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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图市政府和金县的 Best Starts for Kids 很高兴地宣布两项资助机会：「儿童保育工作者

留任补助金」（Child Care Retention Payment)，提供给所有在金县工作且符合资格的儿童保

育员工；以及「稳定补助金」(Stabilization Grants)，提供给华盛顿州儿童、青少年和家庭部

（Department of 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英文简称 DCYF) 许可的西雅图儿童保育企

业。 

 
「儿童保育工作者留任补助金」常见问

题解答 
  

1. 「儿童保育工作者留任补助金」之目的為何? 
西雅图市政府从 JumpStart 14500- 工资费用税（Payroll Expense Tax）中获得了 240 

万美元；金县从 Best Starts for Kids 征税中拨款了 500 万美元，二者为金县范围内

所有 DCYF 许可的儿童保育中心、家庭儿童保育计划或学龄儿童计划的工作者提供一次性

的留任补助奖金。来自西雅图 JumpStart 工资税的资助金也将用于支持稳定补助金，以

資助西雅图符合资格的兒童保育提供者（请参阅以下其他部分的常见问题解答）。 
  

2. 谁有资格申请「儿童保育工作者留任补助金」？ 
金县范围内所有在 DCYF 许可的儿童保育中心、家庭儿童计划或学龄儿童计划中与 0-12 

岁儿童一起工作的儿童保育员工都有资格获得留任补助金。 
  
这些资助金的申请必须由雇主提交。如果是家庭儿童保育提供者的情况，则由执照持有人

提交。收到这些资助金的企业将负责把资助金转发给符合资格的员工。在收到資助款項时

，雇主仅有义务向受到资助金时仍受雇的员工付款。 
  
更多申請资格详情： 

• 所有全职或兼职的儿童保育员工，在申请之日仍受雇，并在金县范围内 DCYF 许可的儿童

保育中心、家庭儿童保育计划或学龄儿童计划现场工作，即符合资格获得留任补助金。 
• 該员工必须在位于金县范围内的儿童保育机构工作；他们不需要是金县居民。 
• 金县以外的计划均无资格获得此资助机会。 
• 在金县境内经营的免执照提供者以及家人、朋友和邻居 (英文简称 FFN) 的保育人员均不

符合资格。 
 

3. 我是一名家庭儿童保育提供者，并在我 DCYF 许可的机构直接从事照顾儿童的工作。我是否

能为自己申请此留任补助金吗？ 
是。您无需有雇用员工。如果您 DCYF 许可的企业位于金县范围内，则可以将自己视为符

合资格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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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是有持照的家庭或中心之儿童保育提供者，我是否还必须有在营业并为儿童提供服务才有

