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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认证申请 

弱势商务企业  (DBE) / 
机场特许经营弱势商务企业  (ACDBE)  

49 C.F.R. 第 23 和 26 

申请人的路线图  

1. 我该申请吗 ? 
你也许是  DBE/ACDBE 项目的合格参加者如果 :  

企业须是盈利商务作为联邦运输局，联邦高速公路或联邦航空局资金的接受者，执行或寻求做交通运输相

关的工作（或特许活动）。  
企业至少有 51%是由一个社交和经济上弱势的个人或团体掌控。  
企业的弱势业主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拥有者。  
企业符合小商务局的规模要求并且总年收入不超过 23980000美元根据 DBE标准  (ACDBEs是 56420000美
元)。  (其他 ACDBE规模标准适用于银行／金融机构，汽车出租公司，付费电话公司和汽车销售业。)   

2. 怎样申请 ? 
第 1次申请 DBE认证必须完成并递交此认证申请表和相关材料给在你居住州的认证机构并需参加一次由此机构
进行的面试。附加文件检验单可帮你准备需要提交给机构的文件以便你完成申请。如果你未成功提交所需文

件，你的申请会被延迟和／或拒绝。企业已被认证为 DBE的无需完成此表，但也许会被你居住州以外的外州
的认证机构问到要你提供你最初的申请表格复印件，辅助文件和任何其他信息你已提交给你居住州或是任何其

他州来获取认证。  

3. 我的申请书该寄到哪里去 ? 

4. 谁会因为我的申请联系我和合格标准是什么 ? 
 
DBE和 ACDBE项目要求所有美国交通运输部(D OT)的联邦政府援助接受者参加一个全国统一认证申请项目 
 
(UCP)。UCP是个一站到位的项目帮你的企业在你居住州内消除需要从多个认证机构获取认证的需要。  UCP根


据在 49  C.F.R.第 23和 26中的符合标准，负责认证企业并维持一个已认证了美国交通运输部下的 DBEs 和
 

ACDBEs数据库。
   

5. 我从哪里可以找到更多的信息 ? 

美国交通运输部 —https://www.civilrights.dot.gov/  (此网页提供掌控 DBE/ACDBE项目的规定和制度有用连接，
 
有问题回答栏目和其他有关信息)  
 

SBA—符合北美工业分类系统  (NAICS) 的小商务规模标准 : 
 
http://www.census.gov/eos/www/naics/  and  http://www.sba.gov/content/table-small-business-size-standards. 


在收集此表格所要求的信息时，交通运输部遵循联邦信息自由与隐私权法案（ 5 U.S.C.552和 552a）规定。隐私权法案为你个人信息提
供综合全面的保护。这包括如何收集，使用，披露，保存和丢弃信息。你的信息在没有你的认可下不会向第三方透露。所收集的信息

将只用于决定你业务参加弱势企业项目如同 49  C.F.R. §26.5 部分所定义的和机场特许弱势企业项目如同 49C.F.R. §23.3部分所定义的
资格。你可以参照 2000年 4月 11日在联邦认证发表的交通运输部的完整隐私权法规声明  (65 FR  19477)。 
 
依据 49 C.F.R. §26.107, 日期是 1999年 2月 2日和 2011年 1月 28日，如果任何时间，部门或接受者有理由相信任何个人或企业有意提
供不正信息或造假，部门可以依据  2 CFR 第 180 和 1200, 非采用停止和部门采取法律行为依据  49 C.F.R. 第  31, 项目作弊和民事措施 ,针
对个人或企业进行停止或取消手续，,  和／或转给政法部进行刑事裁判依据  18 U.S.C. 1001, 防止在联邦项目中作假。 

http://www.sba.gov/content/table-small-business-size-standards
http://www.census.gov/eos/www/naics
http://www.law.cornell.edu/cfr/text/2/180
http://www.law.cornell.edu/cfr/text/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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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成弱势企业  (DBE)
 

机场特许弱势企业  (ACDBE) 统一认证申请表格的说明
 

注意: 所有参加企业必须是营利业。如果你的企业是非营利，那你不符合申请  DBE/ACDBE 项目并不应该完成此申请。
如果你需要更多地方来回答此表格里的任何问题，请附加纸页或所需复印件，标明每份附加纸张／复印件是对应此申

请表格里的哪个部分和页数。 

第 1部分: 认证信息 

A.	 基本联系信息  
(1) 	 填入完成此表格的人和你企业的联系人的姓名和职

称，。  
(2) 	 填入你企业法名，应与公司章程或执照相同。  
(3) 	 填入你企业的主要电话号码。  
(4) 	 如果有，填入第二个电话号码。  
(5) 	 如果有，填入你企业的传真号码。  
(6) 	 填入联系人的 email。  
(7) 	 如果有，填入你企业的网站。  
(8) 	 填入企业办公室所在的街道地址  (不是  P.O. Box).  
(9) 	 如果邮信地址不同于街道地址，请填入。  

