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nomic Impact Survey 

簡介
整個地區的企業都遭受 COVID-19 巨大的影響。如果您代表西雅圖或金州，

斯諾霍米甚州或皮爾斯州的整個州的企業或非營利組織，請幫助我們了解您

企業最近的遭遇。

西雅圖經濟發展辦公室，大西雅圖合作夥伴和西雅圖大都會商會正在協調一

項區域工作，以評估 COVID-19 得經濟影響。這些信息能幫助加快經濟复甦
的策略，並可能導致緊急救濟計劃和支持。

您的個人回覆復將不會被發布。我們將予以分析，進而預測當地和整個地區

的經濟破壞程度。調查結果將被公佈；所有受訪者都會收到 OED，GSP 和商
會關於經濟援助機會的調查結果和最新消息。

這調查主要針對中小型企業包括大型公司的特許經營權在內的，及其分店和

店鋪的運營和本地分支機構或商店。請較大的公司也提供答覆。如某問題不

適用於您的組織請跳過該問題便可。

隱私聲明：

本調查中提供的信息被視為公共記錄，並且可能會公開披露。詳情請參見

Public Records Act, RCW Chapter 42.56。要了解有關我們如何管理您的信息，
請參閱我們的隱私聲明。



 

關於您的業務：  
如你在多個地點都有店鋪，可以選擇提供所有業務的總體業務影響指標，或

回答多分調查。對於多個商戶名稱，請相應地註明商戶名稱（例如，Rick’s 
Café Pioneer Square, 或 Rick’s Café Bellevue）。 
 
 
企業或組織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城鎮: ________________ 州/省: _____ 郵編/郵政編碼: _______  

縣（金，皮爾斯或斯諾霍米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地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的聯繫信息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產品或服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組織類型: 

☐ 獨立工作者（承包商，自由職業者，零工，無僱員） 
☐ 與員工私有的業務 
☐ 專營業務 
☐ 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組織 
☐ 上市公司 

 
所有權（請選所有適用項）: 

☐ 本地所有 
☐ 所有權在外州 
☐ 少數族裔或有色人種 
☐ 女人擁有 
☐ 上市公司 

 
請從以下選項中選擇您公司員工的人數: __________ 
 
☐ 請從以下選項中指明您公司所處的地點數量: _________________ 
☐ 不適用，我的企業沒有實際店鋪 
 

通過以下選項請指明您在 2019年的總收入: 

☐ 少於一百萬美元 
☐ 100萬美元至 500萬美元之間 
☐ 500萬美元至 1000萬美元之間 
☐ 1000萬美元至 2000萬美元之間 
☐ 超過 2000萬美元 

 

關於您的業務：行業 

哪個行業最能描述您的業務？ （請選所有適用項） 
☐ 農業和自然資源（林業管理，農業，採礦，漁業） 
☐ 建築（承包商，重型民用，住宅） 



 

☐ 公用事業和能源（公用事業，能源生產商） 
☐ 農業或自然資源 
☐ 建築或重型工地 
☐ 公用事業或能源 
☐ 食品或飲料生產 
☐ 航空航天相關製造業 
☐ 製造（所有其他） 
☐ 零售（商店或電子商務） 
☐ 批發商 
☐ 運輸或倉儲 
☐ 軟件，雲端產品和服務，或電信 
☐ 印刷出版或其他信息 
☐ 法律服務 
☐ 金融，保險，房地產 
☐ 生命科學或生物技術 
☐ 專業或技術服務 
☐ 教育服務 
☐ 醫療保健或社會救助 
☐ 藝術，娛樂或休閒活動（博物館，活動空間，電影） 
☐ 款待或食品服務 
☐ 行政服務 
☐ 廢物服務 
☐ 其他（請註明） 

