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企业通讯办公室
 
主题：Vax 验证于 8/20 开始，资源和网络研讨会
 
 
2021 年8 月1日 9日
 
 
亲爱的读者，
 
开始的明天，一定的业务和活动将被要求验证疫苗注射证明的顾客允许进入之前在室内下更新的健康秩序。如果
您的企业是酒吧、餐厅、俱乐部、娱乐场所、健身房或健身中心，和/或在室内供应食物或饮料，则此新要求可能
适用于您。
 
资源对新疫苗的验证：
 

新要求摘要：查看我们的8/12 e-blast并访问www.sf.gov/vaxrequired。
牛逼IPS如何验证疫苗的状态：英语| 西班牙语| 中文| 菲律宾语
新要求的标志：面向公众的和面向员工的迹象所涵盖的企业。访问SF COVID-19 外展工具包以获取其他所
需标牌。  

 
与往常一样，在我们从这场大流行中恢复和重建时，小型企业办公室将在这里为小型企业提供支持。我们的办公
室已经完全重新开放，可以进行预约和预约。如果您需要帮助，请发送电子邮件至sfosb@sfgov.org或致电 415-
554-6134。我们还鼓励企业查看oewd.org.covid19以获取资源。   
 
团结一致，
 
小企业办公室
 
 
公告：
小型企业委员会会议 – 2021 年8 月2日，星期一，下午 4:30
加入旧金山小企业委员会（SBC）的一个例行会议，了解项目和立法影响旧金山小企业。周一的议程包括一个演
示7（a）和504个贷款的小企业管理局。  
 
在 SFGovTV 上观看直播：h�p ://sfgovtv.org/ch2live 
 
要对上述任何事项提供书面公众意见，请发送至sbc@sfgov.org或在公众意见期间参加会议。如需公众意见，请致
电 415-655-0001；访问代码：146 868 7193 。按 # 两次以通过音频会议收听会议 当您准备好排队时拨打 *3。有关
小型企业委员会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ps://sfosb.org/small-business-commission。    
 
 
Sell Black：增加您的在线存在计划- 8 月 2 日之前申请。2021 年 20 月 20 日太平洋标准时间下午 4 点
八月是全国黑人商业月，这里有一个支持黑人企业的本地计划。Sell Black是一项为期 12 周的数字营销培训计划，
旨在支持黑人拥有的企业在网上开展竞争。参与者可以获得高达 11,000 美元的资金，包括用于电子商务网站设计
和产品摄影的资金。如需了解更多信息并申请该计划，请访问h�ps://www.en2ac�on.org/sellblack。
 
商务个人财产税乙顽疾-由于2021年8月31日
商务个人财产税支付小号是由于或8月31日之前。根据州法律，加利福尼亚州的所有企业都必须每年向Assessor-
Recorder提交其商业个人财产，其中包括机械、设备、固定装置和用于滥用的租赁改善等项目。企业业主向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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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办公室提交声明，概述这些资产的成本和收购年份，以评估资产估值。如果您有问题有关您的评价，请联系
askbpp@sfgov.org或415-554-5531。对于帐单问题，请致电SF财长的办公室415-701-2311。             
 
薪资保护计划 (PPP) 直接宽恕门户
SBA推出了一个简化的申请门户，允许 PPP 贷款不超过 150,000 美元的借款人并通过参与的贷方直接通过 SBA 申请
宽恕。此外，SBA的PPP的客户服务团队可以回答问题，并协助赦免申请借款人通过电话周一-周五，上午8时-下午
5点EST在（877）552-2692 。
 
放松，我们是疫苗接种活动
金门饭店协会、酒店委员会、SF Travel 和 SF Chamber 已经发起了一项提高酒店业意识的活动，以宣传新的疫苗接
种要求。该活动旨在确保客户和游客谁正计划前往SF都知道的新要求，以减轻潜在的冲突小号的企业，并允许游
客做出选择的是否要去旧金山光新的要求。
 