B.	 以前／其他认证和申请  
(10) 	在适当的空格里打勾标明你的企业目前是否在 

DBE/ACDBE 项目认证，并且提供认证机构的名称。
列举你居住州和其他任何州或 UCP成员去访问你
的日期。并且提供进行面试的州名／UCP 成员名。  

(11) 	标明你的企业或任何表格里列出的人曾被拒认证为 

DBE，  8(a)或小弱势商务（ SDB）或州和地方的 

MBE/WBE 企业。标明是否企业曾被从任何一个这
样的项目中取消过认证。标明是否申请者退出过或

是企业被任何州或地方机构，或联邦实体限定取消

资格，停止或拒绝竞争特权。如果你回答了是，标

明机构名称并使用所提供的地方解释整个行为的性

质。标明是否你曾向部门上诉这个决定，如果有，

附上一份美国交通运输部的最终机构决定的复印件。 

第  2部分: 一般信息  

A.	 企业简历 :  
(1) 	 给予一个关于企业主要活动的简洁描述，企业的产

品或服务，或者建筑类型。如果你的公司提供多种

产品／服务，列举主要产品或服务(如果需要附加
纸页)。如果你被认证为 DBE，这个描述可以被用
在我们 UCP的网上目录里。  

(2) 	 如果你知道你的商业的  NAICS Code，填入到空
格里。 

(3) 	 标明你的企业成立日期，应与公司章程或执照相
同。  

(4) 	 标明每个人成为企业主的日期。  
(5) 	 在相应的空格里打勾描述你和每个业主获取权力

的方式。如果你选“其他”，在提供的空处做解

释。  
(6) 	 在相应的空格里打勾表明你的企业是否是“营利

的”。如果你勾了“不是”，那你不合格申请 

DBE/ACDBE 项目并且不应完成此申请表格。所
有参加企业都必须是营利企业。如果此企业是营

利的，提供你企业联邦税表上的联邦税务号。  
(7) 在相应的空格里打勾描述你企业的合法企业结构，

相同于你企业公司章程中的注明类型或相似文件

中的。如果你勾了“其他”，在提供的空处简单

解释。  
(8) 	 填空说明你有几个雇员，注明全职，半职和季节

性工人。附加一份职员名单，他们的职务和雇佣

日期。  
(9) 	 标明企业过去三年的净收入，相同于你企业的联

邦报税表上数字。你必须完整附上每年的企业联

邦税表。如果申请企业或业主有任何其他附属组

织，你必须提供这些企业的净收入和附加这些联

邦税表。附属组织的定义在  49 C.F.R. §26.5 和  13 
C.F.R. 第  121部分里。  

B.	 与其他企业的关系和来往  
(1) 	 在相应的空格里打勾表明你的企业是否和其他企

业，组织或任何实体共享一个地址，或是否分享

一个电话号码，邮局信箱，办公空间，院落，仓

库，其他工厂，设备，金融或任何办公室职员和

／或雇员。如果你回答了“是”，注明其他企业

的名称和全面解释你和这些业务的关系，注明此

商业或个人和你的任何正式，非正式，书面或口

头的协议。在提供的空处解释任何与其他企业分

享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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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相应的空格里打勾表明是否任何其他企业在目前

或在过去任何时候对你的企业有拥有权。如果你选

是，请解释。  
(3) 	 在相应的空格里打勾表明是否你的企业现在或过

去：  
(a)	 曾属于不同的业主，有过不同类型的业主或不同的

名字；  
(b) 	 曾下属于任何其他企业；  
(c)	 曾以合伙人形式存在，一个或多个合伙人是其他企

业；  
(d) 	 拥有任何其他企业的百分之几；并且  
(e)	 有自己的下属。  
(f) 	 作为其他企业的下接企业并且其他企业掌握多于 

25%的你的企业收入。  
如果你在（3）（a－f）任何问题里回答了“是”，你会
被要求解释详情。 

第 3部分:主要业主信息 

标明所有拥有您公司的任何股权的个人或控股公司，提

供以下要求的信息（如果你的企业有多于一人的业主，

提供以下部分每个业主的完整复印件）：  

A.	 标明持有 51%或更多企业股权的主要业主  
(1) 	 填写业主全名。  
(2) 	 填写他／她的职务或在你企业内的地位  
(3) 	 给出他／她家里的电话号码。  
(4) 	 填写他／她家（街道）地址。  
(5) 	 注明业主的性别。  
(6) 	 注明业主的种族组织成员。如果你勾了“其他”注

