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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手册内容 
 

感谢您关注波特兰清洁能源社区福利资金 (Portland Clean Energy Community Benefits Fund, PCEF) 拨款的申

请。 本手册提供 PCEF 计划的背景资料，可用来帮助指导您完成拨款规划和撰写流程。 根据本手册中概述的提

案申请 (RFP)，资助拨款共有三种类型。 想要申请本手册中涉及信息的其他笔译或口译服务，请致电 503-823-

7713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cleanenergyfund@portlandoregon.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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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点击此链接查找其他信息：https://www.portland.gov/bps/cleanenergy/guide-pcef-grant-application-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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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ortland.gov/bps/cleanenergy/guide-pcef-grant-application-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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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PCEF 

波特兰清洁能源社区福利资金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方案，由有色人种社区创建并领导，并于 2018 年 11 月由

波特兰人通过。 它为促进种族和社会公平的气候行动提供专项资金。 点击此链接可查找 PCEF 授权立法（立法

法规）全文：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citycode/78811。 

多样化波特兰居民组成的拨款委员会为 PCEF 提供指导，该委员会共有九名成员。 委员会制定了一套该计划的指

导原则。 这些指导原则描述了管理 PCEF 计划所依据的价值观。 这些指导原则是对立法法规的补充，并有助于

确保所作出的决定符合委员会和社会的愿景和价值观。  

该指导原则： 

• 以正义为驱动力。推进制度变更，应对历史性和当前的歧视问题。 集中所有弱势和边缘化群体，特别是

黑人和原住民。    

• 负有责任。 实施透明的资助、监督和参与流程，促进持续学习、按照计划进行制衡和改进。 证明实现公

平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福利。 持续对目标受益者、拨款接受者和所有波特兰人负责。  

• 以社区为动力。 信任社区的知识、经验、创新和领导力。 尊重并依靠现有工作和伙伴关系，同时支持新

兴社区团体和多样化联盟的能力建设。 参与并投资以社区为驱动力的举措，强化社区权力，以实现有意

义的改变。  

• 专注于提供诸多福利的气候行动。投资于构建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积累社区财富、培养健康社区并支持

再生系统的人员、生计、地方和流程。 避免和减少人们流离失所的情况，尤其是因中产阶级化的压力所

致。 

PCEF 优先群体 

为特定群体提供福利是 PCEF 计划的核心。 这些群体在该市代码语言中被调用，在申请问题中被多次提及，并运

用于申请评分中。 申请 PCEF 拨款的组织要了解这些优先群体，这很重要。 PCEF 立法法规确认两类“优先群

体”： 

1. 清洁能源、绿色基础设施和再生农业项目的优先群体 

低收入人群和有色人种是应对清洁能源、绿色基础设施和再生农业的拨款的优先群体。 从历史上看，这些群体

获得的绿色投资福利较少，同时他们更容易受到极端高温、野火烟雾、虫媒病、洪水和其他气候因素的影响。 

 

 

2. 劳动力和承包商发展项目的优先群体 

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citycode/78811
https://beta.portland.gov/bps/cleanenergy/grant-committee
https://efiles.portlandoregon.gov/Record/13649898/File/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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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有色人种、残障人士和长期未充分就业人群被确认为应对劳动力和承包商发展的拨款的优先群体。 这些

群体没有公平地获得与清洁经济相关的劳动力和承包商机遇。 在清洁能源领域发展一支多样化和训练有素的劳

动力和承包商队伍需要接触到这些群体，并解决阻碍他们充分参与该领域的障碍。  

重要日期 

发布 RFP：2020 年 9 月 16 日 

咨询 RFP 相关问题的截止日期：2020 年 10 月 29 日 

申请截止日期：2020 年 11 月 16 日太平洋时间晚上 11:59 

宣布拨款授予日期：2021 年 2 月末 

参与资格 - 可以申请 PCEF 拨款的人群  

满足以下所有要求的符合资格的非营利组织有资格申请 PCEF 拨款资金：  

1. 被联邦政府指定为 501(c) 或 521(a) 的非营利实体。  

2. 注册并经俄勒冈州州务卿认证为非营利组织。  

3. 未出现在俄勒冈州司法局的不合格慈善机构列表中。  

组织或团体可以向财政赞助方提出申请，财政赞助方是符合资格的非营利组织，为拨款管理提供组织基础设施和

行政支持。 

资助类别 

根据此提案申请，将有约 860 万美元用于资助拨款。 从明年（2021 年）开始，每年将提供大约 4,000-6,000 万

美元。 今年获得拨款的组织有资格在未来的资助中获得资金。  

PCEF 资金可用于支持四大类工作。 项目提案（申请）可应对这些资助类别中的多项类别：   

• 清洁能源。包括针对住宅、商业和学校地产的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项目。 此类项目中至少有一半必须

