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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小企業管理局 
情況說明書 - 災難貸款 

紐約聲明書 16010 & 16011 
（災難號：NY-00189） 

事件：公寓火災 
 

事發詳情：2019 年 4 月 3 日 
 

於 New York 的 Kings County（國王郡）；以及毗鄰的 New York 州內郡：New York 、Queens （皇后）、Richmond 

 （里士滿） 
 

申請書填寫截止日期： 
實物損壞：2019 年 8 月 23 日  經濟損失：2020 年 3 月 24 日 

 

如果您位於所宣佈的災區，您或許有資格獲得 U.S.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美國小企業管理局）(SBA) 的經濟 

援助。 
 
有哪些可選的災難貸款類型？ 

 

• 企業實物災難貸款 — 該貸款用於企業修復或更換毀於災難的公司財產，包括房產、庫存、補給、機器和設備等。
任何規模的企業都有資格申請。私人、非營利組織（如慈善機構、教堂、私立大學等）也符合該資格。 

• 經濟損失災難貸款 (Economic Injury Disaster Loans, EIDL) — 該流動資金貸款用於幫助小企業、小型農業合作社、從
事水產養殖的小企業，以及大多數各種規模的私人、非營利組織履行由於災難而無法履行的日常必要的債務。這些
貸款用於幫助度過災難恢復期。 

• 房屋災難貸款 — 該貸款用於房屋所有人和承租人修復或更換毀於災難的房產和個人財產，包括手機等。 
 
有哪些信用要求？ 

 

• 信用記錄 — 申請人必須有 SBA 可接受的信用記錄。 
• 還貸 — 申請人需證明其還清貸款的能力 
• 抵押品 — 超過 $25,000 的實物損壞貸款和超過 $25,000 的 EIDL 都要求抵押品。情況允許時，SBA 也接受房產作為

抵押品。SBA 不會因缺少抵押品而拒絕放貸，但需要您抵押手頭現有的物品。 
 
利息為多少？ 

 

根據法律，利率取決於各申請人是否有他處可用信貸。當 SBA 認定申請人沒有充足的資金或其他資源，或沒有能力從非政
府來源借得資金，以供給自己進行災難恢復時，即說明該申請人沒有他處可用信貸。若 SBA 認定申請人有能力供給自己進
行災難恢復，則該申請人被視為擁有他處可用信貸。利率根據貸款期限而定。該種災難可申請的利率有： 

 

貸款類型 
無他處可用信貸 有他處可用信貸 

房屋貸款 2.063% 4.125% 
企業貸款 4.000% 8.000% 
非營利組織 2.750% 2.750% 

經濟損失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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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類型 
無他處可用信貸 有他處可用信貸 

企業及小型農業合作社 4.000% 不適用 
非營利組織 2.750% 不適用 

 
貸款期限是什麼？ 

法律授權的貸款最高期限為 30 年。但是，法律將有他處可用信貸的企業的信貸期限限制為 7 年。SBA 根據貸款人還款的能
力來設定分期金額以及相應的到期時間。 

 
貸款額度是什麼？ 

 

• 企業貸款 — 法律對企業修復、更換房產、庫存、機器、設備和其他實物損壞的貸款限額為 $2,000,000。在此限額 

下，貸款金額不涵蓋經核實但未投保的災難損失部分。 

• 經濟損失災難貸款 (EIDL) — 法律對減輕災難所致經濟損失的 EIDL 限額為 $2,000,000。實際貸款金額由 SBA 認定
的經濟損失決定，扣除業務中斷保險金和上至行政貸款限額的補償金。根據 U.S.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美國小企業管理局）的決定，EIDL 援助僅適用於無法從非政府來源獲得資金進行恢復的個體及其所有者。 

• 企業貸款上限 — 此 $2,000,000 的企業貸款法定限額適用於實物、經濟損失、緩解和再融資的合計，同時適用於企
業及其附屬公司在每場災難中的所有災難貸款。如企業為重要的就業來源，SBA 應有權免去 $2,000,000 的法定限 