明业主的种族组织成员，  
(7) 	 在相应的空格里打勾注明业主是美国公民或绿卡合

法居住者。如果业主既不是美国公民或绿卡居住着，

那这个业主不能申请认证 DBE业主。  
(8) 	 填写此业主成为你企业业主的年数。  
(9) 	 标明此人所持有的总百分比和获得日期，包括（如

果可行）拥有股票的分类。  
(10) 	注明此业主原始投资来获取你企业的业主的美元价

值，细分成现金，房地产，设备和／或其他投资。

描述你怎么获取你的商业的并且附加文件支持此投

资。  

B. 额外业主信息  
(1) 	 描述业主和你企业其他业主和雇员的家庭关系。  
(2) 	 标明此业主是否为其他商业执行管理或领导功能。

如果你勾“是”，标明其他商业的名字和此业主在

那商业里的功能／职位。  

(3) 	 (a) 在相应的空格里打勾标明此业主是否在其他企
业里工作或拥有其他和你的企业有任何关系的企业。

如果你勾了“是”，标明别的企业的名字，商业关

系和业主在企业里的职能。  
(b) 如果业主为其他企业，非营利组织工作，或参
与 10小时以上一周的活动，请注明这些活动。  

(4) 	 (a) 在提供的空处注明申请认证的业主的个人净
资产。完成申请表格附加“给符合 DBE/ACDBE
项目的个人净资产声明”。注意：此部分和附加

声明仅适用於每一个申请 DBE 资格的业主（比
如，给每一个自称是社会方面和经济上弱势的业

主）。  
(b) 	 在相应的空格里打勾注明是否有为弱势业主受益

而建的信托。如果你回答“是”，你或被问提供

一份信托说明复印件。  
(5) 	 在相应的空格里打勾注明你的直接家庭成员，

经理，或职员，是否拥有，经营或和其他公司

有关。直接家庭成员在 49 C.F.R.§26.5 里有定义。
如果你回答了“是”，提供每个人的名字，你

和他们的关系，公司名字，商业类型和他们是

否拥有或管理公司。 

第  4部分: 控制  

A.	 指明企业高管和董事会成员们  
(1) 	 在提供的空处，写明姓名，职务，任命日期，种

族和每个高管的性别。  
(2) 	 在提供的空处，写明姓名，职务，任命日期，种

族和每个董事会成员的性别。  
(3) 	 在相应的空格里打勾表明是否任何以上列出的你

企业高管和／或董事会成员在其他商业担任管理

或领导职位。如果你回答“是”，指明每个人的

名字，他／他的职位，她／他关联的商业和他／

她在那商业执行的功能。  
(4) 	 在相应的空格里打勾表明是否上列出的你企业高

管和／或董事会成员拥有或为任何同你企业有关

的企业工作。（比如，拥有业主利息，分享办公

空间，金融投资，设备租借，个人分享等。）如

果你回答“是”，指明企业名字，个人名字和他

／她的商业关系同另个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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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业主，高管，董事会成员，管理人和关键人物的责任  

