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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通訊辦公室
 
主題：新的最低⼯資；DBI擴⼤OTC 營業時間和服務
 
 
2021 年6 ⽉30⽇
 
 
親愛的讀者，
 
我們的辦公室收到了很多關於商業登記證的查詢。⽬前的商業登記證確實狀態期滿的今天，2021年6⽉30⽇，但由於
⼤流⾏，續約的最後期限已被推遲⾄2021年11⽉1⽇，如果你的舊⾦⼭總收入在2020年是低於2500萬$你黃2020-202 1商
業登記證書仍然有效，直到⼗⼀⽉1,2021。有關商業登記續期延期的更多信息，請訪問
h�ps://s�reasurer.org/business/renew-business-registra�on。
 
請注意，我們的辦公室將於 7 ⽉ 5 ⽇星期⼀關閉，以紀念獨立⽇假期。 
 
從 2021 年 7 ⽉ 6 ⽇星期⼆開始，⼩型企業辦公室將開放提供⾯對⾯的無預約客⼾服務，並且仍在為那些不想冒險等
待的⼈安排約會。在我們重新開放並從這種⼤流⾏中恢復時，我們將在這裡幫助和⽀持⼩型企業。如果您需要幫
助，請發送電⼦郵件⾄sfosb@sfgov.org或致電 415-554-6134 安排約會。我們還⿎勵企業經常查看oewd.org/covid19以
獲取資源。      
 
團結⼀致，
 
⼩企業辦公室
 
 
公告：
勞動法更新– 2021 年 7 ⽉ 1 ⽇⽣效
正如我們過去的通訊共享，S everal勞動法實施條例⼩號會加息影響香港專業教育學院7⽉1⽇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訪
問勞⼯標準執⾏網站的辦公室。
 
最低⼯資條例：
有效的2021年7⽉1⽇，在舊⾦⼭的最低⼯資將是$ 16.32每⼩時。這適⽤於在舊⾦⼭⼯作的員⼯，包括兼職和臨時員
⼯。所需海報應打印在 8.5" x 14" 紙上，並且必須在每個⼯作場所或⼯地展⽰。 
 
最低賠償條例：
最低賠償條例 (MCO) 涵蓋舊⾦⼭國際機場的⼤多數城市服務承包商和租⼾。⾃ 2021 年 7 ⽉ 1 ⽇起，MCO 費率將增加
如下：

MCO 盈利率 = 每⼩時 18.55 美元
MCO 非營利率 = 每⼩時 17.34 美元
MCO 公共實體費率 = 每⼩時 18.00 美元

 
MCO 網⾴上提供了更新的海報和表格。
 
醫療保健責任條例：
醫療保健責任條例 (HCAO) 的費率將於 7 ⽉ 1 ⽇上調⾄每⼩時 5.85 美元，每週⼯作上限為 234.00 美元。該費率在每年
7 ⽉ 1 ⽇根據通貨膨脹進⾏調整。HCAO 適⽤於城市承包商和租⼾（包括舊⾦⼭國際機場和舊⾦⼭港的承包商和租
⼾）。HCAO 網⾴上提供了更新的海報和表格。
 
健康機場條例：
健康機場條例 (HAO) 城市繳費率⾃ 2021 年 7 ⽉ 1 ⽇起不會增加，仍為每⼩時 9.50 美元，每週⼯作上限為 380 美元。下
⼀次增加定於 2022 年 7 ⽉ 1 ⽇。有關 HAO 的更多信息，請訪問HAO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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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I 擴⼤了櫃檯營業時間和服務
建築檢查部（DBI）繼續⼩號，以擴⼤其在非處⽅（OTC）業務和時間，以便更好地為您服務，加快許可證發放。由
於提⾼疫苗接種率，並從市衛⽣官員更新的指導，他們也不斷增加的客⼾數量是SERV編每⽇增加更多的服務。 
 
新的營業時間，更多⾯對⾯的 OTC 服務
從明天（7 ⽉ 1 ⽇）開始，許可證中⼼將在以下時間開放：

週⼀、週⼆、週四和周五上午 7:30 – 下午 4:00
星期三上午 9:00 – 下午 4:00

 
請注意，為慶祝 7 ⽉ 4 ⽇假期，許可證中⼼將於 7 ⽉ 5 ⽇星期⼀關閉。
 
許可證中⼼營業時間內將提供以下服務：

沒有計劃的場外交易
OTC with Plans – 需要當天註冊或預約
場外交易計劃審查
交易許可證（新！）
SF 公共⼯程許可證 – 街道空間和⼈⾏道維修（新！）
SF 規劃諮詢——包括設計審查（新！）