资格获得此补助金？ 
是，您目前必须有在营业并有在收托学童。 
  

5. 此补助金的金额是多少？ 
每位儿童保育员工都将获得相同的金额，无论其全职或兼职状态。向每位持照的儿童保育

员工授予的表彰薪酬总金额将取决于申请人确定的合格员工总数。 
  

6. 这些补助金是否要通过竞争获得？ 
否，这些补助金无需通过竞争获得。所有符合资格的儿童保育员工都将获得相同的金额。 
  

7. 提供者是否需要为有接受职工子女儿童保育计划（Working Connections Child Care）的州

补贴或有注册参加托儿服务援助计划 (Child Care Assistance Program，CCAP) 的家庭提

供服务才符合资格？ 
否。金县范围内任何有 DCYF 许可的儿童保育提供者都可申请，无论他们是否有获得职工

子女儿童保育计划 (WCCC) 或托儿服务援助计划 (CCAP) 的补贴。 
  

8. 提供者是否需要加入少年早慧计划（Early Achievers）？ 
否。金县范围内任何有 DCYF 许可的儿童保育提供者都可申请。 
  

9. 这些资助金可以用来做什么？ 
如要获得资助金，提供者将需要在申请时与金县政府签署协议。资助金必须直接支

付给符合资格的员工。提供者必须保存有关资助金使用情况的记录，并在金县政府

提出要求时向其提供记录。 
此留任补助金不限制员工可以如何使用该资金。 
  

10. 补助金是否会全额授予？ 
在申请获得批准后，全额补助金将会提前授予。我们会以电子资金转账（EFT）或支票的

方式支付给提供者，支票将邮寄至补助金申请上列出的邮寄地址。 
  

11. 我需要何时将这些资金转发给我的员工？ 
提供者在收到资金后，必须在随后的两个工资结算期内将其分发给员工，最好是在 2022 

年 12 月 30 日前。 
  

12. 如果我是一家在金县拥有多个持照儿童保育场所的机构，我是否需要为每个场所单独提交申

请？ 
是。作为其申请的一部分，计划将列出其企业名称及 DCYF 执照识别号。每份申请都必须

有一个专属的 DCYF 执照识别号。位于西雅图市范围内的企业也将有资格获得稳定补助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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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需要提交哪些文件？ 
接到补助金授予通知后，您需要提交华盛顿州营业执照（UBI 编号）或 DCYF 儿童保育执

照。您还需要填妥并签署 W-9 表格。 
  

14. 补助资是否要纳税？ 
这些补助资金视同收入。出于税收目的，补助资金应该与其他您的企业获得的收入同等对

待。 
  
提供者最多可保留拨款金额的 15%，来支付将这些资金转发给其员工的企业支出，包括任

何相关税款和/或行政费用。余额必须通过本计划的工资系统直接转发给您的员工（而非

以礼品卡或其他非工资补偿方式）。请注意，任何预扣工资还可能会进一步减少给个别员

工的最终薪资的金额。 
  
例如，假设您的机构在您的申请中为 20 个人提出申报，而您收到了$5,000 美元，您的

机构最多可保留 15%（在本例中为 $750 美元），以支付将补助金转入员工薪水的任何税

款或行政费用。这意味着您有义务将至少 $4,250 美元转发给这 20 名您提出申报的员工

。 
  
若您对此资金对您的业务会有何特别的影响有问题的话，请向专业税务顾问咨询。 
  

15. 提供者是否需要保存并提交与此补助金有关的收据？ 
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要求企业将财务记录保存七年。金县政府可能

会要求您提供有关这些资金使用情况的记录。 
  

16. 申请此补助金是否有截止日期？ 
是。申请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6 月 27 日晚上 11:59 之前（太平洋夏令时间）。 
  

17. 提供者如何申请该补助金？ 
2022 年 6 月 13 日，位于金县的儿童保育提供者将收到一封附有申请链接的电子邮件。

提供者将单击补助金申请的链接，其中他们将回答一些简短的问题，包括企业名称、地址

和提供者执照识别号。 
  
该补助金可在线申请，提供的版本包括英语、索马里语、和西班牙语；同时也以 PDF 格

式提供阿姆哈拉语、简体中文、和越南语版本的申请书。您可将此 PDF 版本的申请书打

印、填妥并提交至 DEELfunding@seattle.gov。 
  

该补助金的申请书可在线索取，提供的版本包括英语、阿姆哈拉语、西班牙语、简体中文

、索马里语和越南语。 

18. 如果提供者在填写申请表时需要帮助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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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联系您的 Early Achievers （少年早慧计划）教练寻求帮助。如果您不知道您的教练

是谁或没有少年早慧计划教练，请致电儿童保育资源（Child Care Resources）提供者专

线 1-800-446-1114。 
 

19. 提供者将如何以及何时收到补助金？ 
最终补助金授予公告将于七月下旬发布。所有提供者都将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有关其补助金

授予状态的通知。我们会以直接存入账户或支票的方式支付给提供者，支票将邮寄至补助

金申请书上列出的邮寄地址。支付给提供者的款项将在 2022 年 8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之间发出。 
  