(1), (2) 具体指明多数和少数业主，董事会成员，高管，
管理人和控制企业所列的功能的关键人物的作用。附

上每个业主和下面指明的非业主的简历。写明个人名

字，职务，种族和性别，和股权拥有的百分比。圈出

每个人在每方面的参与频度如以下所示：“总在，频

繁，很少，或从不”。  

指明是否任何这部分里所列人士在其他任何商业里执行

管理或指导功能。指明人，商业和他们的职务／功能。

指明任何以上列出的人是否拥有或任职於和本企业有关

系的任何其他企业（比如，拥有股权，分享办公空间，

金融投资，设备租借，个人分享等。）如果你回答

“是”，描述他／她和那个其他企业的商业关系  

C. 库存: 按以下分类指明企业库存:   

(1) 	 设备和车辆 
指明你企业拥有和／或使用的每件设备和汽车的产

家和型号。指明是否每件是你企业或业主拥有或借

用，是否它是做抵押用的和存放在哪里。  
(2) 	 办公空间 

指明每个你企业拥有／或使用的办公空间的街道地

址。指明是否你企业或业主拥有或租借办公空间和

现价值或它的借约。  
(3) 	 库存空间 

指明你企业拥有和／或使用的每个库存空间。指明

是否你企业或业主拥有或租借此库存空间和现价值

或它的借约。提供每一个地方的签字借约合意书。  

D.你的企业依赖于别的企业管理或发职员工资？ 

在相应的空格里打勾表明是否你的企业依赖于别的企业

管理或发职员工资。如果你回答“是”，你会被问解释

依赖的性质和延伸到哪个企业做这些功能。   

E.金融／银行信息 

银行信息。写下你企业银行的名字，城市和州。在提供

的空处，指明可以给这个帐户签支票的人。提供银行授

权和签名卡。 
 
担保信息。写明你企业的担保限额（美元单位），指明

合计和项目限制。   

F. 你企业借金的来源，数目和目的，包括担保借金的
人名或企业。 

记下每个来源的名字和地址，贷款的人名，原本金额

和每个贷款的现馀额和你企业的每个贷款的目的。提

供签字的贷款合约和担保合约。  

G. 在过去的两年内从你企业的资产贡献或转交到任何
其他的业主或个人或从任何其他的业主或个人资产转

交或贡献到你的企业： 

在所提供的空处，填入转交的资产或贡献的类型，它

现在的美元价值，它是从哪个个人或企业转来的，转

去哪个个人或企业，这两个人和／或企业间的关系和

转交的日期。  

H.目前任何你企业的雇员或业主拥有的执照／许可。 

列举你企业里有专业执照或许可的每个人，执照或许可

的类型，执照或许可的失效日和执照或许可的发行州。

附上执照，执照更新表格，许可和运输授权表格的复印

件。  

I. 如果有，请填写过去三年中你企业完成的最大的合
同。 

列举每个合同的业主或承包者的名字，每个合同中项

目的地点和名字，每个合同工作的类型和每个合同的

美元价值。  

J.目前你企业正在进行的最大的工作。 

列举每个进行中工作的主要承包人的名字和项目号，

地点，工作类型，项目开始日期，预期结束日期和合

同的美元价值。 

机场特许  (ACDBE) 申请者  
指明在机场的特许空间，地址和场所，地产或租地的

价值和交付机场的费用／租金。提供任何其他机场特

许商业申请企业的信息或任何拥有和／或运转的子公

司，包括名字，地点，特许类型和开始日期。 

誓章和签字 
你的认证申请书必须附有认证宣誓书。仔细阅读附带

宣誓书的全体内容。在每个空格里填入所要求的信息，

并在公证人前签字并填入签字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1 部分 : 认证信息  
A. 基本联系信息  

(1) 联系人和职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企业法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电话  #: (____)______-______   (4) 其他电话  #: (____)______-______  (5) 传真  #: (____)______-______ 

(6) 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企业网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企业街址  (不要  P.O. Box): 城市 州: 县/区: 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9) 企业寄信地址 (如有不同): 城市 州: 县/区: 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B. 以前／其他认证和申请  

(10) 你的企业目前有被认证以下任何一个美国交通运输部的项目吗？
  
DBE  ACDBE 认证机构名称 :  

⊗ 如果你在你的居住州认证为  DBE/ACDBE, 你不 需要为其他州完成这个申请表格。询问你州 UCP 关于州间的认证过程。 
 
列举任何你居住州和任何其他州或 UCP 成员的面访日期 : 

日期 / / 州/UCP 成员:  日期  州/UCP 成员:   / /

(11) 指明企业或在此申请表中列举的任何个人是否曾经 :  

(a) 作为  DBE, ACDBE, 8(a), SDB, MBE/WBE 申请企业曾被拒绝认证或取消认证 ? 是 不是  
(b) 曾从这些项目撤销了申请，或曾被任何州，机构或联邦实体取消，停止或被拒竞争特权?  是 不是 

如果是，解释行动的性质。（如果你有对申请结果曾对上诉美国交通运输部或其他机构进行上诉，附上上诉结果的
复印件）  

第 2部分 : 一般信息 
A.业务简介 : (1)对企业的主要活动和所提供产品或服务作简洁描述。如果你的公司提供一个以上的产品／服务，最
先列举主要产品或服务。如有需要请附加纸张。网上目录如果你有被认证为 DBE或 ACDBE，此描述将被用于我
们的数据库和 UCP网上目录。 

(2) 适用的 NAICS 编号包括 :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3) 此企业建立于 ______/______/______ (4) 我／我们拥有此企业从 : ______/______/______ 
(5) 获取方式  (勾上所有相符的 ):  
新成立的  购买已存在的  继承的  获得特许的  
合并的  其他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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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你的企业是  “营利的 ”? 是 不是 → ⊗ 停下! 如果你的企业不是营利的，你不符合 

此项目不该填写此申请.  联邦税号# 

  (7) 填写法人结构 : (勾上所有相符的 ):
  



  个人经营  有限合伙
  
 合伙  


 公司 
 
有限公司   合资企业  (列出所有合资者
  ) 


  在申请  ACDBE  其他, 描述 
 

(8) 雇员人数 :     全职   半职   季节性  总计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在你的申请表中提供一个雇员单 , 他们的工作职务和雇佣日期 ).
  

(9) 注明企业过去三年的总收入  (提交企业每年的联邦税表复印件。如果申请企业或业主有分公司或下属公司，必须提交
这些公司的完整联邦税表复印件 )。 

年   申请公司总收入  $  下属公司总收入  $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年  申请公司总收入  $  下属公司总收入  $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年_____ 申请公司总收入  $  下属公司总收入  $__________    __________
 

B. 和其他企业的关系和交往  

(1) 你的企业有同其他商业，组织或实体分享商业场地，或电话号码 ,  P.O. Box（信箱） , 办公或库存空间，院
子，仓库，设备，库存，金融，办公人员和／或雇员吗 ? 是   不是 
如果是，解释你和这些业务的关系性质，指明你和此业务或人物有的正式，非正式，书面或口头的协议。并详注分享的物品。 

(2) 有其他企业在过去或现在拥有你企业的所有权吗?
  