特别为低收入居民和有色人种提供福利。 今年，此拨款类别的预期资助金额为 340 万至 500 万美元。 

• 绿色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农业。 专注于减少温室气体、改善水质以及促进城市环境健康的项目。 此拨款类

别的预期资助金额为 84 万至 130 万美元。 

• 绿色劳动力发展和承包商支持。包括职业培训、学徒计划和企业技术援助，专门针对经济困难的工作者

和企业。 此拨款类别的预期资助金额为 170 万至 210 万美元。 

https://sos.oregon.gov/business/Pages/nonprofit.aspx
https://www.doj.state.or.us/charitable-activities/wise-giving/disqualified-oregon-cha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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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及其他。 包括不属于上述类别，但支持气候行动目标以促进种族和社会公平的项目。 此拨款类别第

一年的资助等级尚未确定。  

拨款类型     

根据此请求，资助拨款有三种类型 - 规划拨款、小额拨款和大额拨款。 拨款类型不同，申请和评分也会有所不

同。      

规划拨款 — 每份申请高达 10 万美元 

规划拨款可用来帮助组织完成制定完整项目提案所需的评估或规划。 符合资格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研究和学

习、可行性/技术评估和咨询、社区外展和教育、协作和伙伴关系建立。 规划资源不得用于土地、材料、物资的

购置和实际项目实施工作。 获得规划拨款并不能保证未来的项目资助。 组织可以申请多项规划拨款，但每项拨

款需针对不同的项目。 此轮资助中，已为规划拨款拨出约 150 万美元。 规划拨款活动预计在一年内完成，但申

请人可以申请更多的时间，并说明理由。 

小额拨款 — 每个项目少于 20 万美元 

小额拨款可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并促进种族和社会正义的项目。 此类项目可包括有形改进活动（例如房屋节能改

造、太阳能装置、植树、再生农业）和/或无形活动（例如社区参与、教育）。 拨款资金可用于支付工作人员薪

酬、合约工作、购买不动产（例如设备、土地）、与完成拨款要求相关的费用（例如额外保险、报告），以及其

他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种族和社会正义的项目或活动。 小额拨款申请与大型拨款申请类似，但需要的信息更

少，且评分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适用于较小项目。 由小额拨款资助的工作必须在三年内完成。 

大额拨款 — 每个项目 20 万至 1,00 万美元 

大额拨款可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并促进种族和社会正义的项目。 此类项目可包括有形改进活动（例如房屋节能改

造、太阳能装置、植树、再生农业）和/或无形活动（例如社区参与、教育）。 拨款资金可用于支付工作人员薪

酬、合约工作、购买不动产（例如设备、土地）、与完成拨款要求相关的费用（例如额外保险、报告），以及其

他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种族和社会正义的项目或活动。 大额拨款的申请要求更为严苛。 由大额拨款资助的工作

必须在五年内完成。 

注：在未来，每个拨款类型的资助等级可能会有所不同。 

 

资金的使用 

本节重点介绍资金的特殊用途和针对 PCEF 计划的资助限制。 这不是一份资助用途或要求的综合列表。 以下列

表包括以下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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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针对特定支出类型的资助限制。 

2. 通常在传统气候项目资助中不允许，但对解决气候问题以促进种族和社会正义至关重要的支出方面的信

息。 

我们将作出具体介绍，以便申请人： 1) 了解哪些支出是允许的，且 2) 得到鼓励，创造性地思考如何达成环境、

种族和社会正义的目标。 

• 项目报告：使用拨款资金制定的报告、计划和其他材料是允许的支出，并被视为公共信息。 除所有 PCEF 

拨款接受者要提供的传统报告外，我们还鼓励 PCEF 申请人整合在文化方面适合且有意义的方式就其项目

进行沟通和报告。 示例可包括表演或视觉艺术作品等。 

• 材料、物资和设备：购买必须为实施提议项目服务。 将为拨款接受者所有的货品在其使用年限内不得转

售。 如果未来所有权发生变化，拨款接受者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该市，并获得所有权转让的批准。 PCEF 

