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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業通訊辦公室
主題：暫停分機；Cal OSHA/勞工法更新及更多

2021 年 6 月 18 日
親愛的讀者，
在進入周末之前，我們將分享針對小型企業的一系列公告和資源。提醒一下，小型企業辦公室現在只接受預約，
接受能力有限的面對面協助。加州職業安全與健康標準委員會（加州OSHA）和當前城市的政策仍然需要我們的工
作人員到磨損面覆蓋物和在工作場所維護社會距離，無論我們的疫苗接種情況。此外，舊金山市政府大樓內的每
個人（有一些例外）都需要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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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驅逐暫停延長
上週，州長 Gavin Newsom 簽署了行政命令，將商業驅逐暫停期延長至 2021年9 月 30 日。暫停期適用於在舊金山
註冊經商的商業租戶、分租戶以及按月或延期的租戶；總收入等於或低於 2500 萬美元；並且錯過了 2020 年 3 月
16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租金付款。在暫停期間，您的房東不能在給您書面通知和追繳付款的機會之前驅逐
您。
如果承保的商業租戶由於COVID-19 危機造成的財務影響而錯過了在暫停期內到期的租金，那麼房東可能不會因為
錯過的付款而試圖收回對單元的所有權，直到合同結束適用的寬容期。寬限期的長短取決於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所涵蓋的商業租戶的全職等效員工 (“FTE”) 數量。下表假設暫停期將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結束。

有關暫停商業驅逐的更多信息，請訪問此處。
新標牌更新
感謝您和您的合作夥伴為保護您的健康和社區健康所做的所有工作，舊金山正在慶祝更安全的重新開放。作為這
個新階段的一部分，全市有新的綠色標誌上傳到我們的推廣工具包的頂部PA G ^ ê。新的醫療秩序要求企業發布兩
個標誌：一個是拍[R Ø NS和一個用於個人Ø nnel。有一個帶有白色背景的打印機友好版本，供企業和組織自行打
印。一些企業和組織可能希望張貼與州面罩指南相關的標牌。樣品的標誌是可供下載他- [R ê。
這是什麼意思？現在是時候移除自大流行開始以來一直讓您和您的社區更安全的標誌性藍色和金色標誌，並用新
標誌取而代之。請和我們一起慶祝我們更安全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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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更新
昨天，職業安全與健康標準委員會投票通過了修訂後的 COVID-19 預防緊急臨時標準 (ETS)，紐森州長簽署了一項
行政命令，允許修訂立即生效。更新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有關完整的詳細信息和更多信息，請單擊此處。
6 月 17 日修訂後的 ETS 的重要變化：
在與 COVID-19 病例密切接觸後，沒有症狀的完全接種疫苗的員工不需要接受檢測或隔離，除非他們有症
狀。
無論疫苗接種狀態如何，戶外都沒有面罩要求（暴發期間除外），但工作人員應接受 CDPH 建議在戶外使
用面罩的培訓。
雇主可以允許完全接種疫苗的員工在室內不戴口罩，但必須記錄他們的疫苗接種情況。在某些情況下，無
論疫苗接種狀態如何，CDPH 都需要面罩。在疫情爆發時，無論疫苗接種情況如何，當無法保持六英尺的
身體距離時，所有員工在室內和室外都必須戴口罩。
雇主必須應要求為未接種疫苗的員工提供經批准的呼吸器，供其在室內工作或與他人在車輛中工作時自願
使用。
雇主不得對戴面罩的員工進行報復。
無論員工的疫苗接種狀態如何，都沒有物理距離或屏障要求，但以下情況除外：
雇主必須評估在爆發期間是否有必要實施物理距離和障礙（暴露的員工群體中有 3 個或更多病
例）
雇主必須在重大爆發期間實施物理距離和障礙（暴露的員工群體中有 20 個或更多病例）
雇主提供的住房和交通法規中沒有任何物理距離要求。
如果所有員工都在雇主提供的住房和交通工具中接種疫苗，則雇主不受這些規定的約束
雇主必須評估通風系統以最大化室外空氣並提高過濾效率，並評估額外空氣淨化系統的使用
物理距離：
修訂後的 ETS 類似於加利福尼亞州針對公眾的規則變化，無論疫苗接種狀態如何，都取消了物理距離和屏障要
求。有幾種可能適用的例外情況：
修訂後的 ETS 中沒有任何內容阻止雇主實施超出要求的額外保護措施，包括使用物理距離和障礙。
雇主不斷要求評估工作場所的危害並實施控制措施以防止疾病傳播。在某些情況下，雇主可能會確定他們
的工作場所需要保持身體距離。
在爆發期間（暴露組中有 3 名或更多員工），雇主需要評估是否需要保持身體距離或障礙來控制 COVID-19
的傳播。
無論疫苗接種狀態如何，所有員工都必須在重大爆發（暴露組中有 20 名或更多員工）時使用物理距離和
障礙物。
面罩：
未接種疫苗的員工在室內和車內都需要戴面罩。如果 CDPH 命令要求，則無論疫苗接種狀態如何，某些室內環境
中的員工都必須佩戴面罩。截至 6 月 15 日，CDPH 需要面罩的室內環境包括公共交通、K-12 教育設施、醫療保健
和長期護理設施、懲教和拘留設施以及庇護所（無家可歸者或緊急庇護所和降溫中心）。
儘管戶外不需要面罩，但雇主必須與工人溝通，建議未接種疫苗的人在戶外無法保持六英尺的身體距離時使用面
罩。雇主必須為未接種疫苗的人員提供面罩，並應要求提供給已接種疫苗的人員。
勞動法更新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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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在舊金山工作的員工，包括兼職和臨時員工，必須支付不少於舊金山每小時 16.32 美元的
最低工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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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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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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比率在
每年 7 月 1 日根據通貨膨脹進行調整。更新的海報和表格可在HCAO 網頁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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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銷售和使用稅率 – 7 月 1 日生效
從
2021 年 7 月 1 日開始，各個市縣的銷售和使用稅率將發生多項變化。舊金山縣的稅率將從 8.5% 變為 8.625%。稅
率變化僅適用於指定的市或縣范圍內。了解更多關於在利率將通過讀取改變的特別通知，新的銷售和使用稅稅率
手術2021年7月1日， 新的稅率，稅收法規，縮略語和截止日期將可以查看和下載為試算表前至2021年7月1日，就
在卡利F̊ ornia市及縣銷售和使用稅價格網頁。一些特殊的稅費率也在發生變化。訪問SP Ë官方稅費率網頁，看看
會影響您的業務資費清單。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800-400-7115 聯繫加州稅務和費用管理部 (CDTFA) 客戶服務中
心。
更安全的一起退貨訂單 C19-07y
之前在我們的上期時事通訊中分享過，我們提供了新的更安全的一起退貨訂單的一些亮點。隨著疫苗接種率的增
加，舊金山和灣區現在的 COVID-19 病例率非常低。在與國家終止了更安全的經濟藍圖，將在其新的地方，限制
COVID-19制導方面，衛生官員發出了更安全的返回一起訂購C19-07y其中就生效6月15日。
更安全的共同返回令取消了當地對商業和其他部門的容量限制、當地的物理距離要求以及許多其他先前的健康和
安全限制。企業不再需要準備和發布社交距離協議，或者在大多數情況下向衛生官員提交健康和安全計劃。他們
也沒有強烈要求允許辦公室員工盡可能繼續遠程工作。此外，除了學校，兒童保育，和出的-學校全日制課程，在
當地衛生部門的指令，具體指導不再適用。請完整查看更安全的一起退貨令 C19-07y ，了解所有詳細信息。
更新和撤銷的健康令和指令
隨著發行新秩序，公共衛生部（DPH）已更新或終止ð許多COVID-19健康命令和指示。
兒童和青少年計劃指令– 2021 年 6 月 11 日更新
兒童和青少年計劃指令| 兒童保育、校外時間和日間營地指南
注意：課外時間計劃 (OST) 的要求和最佳實踐已整合到兒童和青少年計劃中。
終止或撤銷的 COVID-19 健康命令和指令
自 2021 年 6 月 15 日起，衛生官員發布了一份被撤銷的命令和指示清單。