是 不是  如果是 , 请解释
  

(3) 现在或过去任何时间你企业 :  
(a) 曾存在于不同的业主下，不同类型的业主，或不同的名字 ?  是  不是  
(b) 曾是任何其他企业的下属?  是 不是  
(c)曾为合夥公司有一个或多个企业合作伙伴吗?   是  不是  
(d) 拥有另外企业的百分比吗?  是  不是  
(e) 有任何下属企业吗 ? 是 不是  
(f) 作为别的企业的次承包商且此承包关系占你企业总收入的 25%以上吗 ? 是  不是  

(如果你对以上  (2) 和／或  (3)(a)-(f)的问题回答是 , 你可能会被问提供更详细内容和解释是否合意书还在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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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部分 :主要业主信息 

A.标明持有 51%或更多企业股权主权的主要业主。  

(1) 姓名 :  (2) 职务 : (3) 家庭电话  #: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家庭地址  (街道和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 
__________

邮编:  
_________- ______ 

(5) 性别 : 男 女  

(6) 民族团体成员  (勾住所有相符的 ):  

黑人  墨西哥族裔  
亚太地区  美国原住民  
亚洲次大陆居民  
其他  (标明) 

(7) 美国公民权 :  

美国公民  
合法永久居民  

(8) 做业主的年数 : _________ 
(9) 拥有的百分比 : __________ % 
拥有股权的级别 :________
获取日期  _______________ 

(10) 最初获取业权的投资 :类型 美元价值
现金  $__________
房地产  $__________
设备  $___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

描述你怎样获得的你的企业 :  
 我自己成立的企业  
 是个礼物从:  
 我购买于: 
 我继承于: 
 其他 
(附加文件支持证明你的投资 ) 

B.额外业主信息  
(1) 描述和其他业主和雇员家族关系 :  

(2) 这个业主也管理或指导其他企业吗 ? 是 不是 
如果是，请指明 : 商业名称: 职能／职位: 

(3)(a) 此业主还拥有或为和此企业有关联的企业工作吗 ? (比如，业主利息，分享办公空间，金融投资，设备，租借，个人
分享等。) 是 不是 
指明商业名字和关系性质，业主在企业的职能:   

(b) 此业主为别的企业，非营利组织或其他活动工作一周 10小时以上吗 ? 
如果是, 标明活动:  

(4)(a) 申请认证的弱势业主的净资产是多少 ? $ 

(b)有任何信托建立给此弱势业主受益的吗 是 不是  
(如果是, 你可能会被问提供一份信托说明的复印件 )。  

(5) 你的直系家庭成员，管理者或雇员自己拥有，管理或涉及其他公司吗 ? 是 不是 如果是,  提供他们的名字，
关系，公司，商业类型并指明他们是否拥有或管理此公司:  (如果需要，请附加纸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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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业主信息, 续页.  
 

A. 指明所有个人，企业或公司持有少于 51%的此企业业主利息 (附单独纸张给每一个业主) 
 

(1) 姓名: (2) 职务: (3) 家庭电话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家庭地址 (街道和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 
__________ 

邮编: 
_________- ______ 

 
(5) 性别:   男   女 

 
(6) 民族团体成员 (勾住所有相符的): 

 
 黑人  墨西哥族裔 
 亚太地区  美国原住民 
 亚洲次大陆居民 
 其他 (标明)    

 
(7) 美国公民权: 

 
 美国公民 
 合法永久居民 

(8) 做业主的年数: _________ 
(9) 拥有的百分比: __________ % 

拥有股权的级别:________ 
获取日期 _______________ 

 
(10) 最初获取业权的投资:类型 美元价值 
 现金 $__________ 
 房地产 $__________ 
 设备 $___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 
描述你怎样获得的你的企业: 
 我自己成立的企业 
 是个礼物从:    
 我购买于:    
 我继承于:    
 其他    
(附加文件支持证明你的投资)  

B.额外业主信息 
(1) 描述和其他业主和雇员家族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这个业主也管理或指导其他企业吗?  是  不是 
如果是，请指明: 商业名称:   职能／职位:    

 

(3)(a) 此业主还拥有或为和此企业有关联的企业工作吗? (比如，业主利息，分享办公空间，金融投资，设备，租借，个人

分享等。)  是  不是 
指明商业名字和关系性质，业主在企业的职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此业主为别的企业，非营利组织或其他活动工作一周 10 小时以上吗? 
如果是, 标明活动:    

 

(4)(a) 申请认证的弱势业主的净资产是多少? $   
 

(b)有任何信托建立给此弱势业主受益的吗  是  不是 
(如果是, 你可能会被问提供一份信托说明的复印件)。 

 
(5) 你的直系家庭成员，管理者或雇员自己拥有，管理或涉及其他公司吗?  是  不是 如果是, 提供他们的名字，

关系，公司，商业类型并指明他们是否拥有或管理此公司: (如果需要，请附加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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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 控制 
 

A. 指明你企业的高管和董事会成员 (如有需要, 请另附加纸张): 
 
 姓名 职位 任职日期 种族 性别 

(1) 公司高管 (a)     
    
    
    
    
    
    
    

(b) 
(c) 
(d) 

(2) 董事会成员 (a) 
(b) 
(c) 
(d) 

 

(3) 任何上列人员管理或指导其他商业吗?  
 