額。 

• 房屋貸款 — 根據 SBA 法規，房屋貸款中，用於修復、更換房產的貸款限額為 $200,000，用於修復、更換個人財產
的貸款限額為 $40,000。在此限額下，貸款金額不應超過經核實但未投保的災難損失部分。 

 
有哪些對貸款資格的限制？ 

 

• 未投保的損失部分 — 只有未投保或未補償的災難損失部分才符合資格。任何要求用於償還現有按揭的保險金均 

不能用於資助災難恢復，且不會降低其貸款資格。但是，任何主動用於償還現有按揭的保險金，將會降低其貸款 

資格。 

• 資格不符的財產 — 除非用於商業用途，否則二次購房、私人遊艇、飛機、旅遊房車和類似的財產不符合該資格。
古董、收藏之類的財產，只涵蓋其功能價值範圍內的資格。園藝造景、泳池等的貸款金額存在限制。 

• 不遵守記錄 — 若申請人未遵守之前 SBA 貸款的條款，則可能失去資格。包括在之前 SBA 貸款後，沒有進行洪水和
/或危害險種續保的貸款人。 

 
注意：貸款申請人須與根據本聲明書規定、管理任何補助金或其他支援項目的機構/組織進行核實，確定獲批 SBA 災難貸款

會對其資格產生怎樣的影響。 
 
是否能提供緩解改進資金進行援助？ 

 

如果您的貸款申請獲批，您將有資格獲得額外的資金，用於支付改進費用，以保護您的財產免於未來的損害。改進方面例如
擋土墻、防波堤和污水泵等。緩解用貸款資金將作為獲批貸款的補充項，但應不超過 SBA 核實的房產實物損壞（包括租賃
物改進）以及個人財產總額的 20%，房屋貸款最高為 $200,000。改進描述和成本估算無需與申請一同提交。經 SBA 批准緩
解措施後，才能申請增加貸款。 

 
是否能提供再次融資上的援助？ 

 

• 當申請人 (1) 沒有他處可用信貸 (2) 遭受嚴重的未賠償災難損失 (其財產的 40% 或更多，或該建築價值的 50% 或更
多) (3) 有意修復損壞時，SBA 可以為記錄的留置權所證明的全部或部分先前抵押貸款進行再融資。 

• 企業 — 企業所有者將有資格對房產、機器和設備的現有抵押貸款和留置權進行再次融資，最高不超過房產、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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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設備的修復、更換貸款金額。 

• 房屋 — 房屋所有者將有資格對現有的留置權和抵押貸款進行再次融資，最高不超過房產修復、更換的貸款金額。 
 
如果我決定遷居該怎麼做？ 

 

您可以使用 SBA 的災難貸款進行遷居。遷居貸款金額取決於您是否主動申請。如果您對遷居感興趣，SBA 的代表將根據您
的具體情況，向您提供更多細節資訊。 

 
貸款是否對保險有要求？ 

 

為保護每位貸款人和代理商， SBA 將要求您進行適當的投保和續保。根據法律，若貸款人的受損財產或抵押財產位於特殊
洪災區域，則該貸款人必須購買並續保水災保險。SBA 要求該水災保險承保範圍為 1) 災難貸款總額， 2) 財產投保價值，或 

3) 最大可用保險中最少的一項。 

申請人可在線申請、獲得額外災難援助信息並下載申請表，地址為 https://disasterloan.sba.gov/ela申請人也可以撥打 SBA 客戶
服務中心，電話號碼 (800) 659-2955 或發送郵件至 disastercustomerservice@sba.gov 以獲取更多 SBA 災難援助的信息。失聰或
聽障人士可撥打 (800) 877-8339。請將填好的申請表寄往 U.S.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cessing and Disbursement 
Center, 14925 Kingsport Road, Fort Worth, TX 76155. 

https://disasterloan.sba.gov/ela
mailto:disastercustomerservice@sb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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