20. 如果员工在提交申请后离开我的计划怎么办？ 
如果在申请中符合申报资格的员工不再受雇于您的儿童保育场所，并且离职员工占符合申

领资格员工人数的 25% 以下，则该计划必须将留任补助金的全额平均分配给目前受雇且

符合资格的员工。 
  
如果您申报的合格员工中有超过 25% 的员工已不在您的计划中工作，则您的补助金额需

要重新计算，并且您必须联系 DEELfunding@seattle.gov。 
 

「西雅图稳定补助金」常见问题解答 
 

1. 「西雅图市政府稳定补助金」之目的为何？ 
除了直接向员工发款外，随着新冠疫情继续影响该行业，教育与早期学习部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Early Learning，DEEL) 还向西雅图的持照儿童保育提供者发放了一

项灵活支出的企业稳定补助金，以支持他们的儿童保育业务。这些补助金的金额将取决于

该场所许可的容纳人数。 
 

2. 谁有资格获得「稳定补助金」？ 
位于西雅图市范围内有 DCYF 许可的儿童保育提供者家庭和中心以及针对学龄儿童的提供

者皆有资格。在金县境内经营的免执照提供者以及家人、朋友和邻居 (英文简称 FFN) 的

保育人员均不符合资格。 
 

3. 我是有持照的家庭或中心之儿童保育提供者，我是否还必须有在营业并为儿童提供服务才

有资格获得此补助金？ 
是，您目前必须有在营业并有在收托学童。 

 
4. 补助金额是多少？ 

授予的补助金额无需通过竞争获得，而是将根据许可的容纳人数计算。 
西雅图提供者灵活支出补助金明细 

许可容纳人数 计划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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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人以下 $1,000 美元定额补助 

31 – 149 人 $65 美元（每个许可名额） 

150 人以上 $5,000 美元定额补助 

 
5. 这些资助金可以用来做什么？ 

符合资格的活动必须是用于支持稳定儿童保育行业，并且不可与之前的联邦资金重复。与

「留任补助金」不同，此稳定补助金可以但不须要转发给该机构的员工。經批准的用途示

例包括为儿童和儿童保育员工提供心理健康支持、健康和营养活动、疫苗接种、个人防护

设备、清洁或消毒用品和服务、与健康/安全实践相关的培训、提高劳动标准（如医疗保

健、退休供款、家庭工资制以支持招聘和留任）、工资（年薪、福利）或为有注册家庭的

共付额或学费减免。这些资助金可以用于多个有利于该计划的目的。 
 

6. 获得此补助金的申请流程是什么？ 
一份申请表可同时申请「儿童保育工作者留任补助金」和「西雅图提供者稳定补助金」。

拥有多个持照场所的提供者为各个场所申请时必须使用该场所专属的 DCYF 执照 ID 号。

请完整填妥申请表，包括该计划是否位于西雅图市范围内，以及确认许可之容纳人数，并

声明这些资金将仅用于符合资格的活动（请参阅问题 5）。 
 

7. 补助金是否要纳税？ 
这些补助资金视同收入。出于税收目的，补助资金应该与其他您的企业获得的收入同等对

待。若您对此资金对您的业务会有何特别的影响有问题的话，请向专业税务顾问咨询。 
 
提供者最多可保留拨款金额的 15%，来支付企业支出，包括任何相关税款和/或行政费用

。 
 

8. 我怎么知道自己是否符合资格？ 
一旦填妥申请表后，DEEL 和 CCR 将验证您的计划是否位于西雅图市范围内，以及您的许

可容纳人数是否与 DCYF 记录相符合。如果您符合资格获得稳定补助金，您将收到一封授

予通知信。 
 

9. 我将分别收到「稳定补助金」和「留任补助金」吗？ 
否，您将只会收到一笔款项。您的授予通知会具体说明您将收到的金额。最终补助金授予

公告将于七月下旬发布。所有提供者都将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有关其补助金授予状态的通知

。我们会以直接存入账户或支票的方式支付给提供者，支票将邮寄至补助金申请书上列出

的邮寄地址。支付给提供者的款项将在 2022 年 8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之间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