 
是   不是  如果是, 指明每个: 

个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商业:  职能:
 

个人:  职位:
商业:  职能:

 
(4) 在 A 部分上列的人拥有或工作于任何和此企业有关的其他企业吗? 
(比如，拥有股权，分享办公空间，金融投资，设备，租借，个人分享等。) 
 是  不是 如果是, 注明每个: 
 

名字:     个人:
和商业的关系性质:     

 

B. 业主，高管，董事会成员，管理人和关键人物的责任 
1. (注明你企业的管理者控制你企业以下的范围 (如需要附加纸张) 

 

A= 总是 
F = 经常 

S = 很少 
N = 从不 

主要业主 (51% 或更多) 
名字: 
职位: 
所占百分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次要业主 (49% 或更少) 
名字: 
职位: 
所占百分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设定公司规则／营业范围 A F S N A F S N 
竞标和预算 A F S N A F S N 
主要购买决定 A F S N A F S N 
市场和贩卖 A F S N A F S N 
监督现场工作 A F S N A F S N 
参加开标 A F S N A F S N 
进行办公管理 (帐单，应收帐款，应付

帐款等。) 
A F S N A F S N 

雇佣和解雇管理人员 A F S N A F S N 
雇佣和解雇工人 A F S N A F S N 
决定利润花销或投资 A F S N A F S N 
遵循合同／信用义务 A F S N A F S N 
购买设备 A F S N A F S N 
给生意支票签名 A F S N A F S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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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写所有高管，董事会成员，管理者和关键人物为企业控制的以下功能。(如需要附加纸张). 
 

A= 总是 
F = 经常 

S = 很少 
N = 从不 

高管/董事/经理/关键人物 
姓名:
职位:
人种和性别:
拥有百分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高管/董事/经理/关键人物 
姓名: 
职位: 
人种和性别:
拥有百分比:

设定公司规则／营业范围 A F S N A F S N 
竞标和预算 A F S N A F S N 
主要购买决定 A F S N A F S N 
市场和贩卖 A F S N A F S N 
监督现场工作 A F S N A F S N 
参加开标 A F S N A F S N 
进行办公管理 (帐单，应收帐款，应付

帐款等。) 
A F S N A F S N 

雇佣和解雇管理人员 A F S N A F S N 
雇佣和解雇工人 A F S N A F S N 
决定利润花销或投资 A F S N A F S N 
遵循合同／信用义务 A F S N A F S N 
购买设备 A F S N A F S N 
给生意支票签名 A F S N A F S N 

 

任何列在 B1 或 B2 里的人为其他企业做管理或指导吗? 如果是, 指明人，商业和他们的职位／职能: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列的人拥有或工作于任何和此企业有关的其他企业吗? (比如，拥有股权，分享办公空间，金融投资，设备，租借，个人分

享等。) 如果是, 注明商业关系的性质: 

 

C. 库存: 按以下分类注明你企业的库存 (如需要请附加纸张): 

1. 设备和车辆 
 

 

产家和类型 现价值 是由企业或业主   
拥有或租借的? 

作为抵押物? 物品储存在哪里? 

1.
2.
3.
4.
5.
6.
7.
8.
9.

 

2. 办公空间 
街道地址 企业或业主拥有或租借? 房地产现价值或租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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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库存空间 (提供所列房地产的租赁合意书) 
 
 街道地址 企业或业主 

拥有或租赁?  
 房地产现价值或租赁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你的企业依赖别的企业来管理或发工资吗?   是  不是 
 

E. 金融／银行信息 (提供银行授权和签字卡) 
 
银行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和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列个人可以给此帐户签支票: 
 
银行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和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下列个人可以给此帐户签支票:
 
担保信息: 如果你有担保能力，注明企业的担保限额和项目限额: 
担保限额  $    项目限额  $    

 

F. 注明所有你企业包括来自金融机构的借款的来源，数目和目的。注明是否业主你和其他人或企业有借钱给

DBE/ACDBE 申请者。包括任何作保借钱的人名或企业名，除所列的业主外。 (提供借款合意书和担保合意书的复印

件). 
来源名字 来源地址 担保贷款人的名字 原始 

数目 
现余额 贷款目的 

1.    

    

   

 
2.

 
3.

 
G. 列举所有在过去的两年内到／来自你企业的资产贡献或转交和到／来自任何它业主或其他个人的 (如有需

要附加纸张): 
 
贡献／资产 美元价值 从那里 

转交的 
转交给谁的 关系 转交 

日期 
1.    

   

  

 
2. 

 
3.