 
有關更多信息，請訪問他們的網站。

如果您對此過程有任何疑問，請聯繫permitcenter@sfgov.org。 
 
對於處理火災或洪⽔破壞或其他影響建築物宜居性的嚴重問題的緊急⼯作許可申請，  請聯繫
dbi.emergencyresponse@sfgov.org。 
 
使 JAM 許可證永久化的待定立法
根據倫敦布⾥德市⻑提出的待定立法，在⼤流⾏期間開始的臨時現場⾳樂節⽬可能會永久化。在 Just Add Music
(JAM) 許可計劃取得成功的基礎上，該計劃使企業能夠提供安全且無障礙的⼾外娛樂活動，該永久性計劃將為⼩型企
業提供額外的空間來接待當地藝⼈。
 
⾃推出以來，JAM 計劃得到了⼩型企業的⾼度參與，並已在⼾外場所頒發了 250 份許可證，其中包括 200 多家企業，
每天或每週都有娛樂活動和擴聲活動。餐館 (55%) 和酒吧 (33%) 佔頒發的許可證的 88%，其中 11% 的企業被確定為現
場⾳樂場所和夜總會。
 
JAM 許可證計劃⽬前與宣布當地因 COVID-19 進入緊急狀態有關，並將於 2021 年 12 ⽉ 31 ⽇到期。 根據市⻑佈⾥德和
娛樂委員會的永久提案，擁有現有 JAM 許可證的符合條件的企業將有機會將他們的⼾外許可證轉移到實體場所或將
其⽤於⼀次性活動。所有轉學申請者都必須遵守標準的公開通知、社區外展和公開會議要求。
 
如果您有興趣申請 JAM 許可證，請單擊此處。對許可流程有疑問的企業可以通過訪問網站或聯繫舊⾦⼭娛樂委員會
來獲得幫助，如有其他問題，請致電：entertainment.commission @sfgov.org，628-652-6030。   
 
 
網絡研討會：
在 SFO 開展業務 – 2021 年 7 ⽉ 1 ⽇星期四下午 12:00
SFO將在 FAA-AIP 項⽬網絡研討會上介紹SFO的營商環境。2021 年 7 ⽉ 1 ⽇下午 12 點加入我們，了解如何在機場參與
FAA-AIP 資助項⽬的合同。 
 
Microso� Teams 會議–在您的計算機或移動應⽤程序上加入
點擊這裡加入會議
或呼入（僅⾳頻）
+1 650-466- 0290,, 837879288#美國，聖何塞  
電話會議號：837 879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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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緊急臨時標準 (ETS) 更新網絡研討會 – 2021 年 7 ⽉ 1 ⽇星期四上午 9 點
針對 COVID-19 的 Cal/OSHA 緊急臨時標準 (ETS) 於 2021 年 6 ⽉ 17 ⽇更新，並通過州⻑⾏政命令立即⽣效。這兩個⼩時
的網絡研討會將涵蓋 ETS 的變化。單擊此處了解更多信息並註冊。如果您有任何問題的COVID-19網絡研討會，請發送
電⼦郵件⾄SFVConsulta�on@dir.ca.gov。
 
認證您的 LBE 業務：了解需要什麼！– 2021 年7 ⽉ 7 ⽇，星期三，上午 10:00
舊⾦⼭合同監督部⾨ (CMD) 提供免費研討會，幫助企業了解與舊⾦⼭市和縣簽訂合同所需的⼀切知識。這些研討會
應按順序進⾏，並且每⽉提供⼀次。訪問此處了解更多信息，並回復⾄lbecert@sfgov.org。    
 
業務重新開放策略 – 2021 年 7 ⽉ 7 ⽇，星期三，下午 5:00
在本次研討會，你會^ h⽿朵和S ^ “期間⼤流⾏我的企業所有權的⼀年”，從與其他企業家野兔的故事; o概述您⾃⼰的
業務“完全重新開放”的遊戲計劃；重新激活您的客⼾，確保他們的體驗無可挑剔；Ë nsure你有機會獲得新的和現有的
C奧維德救災貸款和贈款; 技術和業務合作夥伴的未來彈性⼯具；Ç reate同胞企業家和顧問尋求⽀持和輸入的⼀個吊
艙; 和更多。單擊此處了解更多信息並註冊。
 