 
此外，您的企業是否也屬以下任何類別？ （請選所有適用項） 

☐ 創意（劇院，音樂，圖形藝術，表演藝術，視覺藝術，畫廊） 
☐ 表演活動場地（音樂，戲劇，非體育） 
☐ 運動場館 
☐ 電影和電影製作 
☐ 海事 
☐ 夜生活 
☐ 非營利 
☐ 店面業務 



 

☐ 旅遊與會議 
 
業務影響：員工人數 
以下問題將提供對本地區工商界面臨的挑戰的實時了解 
 

您是否減少了員工人數？ 

☐ 是的，我們已經裁減員工或合同工 
☐ 是的，我們減少了員工或合同工的時間 
☐ 是的，我們已裁員並減少了員工或合同工的工時 
☐ 沒有，我們沒有減少人員 

 
您預期將來減少員工人數嗎？ 

☐ 是的，我們計劃裁減員工或合同工 
☐ 是的，我們計劃減少員工或合同工的時間 
☐ 是的，我們計劃裁員時間並減少員工或合同工的時間 
☐ 不，我們目前沒有減少員工的計劃 

 
商業影響：租金 

您是否可以支付租金（如果您擁有該建築物, 你可以支付房貸嗎)? 
☐ 可以 
☐ 不可以 
☐ 我不知道 
☐ 不適用，我的公司不支付租金 

 

  



 

業務影響：其他費用 

您是否通過無法退款的定金或已付頭款損失了錢？或者，您是否必

須退還押金或定金？請描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還有其他費用難以填補，例如設備租賃或債務償還？請描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的費用增加了嗎？ （例如，視頻會議訂閱，增設衛生措施）。
請描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業務影響：收入 

與去年同期相比，您的收入下降了多少? 
☐ 低 100％ 
☐ 低 50％ 
☐ 沒有改變 

 



 

下個月您的總收入將下降多少（與去年同期相比）？ 
☐ 低 100％ 
☐ 低 50％ 
☐ 没有改變 

 
 
業務影響：附加影響 
 
請指出您的業務正在遭受哪些其他影響。（請選所有適用項） 

☐ 逾期付款或收款損失  
☐ 現金儲備不足 
☐ 無法支付賬單，費用 
☐ 歧視或不公平待遇 
☐ 臨時關閉 
☐ 取消的活動出席人數減少 
☐ 聚會和活動 
☐ 其他（請註明） 

 
請指出以下哪些與 COVID-19相關的發展影響了您的業務 (請選所

有適用項） 
☐ 遠程工作的工人 
☐ 減少工人的工作時間 
☐ 患病工人的曠工 
☐ 由於遠程工作，減少了與客戶的接觸服務 
☐ 取消商務旅行（國內） 
☐ 取消商務旅行（國際旅行） 
☐ 無法獲得關鍵的補給或生產零件，組件 
☐ 取消或推遲的出口交貨（國內） 
☐ 取消或推遲交貨（國際） 
☐ 前往該地區的遊客減少 
☐ 顧客減少 
☐ 由於不確定性和長期擔憂，業務下降 

 



 

註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懷與協助 

 
您對企業或組織如何應對這一挑戰有多擔心？ 

☐ 不擔心，沒有負面影響 
☐ 一些影響，但我們會挺過去 
☐ 擔心影響和企業能否生存 
☐ 非常擔心，不知道我們能否挨得住 
☐ 可能會倒閉 

 
您還希望告訴我們什麼？您的企業或組織需要什麼協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在此頁發出的請求，我們將未能快速回應。 

 
如果您需要在西雅圖市內開展業務的即時幫助，請通過 oed@seattle.gov與西
雅圖經濟發展辦公室聯繫,或致電 (206) 206-684-8090要求傳譯員。 
 
如果您的公司不在西雅圖市以外，請訪問大西雅圖合作夥伴冠狀病毒網站。  
  
 
 

Offi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ttn: Economic Impact Survey  

700 5th Ave, Suite 5752 
Seattle, WA 98104 

mailto:oed@seattl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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