 
 

H. 列举业主和／或你企业雇员拥有的现有执照／许可 
(比如，签约雇员，工程师，建筑师等。)( 如有需要附加纸张): 

 
执照／许可拥有人名 执照／许可类型 失效日 州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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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如果有，列举过去三年中你企业完成的最大的合同: 

业主／签约人 
名字 

项目名字和 
地点 

工作种类 合同的美元 
价值 

1.   

   

  

 
 
2.  
 
3.  
 
 

J. 列举三个目前你的企业正在进行的最大的工作项目: 

主要签约人名 
和项目号 

项目地点 工作种类 项目开始日期 预期 
完成日 

合同的 
美元价值 

 

 

 
 

 

1.  

  

  

 

2.

3.

 
 

只有机场特许 (ACDBE) 申请者需完成此部分 
 

注明以下 ACDBE 申请企业的信息: 
特许空间 在机场的地址／场所 

 
场地的价值或 

租金 
交给机场的费用／租金 

 

    

    

    

 
提供关于申请企业拥有的其他机场特许商业或任何子公司拥有和／或运行的，包括名称，地点，特许类型和特
许开始日期 

 
特许名称 地点 特许类型 特许开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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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宣誓 

 

此表格必须由每个靠弱势身份申请的业主签名并公证。 
 

任何关系到此表格的造假或省略都可以成为认证被拒，取消以前的认证，启动停止或取消资格的手续原因，并且造假

的个人和／或实体依据联邦和州的相应法规可受到民事或刑事的处罚。 
 

     我    _ (正体写下全名), 
发誓或确认在法律制裁下，我是申请企业的 
  (职位)  
  ，我已

阅读并理解此申请表格里的所有问题，并且我全力确保

全部所有前述的此申请中的信息和声明以及辅助资料的

真实性和正确性，我所有对问题的回答是完整的，没有

省略任何资料信息。回答包括了所有必要的材料信息来

全面正确的注明和解释命名企业的运行，能力和有关历

史以及它的业主权，控制和子公司。 
  
我认知在此申请中提交的信息是为一个政府机构批准认证。

我理解一个政府机构可以，在它认为合理的范围内，确定

申请中的声明是正确和真实的，并且我授权此机构联系任

何此申请中提及的实体，命名企业的担保公司，银行机构，

信用公司，承包者，顾客和其他认证机构以便确认提供的

信息和决定命名企业的合格性。 
 
我同意提交政府审查，检验和复审帐本，纪录，文件和文档

的任何存在形式，不论是命名企业的和它的子公司，检验它

（们）的商业用地和设备，还允许面试它的领导，代理人和

雇员。我了解拒绝允许这些要求是被拒绝认证的根据。 
  
如果赢得合同，子合同，特许租借或子租借，我同意积极直

接提供承包商，如果有的话，并且给部门，接受机构或联邦

资金机构在连续的基础上提供目前，完整和准确的信息关于

（1）项目工作的运行；（2）付款；和（3）拟议变更，如

果有的话 
 
我同意在 30 日里(包含非工作日)提供书面通知给接受机 或统

一认证项目告知任何于原本申请资料里 不同的变化（比如，

业主变换，地址／电话号码，个人净资产超过 1320000 美元

等）。 
  
我认知和同意在这个申请中或纪录里的任何错误表述将是取

消所被奖励的合同或子合同的依据；被拒绝或吊销认证；停

止或取消资格；并且在联邦和州法下启动针对伪证，造假或

其他可被判的行为。 

 
我证明我是一个社会和经济上弱势的个人拥有上述的企业寻

求弱势企业或机场特许弱势企业的认证。在支持我的申请中，

我证明我是以下一个或多个组织的成员，我有参加这些组织：

(勾住所有相应的): 
 

 妇女  美国黑人  美籍墨西哥人 

 美国原住民   亚洲－太平洋美籍 

 亚洲次大陆美籍   其他 (具体) 

 
 
我证明我是社会弱势因为我被因种族或信仰，文化而被歧视， 
或曾受被歧视的影响，因为我作为以上所列出一个或多个组

织的成员，我个人的素质完全被忽视。 
 
我更证明我的个人净资产没有超过 1320000 美元，我经济上

的弱势是因为我在自由企业竞争体系里的能力受损，比其他

没有社会和经济弱势的人在同样或相似的商业里减少了资本

和信用的机会。 
 
我宣誓在伪证受罚下我在这里提供的信息和支持文件都是

真实和正确的。 

签字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DBE/ACDBE 申请人)  (日期) 
 

公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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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认证申请 
支持文件列单 

 

为了完成你申请 DBE 或 ACDBE 认证, 你必须附上以下要求的全部文件。被 UCP 要求的任何信息有一个没有提交

的话你的企业可能被 DBE/ACDBE 认证拒绝。 
 

对所有申请者的文件要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简历(包括就职地方和相应的日期), 针对申请