无需最低的成本预算； 申请人应考虑购买选择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 

• 土地收购是允许的项目支出。  

• 与效率、可再生能源或绿色基础设施措施没有直接关联的建筑维修是允许的项目支出，但每个场地不得

超过总施工预算的 30%，且必须解决生命、健康或安全问题。  

• 在投资的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投资维护相关支出是允许的支出：示例包括但不限于预先支付服务质保费、

暖通空调维修合同，以及发送关于浇灌树木的提醒。  

• 在拨款协议生效之前对已采购物品或已完成工作的报销均不属于允许的支出。 

• 支持劳动力发展计划参与者的招聘、保留和成功所必需的项目是允许的支出，包括支付给参与者或代表

参与者支付的费用。 参与者支付示例包括但不限于住房、交通、儿童保育、工具、工会会费和参与津贴

支付援助。 应确定参与者支付款项的需求（例如 具备收入资格要求），以及支付款项应与计划参与等级

成比例（例如， 如果该计划是每周一天，则支付款项将涵盖这一天的费用）。 

• 清洁能源领域中刚刚起步或规模扩大的企业所必需的项目可能是承包商支持拨款允许的支出。  

• 为贷款计划提供资金以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并促进种族和社会正义的活动可能是允许的支出。  

• 因 PCEF 拨款相关要求额外并直接产生的保险费用是允许的支出。 

• 财政赞助方：向财政赞助方申请 PCEF 资金的组织，可拨出项目支出的 10% 作为财政赞助费。  

• 间接费用（有时也被称为管理费用）系指一般运营费用，例如租金、公用事业、行政工作人员、保险、

法律、网站和电信费用。 间接费用是 PCEF 拨款的允许支出。 差旅、材料和合同费用的间接费用不得超

过 10%。 包括全体职员在内的所有其他费用的间接费用不得超过 20%。 

o 请注意，向财政赞助方提出的申请，总共的间接费用分摊率最高可达 25%，但必须提供申请人收

取间接费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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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研讨会和技术援助  

我们认识到，参与此计划需要拨款撰写、项目管理、气候正义和协作等各种技能和能力。 在申请期间，工作人

员会为申请人解答问题并提供协助。 我们还建立了大量机制来帮助申请人成功实现其 PCEF 项目的创意。 其中

包括： 

• 关于每个资助领域的信息 - 清洁能源、绿色基础设施、可再生农业、劳动力和承包商发展 - 以及优先群

体的信息均可在我们网站的资源部分查找。 

• 申请期间，我们将举办网络研讨会，帮助组织了解申请和指南。 网络研讨会日期和信息将发布在我们的

网站上。 

• 为帮助潜在申请人，我们将提供有关特定主题的研讨会和虚拟培训，以构建组织能力。 相关培训的日期

和信息将发布在我们的网站上。 

申请审核流程  

PCEF 的申请审核流程旨在支持公平性、可靠性和透明度。 对于小额和大额拨款，审核流程分五步进行。 规划拨

款则跳过该流程的技术审核步骤。  

1.资格筛查 

计划工作人员将审查每份申请，以确保该组织和项目有资格获得资助。 资格标准通过 PCEF 立法和该市合同

和法律要求通知。  

2.技术可行性审核（不适用于规划拨款） 

每份通过资格筛查的申请将接受技术可行性审核。 技术审核不计入项目分数； 而是起到筛查作用，消除技

术上不可行的项目。 项目无需为通过技术审核进行充分设计； 但是，它们必须在技术上可行。  

3.评分小组审核 

每份通过资格和技术可行性筛查的申请将被分配至评分小组。 每个评分小组将由三到五人组成，包括 PCEF 

委员会成员、计划工作人员和主题专家，其中至少有一名委员会成员和一名工作人员。 我们将尽量使小组内

有色人种占多数并实现性别平衡。 评分小组成员（审核员）将接受评分标准和反偏见意识方面的培训。 审

核员要在审核过程中避免与申请人交流。 评分小组审核包括三个步骤： 

1. 每名审核员将分别对申请进行评分。 审核员将获得评分标准指南和技术审核信息。 每个拨款类型的

评分标准指南均发布在我们网站上。  

2. PCEF 工作人员将取审核员针对每项标准评分的平均值，并将其提供给项目申请人。 评分小组也可以

为申请人提供简单的澄清问题。 申请人将有机会对其分数作出回应，并回答审核员提出的澄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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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申请人可以书面形式或通过视频或录音作出回应。 我们将提供申请人回应的长度和格式的相关

