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健康:
VicHealth合伙企业补助金
本轮拨款包含什么?
由当地以及社区组织为领导的创意和解决方案可申请高达
$3,000、$10,000或$50,000补助，用以维护维多利亚州社区
居民的健康和福祉，助其更好地从新冠疫情和维州森林大火
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重要日期
里程碑

日期

开放申请

2021年3月3日星期二9:00

申请截止

2021年3月23日星期二14:00

拨款通知

2021年6月30日前
通知所有申请人申请结果

拨款项目

2021年7月1日
至2022年6月30日

创意提交期限：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
项目需服务维州特定优先人群，可以是全新创意，也可以拓展现
有工作。

什么是优先人群与重点领域？
VicHealth现接受改善以下人群健康福祉的申请:
• 维多利亚州儿童和年轻人(0-25岁)，包括家庭；和/或
• 由于收入、文化背景、性别、残障情况或住地等社会因素而面
临巨大障碍，无法充分享受健康生活的维州居民。
所有申请还应至少关注一项 下列主题:
可负担的
健康食品:

一种能够解决新冠疫情下暴露出的食品系统
缺口问题的当地解决方案，建立起可持续的
食品供应系统，确保所有维州居民能够获得
可负担的健康食品。

何人可以申请?
合格申请人
VicHealth希望听取多方合格当地组织的意见，为受新冠疫情和
维州森林火灾影响最严重的维州居民提供支持。

有意义的
社交联结:

为维州最边缘地区儿童和年轻人创造可持
续的、有意义的社会联结的当地解决方案。

申请组织必须持有有效澳大利亚商业编号(ABN)，并且属于以下
注册类型之一，方符合申请资格:

体育锻炼:

通过无论是组织结构化活动（团队和比赛）
还是鼓励非结构化活动（大众体育、鼓励人
们散步、跑步、骑车和滑冰等）增加休闲娱乐
活动和体育运动参与度。

• 法人团体(法定名称通常包括“协会(Association)”或“合作社
(Cooperative)”或“公司(Inc.)”)或;

申请人应查阅重整健康计划官网，了解有关优先人群以及重点领
域或主题的详细信息。

• 担保有限公司(法定名称通常包括“有限公司(Ltd.)”),或;
• 维州地方政府实体。

拨款可用于哪些方面?

合格申请人
组织类别

是否合格

要求

法人团体

是

• ABN
• 维州消费者事务署注册
编号

担保有限公司

是

• ABN

拨款可用于项目直接相关的必需品或服务，如:
• 设备、材料或其它物品（包括体育器材和制服）
• 参与人员或志愿者的支持性支出，包括降低参与难度的费用
• 短期项目人员雇佣或分包费用
• 能让社区持续受益的组织能力建设，如提升员工能力的短期
课程

• ACN (澳大利亚企业编号)

• 小型基本建设工程、基础设施（包括IT基础设施）、建筑工程或
资产，不得超过拨款总价值的20%*
• 对现有环境或基础设施进行改造，以支持开展防疫安全项目活
动，不得超过拨款总价值的20%*。

维州地方政府
实体

是

• ABN

非营利性社会
企业

是*

• *仅注册法人团体或担保
有限公司符合资格。
参见上述要求。

赞助组织

是*

• *如果是注册法人团体、担
保有限公司或维州地方政
府实体，则符合申请条件。
参见上述要求。

*支
 出必须与促进创意/项目/活动结果的交付直接相关。更多详情请查看重整
健康官网上的常见问题解答。

拨款不得用于:
• 与实施项目不直接相关的设备、材料、人员成本或管理费用
• 购置土地
• 提供医疗服务、早期干预、治疗、康复或预防特定疾病
• 偿还已支出项，或者该项目已获其它来源资金资助
• 高等教育学历，如获取高等教育文凭或学位的入学费用

赞助申请
不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可通过赞助协议申请资金。赞助协议涉及与
合格组织（赞助方）的合作关系。赞助方对补助金的拨款、接收和
分配承担法律责任和财务责任，而拨款的使用活动则由不符合申
请资格的合作伙伴（项目交付组织）承担。申请书中必须附有赞
助方和项目交付组织的书面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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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适合由其它地方级、州级或联邦级基金拨款的活动
• 支持故意以头部为目标的项目，或者项目涉及殴打或踢打他
人，蓄意造成伤害
• 将拨款预算中20%以上的资金分配给基本建设工程、基础设施
（包括IT基础设施）、建筑工程或资产。

如何申请
1. 访问重整健康计划官网:
• 阅读辅助信息
• 从重整健康计划官网下载“重整健康申请书起草工具
（Reimagining Health Application Drafting Tool）”，与同事
协作检查申请相关问题，起草申请。
• 下载“预算模板（Budget Template）
（所有申请均需提交）”
和“工作计划模板（Work Plan Template）
（仅适用于超过
$10,000的申请）”
2. 通过重整计划官网上的“VicHealth相关方门户（Stakeholder
Portal）”在线提交申请表。
• 所有申请上传时必须附上完整预算
• 提交金额超过$10,000的申请时必须附上完整的工作计划
• 如果使用赞助协议进行申请，请查阅重整健康计划官网上提
供的重整健康计划申请起草工具，以了解如何输入赞助协议
相关信息的具体步骤