企业的所有业主，高管和关键人物 
持有申请企业 51%或以上股份的每个社会和经济上

弱势的业主的个人净资产声明 
如适合，每个弱势业主的过去三年个人联邦

税表 
企业和它的隶属公司过去三年的联邦税表（所有税

表和要求延期的申请）。 
每个业主用来获取业主的所有权的文件证明

（比如，已付支票的正反面复本） 
含有签字的贷款和担保协议书，以及担保表格 
拥有的列举的设备和／或车辆的 VIN 号，所有权证

明复本，业主证明，每辆车的保险卡。 
你企业拥有或操作的每辆卡车的所有权证明，登记

证和美国交通运输部号码 
执照，执照更新表，许可和运输权表格 
对所有你企业拥有／租借的房地产（包括办公室／

库存空间等）描述以及文件证明主权／签字的租约 
文件证明过去两年内的任何资产转交到／从你的企

业和／或到／从任何它业主的 
DBE/ACDBE 和 SBA 8(a), SDB, MBE/WBE 认证, 
拒绝, 和／或吊销认证, 如果有的话; 和任何美国交

通运输部对这些行动上诉的决定。 
银行授权和签字卡 
给企业高管，管理者，业主和／或董事会成员（或

其他报酬）的工资表 
所有雇员，职位和雇佣日期的列单 
仓库／库存间的业主证明或租约合意书 

 

 

合作或合资 
合作或合资的原本合意书和任何附加条件 

公司或有限公司 
公司正式法文章程（由州官方签字） 
公司股份证明和你企业的股份转交帐本正反面复

本 
股份持有者的合意书 
所有的股份持有者和董事会成员的会谈纪录 

公司法规和任何附加条件 
企业银行决议和银行签名卡 
公司正式成立文件和运营协议书已及所有附加条款书 

(针对有限公司) 
 
被要求提供的可选文件 
 
UCP 也许会对你要求以下文件。如果被要求这些文件，

你必须和你的申请文件一起提交或在你当面访问时提交。 

公民身分证据 
 你企业拥有或租借的每辆卡车的保险合意书 
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如果有的话) 
如果有的话，对于企业的其他弱势业主，过去三年的个

人联邦税务申报。 
任何申明弱势业主的信托合意书 
过去三年的年终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如果企业短于三年，

为企业生涯时间) 
 
供应商 

生产线上的物品单和拥有和／或租赁的分配设备单 

美国交通运输部 DBE 统一认证 / ACDBE 认证申请


	统一认证申请 弱势商务企业 (DBE) / 机场特许经营弱势商务企业 (ACDBE) 49 C.F.R. 第 23 和 26�㣨ꘚ胧ꘚ죦ꘚღꘚ壥ꘚꃤꘚꘚャꘚ磢ꘚ샡ꘚ㊆쉂
	附录 F3请 弱势商务企业 (DBE) / 机场特许经营弱势商务企业 (ACDBE) 49 C.F.R. 第 23 和 26�㣨ꘚ胧ꘚ죦ꘚღꘚ壥ꘚꃤꘚꘚャꘚ磢ꘚ샡ꘚ㊆쉂
	关于完成弱势企业(DBE) 机场特许弱势企业(ACDBE)统一认证申请表格的说明E) 49 C.F.R. 第 23 和 26�㣨ꘚ胧ꘚ죦ꘚღꘚ壥ꘚꃤꘚꘚャꘚ磢ꘚ샡ꘚ㊆쉂
	第 1 部分: 认证信息) 机场特许弱势企业(ACDBE)统一认证申请表格的说明E) 49 C.F.R. 第 23 和 26�㣨ꘚ胧ꘚ죦ꘚღꘚ壥ꘚꃤꘚꘚャꘚ磢ꘚ샡ꘚ㊆쉂
	第 2 部分: 一般信息) 机场特许弱势企业(ACDBE)统一认证申请表格的说明E) 49 C.F.R. 第 23 和 26�㣨ꘚ胧ꘚ죦ꘚღꘚ壥ꘚꃤꘚꘚャꘚ磢ꘚ샡ꘚ㊆쉂
	第 3 部分:主要业主信息 机场特许弱势企业(ACDBE)统一认证申请表格的说明E) 49 C.F.R. 第 23 和 26�㣨ꘚ胧ꘚ죦ꘚღꘚ壥ꘚꃤꘚꘚャꘚ磢ꘚ샡ꘚ㊆쉂
	第4部分: 控制�业主信息 机场特许弱势企业(ACDBE)统一认证申请表格的说明E) 49 C.F.R. 第 23 和 26�㣨ꘚ胧ꘚ죦ꘚღꘚ壥ꘚꃤꘚꘚャꘚ磢ꘚ샡ꘚ㊆쉂
	认证宣誓: 控制�业主信息 机场特许弱势企业(ACDBE)统一认证申请表格的说明E) 49 C.F.R. 第 23 和 26�㣨ꘚ胧ꘚ죦ꘚღꘚ壥ꘚꃤꘚꘚャꘚ磢ꘚ샡ꘚ㊆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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