 
資⾦資源更新：
SF 新政⼩企業債務減免補助計劃 – OPEN
舊⾦⼭新政啟動了⼀項⼩額贈款計劃，向舊⾦⼭的⼩企業發放 1,000,000 美元的債務減免。
 
將向 400 家⼩企業提供 2,500 美元的贈款。該贈款計劃向所有⼩型企業開放，包括以前未參加過任何舊⾦⼭新政計劃
的新開業企業。該企業不必是餐館即可申請——例如，⿎勵書店、零售店、美甲沙龍或任何類型的受影響⼩企業申
請。
 
個⼈可以申請⾃⼰的企業獲得贈款，也可以提名⾃⼰喜歡的⼩企業獲得贈款。申請和提名詳細信息列在SF 新政⼩企
業債務減免補助計劃⾴⾯上。申請提交期為2021年6⽉1⽇⾄6⽉30⽇，獲獎公告將於2021年7⽉31⽇或之前公佈。
 
廚房零 SF 贈款 -開放
利⽤舊⾦⼭環境部的廚房零補助⾦ - ⾼達 14,250 美元，⽀持免費食⽤食品救援，為有需要的舊⾦⼭⼈提供食物，同時
通過食物垃圾跟踪軟件和食⽤食物捐贈協調減少額外的處理成本。贈款的⽬標是與企業合作，將多餘的可食⽤食物
重新分配給有需要的社區，尤其是在 COVID-19 ⼤流⾏期間。為您的企業籌集的 14,250 美元將⽤於免費領取捐贈品和
向非營利組織運送多餘的可食⽤食物，以及使⽤食物浪費軟件跟踪⼯具。查看廚房零 SF 情況說明書了解更多信息，
並查看您的企業可以與之合作的 3 個食品回收服務/食品浪費預防合作夥伴。補助⾦以先到先得的⽅式提供，直⾄
2021 年 9 ⽉——無需申請。

立即通過kelly.gaherty@sfgov.org或 415-355-3768聯繫商業零廢物助理協調員 Kelly Gaherty 進⾏註冊。  
 
特許經營基⾦ – 2021 年 7 ⽉ 1 ⽇結束
⾦州勇⼠隊和聯合航空公司啟動了特許經營基⾦，該計劃旨在⽀持少數族裔擁有的灣區⼩企業。勇⼠隊和聯合航空
公司將與⻄部地區少數族裔供應商多元化委員會合作，選擇 25 家少數族裔擁有的灣區⼩企業加入該計劃，該計劃將
提供資源以協助業務增⻑。勇⼠隊和曼聯隊將承擔與獲得美國少數族裔供應商多元化委員會頒發的少數族裔企業稱
號的企業相關的所有費⽤。所有 25 家企業還將在計劃完成後獲得津貼，並將其企業列在分發給所有勇⼠隊企業合作
夥伴的⽬錄中，以努⼒提⾼對集體組織提供的服務的認識。
 
灣區的⼩型企業將有機會申請參與該計劃。該申請現已開放，將於 2021 年 7 ⽉ 1 ⽇結束。通過申請該計劃，灣區⼩
企業可以選擇加入勇⼠隊和⼤通中⼼的供應商多元化名單，以考慮商業機會。有興趣申請的⼩企業主可以在這裡申
請。  
 
SBA 更新
關閉場地運營商補助⾦ (SVOG) – OPEN
Shu�ered Venue Operators Grant (SVOG) 申請⾨⼾現已向現場場地、現場表演藝術組織、博物館和電影院的運營商以
及現場場地發起⼈、戲劇製作⼈和⼈才代表開放，以申請關鍵的經濟救濟。SVOG 計劃撥款超過 162 億美元。在這些
資⾦中，⾄少有超過 20 億美元預留給最多 50 名全職員⼯的符合條件的 SVOG 申請。符合條件的申請⼈可能有資格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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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相當於其總收入的 45% 的贈款，單筆贈款的最⾼⾦額為 1000 萬美元。SBA 以先進先出的⽅式接受 SVOG 申請，並
在收到申請時將申請者分配到各⾃的優先期。如需更多信息和申請，請訪問h�ps://www.svograntportal.sba.gov/s/。  
 
經濟傷害災難貸款 (EIDL) –開放
為應對 COVID-19，⼩企業主可以申請經濟傷害災難貸款 (EIDL) 以⽀付財務義務和運營費⽤。貸款⾦額最⾼可達
500,000 美元，30 年期固定利率為 3.75%。沒有預付款罰款或費⽤。要了解更多信息和申請，請訪問sba.gov/ EIDL。
 
 
要及時了解與 COVID-19 相關的公告和資源，請在h�ps://sfosb.org/subscribe-small-business-e-news 上註冊我們的電⼦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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