網絡研討會：
小型製造商的供應鏈合同 – 2021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二，下午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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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原材料採購，合同製造，聯合包裝，倉儲，庫存管理，和第三份合同的快速移動技術的世界-第三方物流，是具
有挑戰性的，即使在一個穩定的經濟瀏覽一個新的小規模生產廠家。釷我的節目將介紹不同的供應鏈契約典型上
課，討論如何管理風險的合同條款，了解如何進行談判，當你在一個商業供應鏈系統中的一條小魚管理供應商的
合同關係，並專注於分享技巧在這些困難時期經常發生的意外供應鏈成本和故障的可能解決方案和補救措施。要
了解更多信息並註冊，請單擊此處。
與 IRS、SBA 和小型企業倡導辦公室的小型企業研討會問答環節——太平洋時間 2021 年 6 月 24 日星期四下午 1 點
直接聽取 IRS、SBA 和小型企業倡導辦公室的意見。IRS 將討論員工保留抵免、帶薪家事假抵免和帶薪病假抵免，
而 S BA 將提供大流行援助的概述。獲取有關小企業主 COVID-19 救濟選項的問題的答案。不需要註冊。單擊此處
加入會議。
人力資源基礎知識 – 太平洋時間 2021 年 6 月 24 日星期四下午 6 點
加入 Start Small Think Big and Low Income Investment Fund (LIIF)，參加關於人力資源基礎知識的研討會（特定於加
利福尼亞州）。工作坊內容包括： 工資健康保險 其他必需的福利。工作坊將以英語、西班牙語和粵語進行。點
擊這裡回复。
了解如何使用BayREN Business將運營成本降低多達 25% – 2021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2:00
在 6 月 30 日下午 2 點的啟動網絡研討會上了解BayREN Business，這是一項面向灣區中小型企業的新能源效率計
劃。該計劃提供了一種名為AssetCare的一體化解決方案，可幫助企業節約能源並降低運營成本。註冊今天，以了
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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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BA 更新
關閉場地運營商補助金 (SVOG) – OPEN
Shut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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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4/5

6/18/2021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能有資格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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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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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fosb.org/subscribe-small-business-e-news 上註冊我們的電
子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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