （1000 

个字符以内） 

分享两个您在 Portland 制作或参与的艺术作品，您对此感到特别自豪。 （1000 个字符以内） 

C. 影响 

解释这笔资金对您和您的艺术或创意贡献的影响。 

您可以把即将开展的工作的信息包括在內。 （1000 个字符以内） 

请分享您认同的服务不足或代表性不足的社区。 （1000 个字符以内） 

*仅限紧急轨制 (URGENCY TRACK ONLY)*： 

* 描述您当前的经济困难或紧急情况及其对您和您的艺术或创意贡献的影响。 （1000 个字符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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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与经济困难或紧急情况相关的成本或需求文件。  

文件可能包括： 

• 住房费用（逾期租金、保证金等） 

• 未付账单（身体或心理健康费用、水电费、食物） 

• 设备更换报价或发票，或因事故、盗窃、损坏造成的更换损失。  

 

3. 上传艺术家简历或自传 

在本节中，上传您的艺术简历或履历。 如果您没有简历，可以接受艺术家的自传（约 150-300 字）。 

 

4. 上传艺术家作品样本 

所有申请人都应上传展示从 2019 

年或更早至今的展示作品/编程的工作样本，以记录在大流行之前和大流行期间的创造性实践证据。 

申请人可提交： 

• 在线艺术或创意展示的链接： 艺术家网站、Instagram、Facebook、LinkedIn、YouTube 等。 

将链接放入带有描述或上下文、以及任何密码的 word 或 PDF 文档中，然后上传文档。 

• PDF 文件 : 以 PDF 

文件形式提交手稿（小说/非小说）、戏剧、电影剧本、诗歌、文章、杂志和其他适当的文学形
式。 

• 数位图像: 提交.jpg 或 .tif 文件，或合并于PDF 中的图像。 每个申请的数位图像总数不应超过 15 

个. 您可以在上传或图像列表中包含描述。 

• 音频、视频样本： 提供音频和视频示例的最佳方式是上传 PDF 文档，其中包含 Vimeo、YouTube 

或您的网站上的示例链接。 音频和视频样本也可以作为 .mp3、.mp4 或 .mov 档案提交。 

所有样品的总播放时间不应超过 15 分钟。 

 

5. 由于 COVID-19 造成艺术家的经济损失证明 

联邦新冠救助基金要求受助人提供文件和证明，证明计划参与者如何受到 COVID-19 的负面影响。 

勾选一项适用于您的情况的项目并附上所需的文件。 

• 由于 COVID-19，我执行、创作或销售作品的机会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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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上 2019 年（COVID-19 之前）以及 2020 年和 2021 

年所有表演、活动、放映、委托、创作的作品等的清单，以进行比较。 

• 附上您过去所有参加过的却在 2020 年和/或 2021 年已取消的机会列表。 

• 由于 COVID-19，我失去了执行、展示或销售工作的特定机会。 

• 提供 您因 COVID-19 而失去的具体机会的文件。 

这可能是来自活动组织者或关闭的企业的电子邮件和/或取消通知，这些通知会影响您的

艺术实践。 确保引用了特定的事件或机会。 

 

• 我支持艺术或创意业务的收入在其他方面受到 COVID-19 的影响。 

• 提供您的 2019 年和 2020 年纳税申报表，以记录收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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