补助金的发放将综合考虑申请的长处、社区需求以及补助金
惠及的维州人口分布、地理区域和项目类型等因素。咨询小组
（Advisory Panel）提出的供资建议将交由VicHealth首席执行官
审批。
请注意，VicHealth补助金的竞争非常激烈,预计合格的申请数量
将远远超出可资助的项目上限。由于基数巨大，将有许多申请不
幸落选。落选通知中会附上一般性反馈意见；但无法提供有针对
性的反馈。

与VicHealth合作
申请获批的组织——包括赞助组织（如适用）——需要:
• 与VicHealth签订协议，并满足《要约书( Letter of Offer )》
(低于$10,000)或《融资协议(Funding Agreement )》(高于
$10,000)中所述之任何拨款条件
• 通过电子资金转账接受拨款

• 查阅重整健康计划官网了解“相关方门户网站”可提供的支
持，如常见问题解答、操作指南和登录/IT帮助

• 执行计划时采取COVID-safe防疫措施，如果出现任何与疫情相
关的危险或事件，应尽快通知VicHealth

注意：若申请金额超过$35,000，则VicHealth要求就当前、计划
将来或过去12个月中与食品、含糖饮料、酒精或赌博行业之任何
关系提交声明。这不会影响申请资格，但VicHealth将评估其潜
在风险。参阅VicHealth《有害行业相关融资与采购政策Harmful
Industry Relationship Funding and Procurement Policy》，了解更
多有关需提供声明的关系类型的详情。

• 根据本项目目标维持并持有所有必要和充分的保险。对于
$10,001以上的拨款，同意在VicHealth要求时出示相应保险凭
证，包括：

审批过程
VicHealth员工和外部评估人员将组成评审小组，根据评估标准
对各申请进行评分，并列出入围申请。申请项目若想通过评审，其
重心必须与本册中所述之某种或多种优先人群以及某项或多项
重点领域紧密相关。
根据以下标准对申请的合格度进行评分：
• 社区需求：该创意是否解决了社区事实存在的某种需求，并且
是否针对所选之优先群体？
• 变革愿景：预期成果是否清晰可见，对健康福祉产生的积极影
响是否与项目活动或重塑健康计划拨款的使用直接挂钩？ 
• 交付能力：拟议的活动或采购是否合适恰当，是否能在预期时
间内完成？组织是否有充分条件来执行该创意？
• 项目影响：项目能够覆盖多少人？是否能够带来持续性影响？
• 物有所值：申请的拨款金额是否现实而不虚夸？

- 公众责任保险证明，最低$2,000,000
- 劳工赔偿保险（工伤保险）证明或工作安全局（WorkSafe）
出具之豁免信函
- 如果项目涉及18岁以下人员，则所有参与项目实施的人士必
须遵守《2005年维州儿童福利和安全法（Child Wellbeing
and Safety Act 2005）(Vic)》以及《2005年维州儿童工作法
（Working with Children Act 2005）(Vic)》
- VicHealth指定的其它保险
- 如果目前没有保险，则承诺在项目开始前购买所有必要的
保险
• 应VicHealth要求参与评估。评估参与可能包括受资组织、合作
伙伴组织或项目参与人。
• 在所有受资助创意相关的公开交流中使用经批准的徽标与文
本,公开承认VicHealth的支持。
• 允许VicHealth在报告或社交媒体活动中分享受资助项目的图
片或样本。
• 满足基本报告要求，包括项目进度报告和/或项目结束时提交
的最终报告以及资金使用明细报告。以上报告均为协议的一部
分，由 VicHealth提供模板，以便我们了解补助金的去向，以及
是如何使用的。

Vic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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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疑问?
如果本文中指南和链接不甚清楚,可访问重整健康计划官方网
站，观看录制好的在线简报以及常见问题解答，了解更多信息。
亦可注册后通过VicHealth利益相关方门户提交问题,或联系
partnershipgrants@vichealth.vic.gov.au。
请注意，我们的营业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9:00至17:00（公共
假日除外）。
请注意:由于查询众多且为公平起见,无法针对个人想法提供针对
性反馈或建议。如果您所在的组织符合申请资格，且您认为自己
的想法符合本轮拨款目标——请提交申请!

如需其他语言翻译服务,
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 致电131 450联系笔译与口译服务,要求转接 VicHealth电话
(03) 9667 1333
• 使用您自己的口译员,直接致电(03) 9667 1333
• 发送电子邮件至 partnershipgrants@vichealth.vic.gov.au

协助听力或语言障碍人士
通过全国中继服务(NRS)联系VichHealth。更多信息,请访问 NRS
网站(communications.gov.au/accesshub/nrs) 选择接入点 或拨
打NRS帮助热线1800 555 660。此为免费服务。

Victorian Health Promotion Foundation
PO Box 154 Carlton South
Victoria 3053 Australia
T +61 3 9667 1333 F +61 3 9667 1375
vichealth@vichealth.vic.gov.au
vichealth.vic.gov.au
twitter.com/vichealth
facebook.com/vic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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