说明，以确保所有申请的一致性。 申请人的回应将提供给评分小组以供考虑。 

3. 评分小组将开会讨论他们的个人分数和申请人回应，审核员将有机会更改其分数。 会议结束时，每

份申请将获得最终分数。 如果评分小组向 PCEF 委员会建议不资助某申请，他们将说明理由。 

4.委员会审核 

针对每份通过资格和技术审核筛查的申请，全体委员会将收到一份数据包，其中包括简短的项目概要、审核

小组评分和申请人回应（如提供），如建议不资助该申请，会作出解释。 此申请将根据评分小组指定的最终

分数进行排名。 为实现投资组合平衡，委员会在提出最终资助建议时，除审核小组分数外，还可能考虑以下

因素：  

a. PCEF 立法规定的资助目标： 

i. 40-60% 的资金用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项目，其中至少 50% 的项目为低收入家庭和有

色人种提供服务。 

ii. 20-25% 的资金用于清洁能源劳动力和承包商发展。 

iii. 10-15% 的资金用于隔离温室气体的再生农业和绿色基础设施计划。 

iv. 5% 的资金用于其他/创新。 

b. 地理分布 

c. 立法目标是将至少 20% 的资金授予那些曾提供为经济困难的社区成员带来福利的计划，且有相关

记录，包括有色人种、女性、残障人士和长期未充分就业人群。 

d. 申请人回应和评分小组建议。 

e. 遵循 PCEF 指导原则。 

5.市议会批准 

委员会的最终建议将送交市议会以供批准。 议会通常都会接受委员会的建议。 如果议会拒绝资助建议，他

们将提供此决定的书面解释。 

接受拨款  

我们将为每名获得资金的拨款接受者分配一名 PCEF 工作人员联系人（PCEF 项目经理）。 最终确定拨款协议的

第一步是参加启动会议，审核并最终确定拨款范围和要求，包括以下要素： 

• 报告要求  

• 保险要求 

https://efiles.portlandoregon.gov/Record/13649898/File/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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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力和承包商公平协议 

• 财务管理和支付 

• 劳动力和承包商使用情况（如适用） 

• 其他需要签字保证的项目（例如， 相关合规性，以完成之前步骤为条件的购买） 

• 项目管理计划范围。 此项目将是大多数拨款的第一个可交付成果，并将包括以下组成部分： 

o 项目管理角色和职责 

o 针对拨款接受者、合作伙伴和该市工作人员的项目通信 

o 最终确定重要事项和主要可交付成果的时间表。 

最终确定所有拨款要素后，PCEF 项目经理将起草拨款协议以供签署。 只有在拨款接受者签字并提供所有必要保

险和其他文件后，该市才会签署拨款协议。 我们的网站提供拨款协议样本示例。  

报告要求 

拨款类型、规模和时间表不同，报告要求也将有所不同。 获得资金的申请人将与其 PCEF 项目经理合作制定最终

报告要求，包括报告类型、频率和所需文件。 报告要求旨在配合项目，并提供有意义的信息和责任，同时努力

减轻拨款接受者的负担。 一些拨款信息将以标准格式进行报告，例如模板或在线平台。  

我们不希望拨款接受者承担该计划所要求的报告相关费用。 PCEF 报告平台和相关培训将免费提供。 此外，我们

还鼓励申请人（及其承包商）在其预算中包含适当的工作人员报告时间，以及与制作报告或其他材料相关的费

用，以便就项目成果进行沟通。 有关报告要求的其他信息可在 PCEF 拨款申请页面的申请材料中获取。  

下方的项目符号列表以较高水平提供了通用和特定项目类型的报告要求，如果您获得 PCEF 拨款，这些要求可能

会适用。  

针对所有拨款接受者的报告要求： 

1. 财务支出和预算跟踪 

2. 重要事项/可交付成果进展 

3. 劳动力和承包商公平协议报告（参见我们网站上的协议模板） 

4. 最终报告包括财务会计、有形改进活动地点、项目受益者数量和人口统计数据，以及其他相关的定量和定

性信息，具体取决于项目规范。 

特定于项目类型的报告衡量标准（所有指标仅在适用时报告）： 

1. 再生农业 

a. 农业项目面积（英亩或平方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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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估计年收获量（镑） 

c. 农业项目地点：  

i. 住宅地产项目的邮政编码地点 

ii. 非住宅地产项目的经纬度/GIS 

2. 绿色基础设施 

a. 树木/植物材料的数量和类型  

b. 项目面积（英亩或平方英尺和线性英尺） 

c. 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地点：  

i. 住宅地产的邮政编码 

ii. 商业地产的街道地址 

iii. 其他地产的街道地址或经纬度  

3. 劳动力和承包商发展 

a. 完成情况（完成或毕业的参与者数量和百分比） 

b. 成果（如适用）（例如， 获得工作、保留工作或在工作中获得提升的参与者数量； 针对学校或

夏令营项目，适当的计划评估衡量标准） 

c. 已援助企业数量 

d. 已提供援助小时数 

e. 援助类型（例如， 法律、财务、会计、技术、认证、人力资源、市场营销） 

f. 成果（例如， 企业已开业、已稳定、正在发展）  

g. 已援助企业类型（例如， 太阳能、房屋节能改造）。 

4. 清洁能源 

a. 能源效率 

i. 每个场地的建筑面积、使用情况和居用者人数 

ii. 改进前后的能源使用情况 

iii. 地点： 商业地产的实际地址，住宅地产的邮政编码  

iv. 已安装的效率测度工具类型 

v. 非能源效率改进类型  

b. 可再生能源 

i. 各场地的总装机容量  

ii. 位置： 商业地产的实际地址，住宅地产的邮政编码 

iii. 非可再生能源改进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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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FAQ) 

1. 我的组织是否可申请多项拨款？  

是，一个组织可申请或参与的拨款数量没有限制。 但是，不同的拨款申请必须针对截然不同的项目或计划。  

2. 是否需要杠杆才能获得 PCEF 拨款？  

不，杠杆（其他来源对项目的资助，又称匹配资助）不属于 PCEF 资助的要求。 该申请包含杠杆资源的相关问

题，以考虑如何将有限资金的影响最大化。 对于小额和大额拨款，杠杆是加分项，但对于规划拨款，则无额外

加分。  

3. 有些问题或标准似乎不适用于我的项目？ 这会影响我的分数吗？ 

针对规划拨款，将根据所有标准为所有申请评分。 针对小额和大额拨款，项目类型不同，问题和评分也有所不

同。 请参考我们网站上的评分表，了解您感兴趣的拨款类型，以确定哪些评分标准将用于评估您的申请。 分数

将根据适用于您项目类型的问题进行评定； 不适用于您项目类型的问题将不会影响您的分数。  

4. 我的组织在某些衡量标准上不具备优势。 我们是否仍然能够获得资助？ 

我们了解，每个项目都是独一无二的，并认识到有些项目并不是在所有衡量标准方面都具备优势。 如果提议项

目推进气候行动，为 PCEF 优先群体提供福利，并符合资格标准，则可能会考虑为其提供资金。   

审核流程旨在适应不同规模和类型的项目以及不同经验和等级的组织。 此外，虽然申请流程旨在确保公共资金

的责任，但它也认识到，需要培养创新、试验和学习能力，以支持新加入此项工作的新计划和新组织。 我们了

解，某些类型的项目评分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们会将此因素考虑在内，共同审核各个类别的项目，以确保我们就

“同一类别的项目”进行对比（例如， 对比再生农业项目的评分与其他再生农业项目的评分，而不是将其与清洁能

源项目作比较）。 

5. PCEF 如何支持工作者安全性和公平性？  

工作者的福祉对 PCEF 而言是最为重要的。 我们以劳动力公平性为中心的一种方式便是考虑提议项目是否会雇用

有色人种、女性、残障人士或长期未充分就业人群等多样化劳动力。 我们还要求每名拨款接受者签署劳动力和

承包商公平协议，其中涉及薪酬方面，以及打造安全并欢迎长期以来排除在气候经济外的多样化群体的工作环境

之相关要求。 请参阅我们网站的劳动力和承包商公平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