企业可以参与使用下面在自己的短信客户的标牌在这次竞选小号。
 

 
2021 年全国小企业周，九月。13-15
在小企业管理局（SBA）将举办为期三天的实时虚拟峰会教育面板和学习课程的小企业在今年的全国小企业周的
庆祝活动。为他们建立由所带来的经济危机更美好今年的活动将聚焦美国企业家的弹性和小企业经济重建的流感
大流行。P ar�cipants可以了解新的商业战略，满足其他企业主，并与行业专家的谈话。发言人将在稍后公布。要
注册参加全国小企业周虚拟峰会并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h�p://www.sba.gov/NSBW。
 
网络研讨会：
虚拟法律诊所 – 8 月，星期四。19 （英语和西班牙语）下午 4:00
加入为企业家提供的法律服务(LSE)获得免费的虚拟法律诊所。无偿律师将为小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无论您需要帮
助来审查租约、合同、讨论商业实体的成立还是其他法律问题，请在此处注册以进行 1 小时的预约。对于在415-
543-9444 x217或电子邮件的更多信息，请联系LSE lse@lccrsf.org。 
 
税收和您的业务 – 8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加入开始小胸怀大志，SBA，和小型企业多数为研讨会了解您的业务你的税，包括不同税种对小企业ES以及如何
最好地导航税收格局。在这里注册。
 
SFDBI Bluebeam电子计划审查培训-周三8月。24日下午 2:00为帮助内部审查申请人利用电子计划审查(EPR) ，建筑
检查部(DBI)正在举办在线客户培训，介绍如何使用 Bluebeam（旧金山的 EPR 软件）提交项目，跟踪许可进度，并
审查和回应员工的意见。在这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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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DBI 公共咨询论坛 – 周三。8 月 25 日下午 3:30
邀请公众加入DBI和 SF Planning、消防局、公共工程和其他机构的合作许可机构，参加我们的季度公共咨询论坛会
议。本季度会议为客户提供了提出建议以改进许可流程和程序的机会。审查的日程，并在这里注册。
 
I-9表格回顾-星期三，年8月。25在12:00简单描述PM
加州雇主协会正在举办一场免费的网络研讨会，讨论如何填写 I-9 表格、常见错误以及如何纠正这些错误，由美
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牵头。将包括 E-Verify 的主要功能、如何注册、雇主责任、计划亮点和演示。在这里注册。
 
合和财政援助-周三，七重峰。1下午 2:00
旧金山国际机场 ( SFO )的经济和社区发展团队正在举办一场网络研讨会，其中概述了 SFO通过承包商发展计划向
根据建筑合同运营的小型企业提供的帮助。了解以下服务： 业务发展；合同成功；技术援助; 投标文件审查；合
同监控；和支付加速。在这里注册。
 
 
资金资源更新：
CA 救济补助金——新一轮融资
加州救济补助金中将增加三轮补助资金。

第 7 轮：来自某些先前轮次选择窗口的候补申请人：8 月 3 日至 9 月 16 日本轮不接受新申请。对于从之前
的某些轮次中被列入候补名单的申请人来说，这是一个封闭轮次。如果您被列入候补名单，则无需重新申
请。 

  

第 8 轮：仅限非营利文化机构
申请窗口：8 月 27 日至 9 月 8 日

 只有符合资格标准的非营利文化机构才能在CAReliefGrant.com 上找到。如果您在第 1、2、5或 6轮中申
请，符合条件的非营利文化机构必须完成新的申请。第4轮申请者无需重新申请。摹咆哮将只提供给该机
构没有收到任何先前轮资金。
第 9 轮：新申请人和候补申请人

 申请窗口：9 月 9 日 - 9 月 30 日
如果你还没有在前几轮申请，这是你的机会！本轮的合格申请人：当前的候补申请人和符合资格标准的新
申请人。申请人在回合，没有选择1-3和5-7将自动移动到第9轮，并没有需要重新申请。新申请人应在
CAReliefGrant.com 上申请。

 
旧金山小企业复苏贷款基金- OPEN
市长 London Breed宣布启动一项新的贷款计划，旨在向旧金山小企业提供 0% 的利息贷款，目标是惠及现有救济
计划之外的企业。小型企业现在可以在www.CALoanFund.org 上在线申请最高 100,000 美元。该计划由加州重建基
金与 KIVA和当地社区发展金融机构 (CDFI ) 合作管理。      
 
SBA资金更新
Shu�ered Venue Operators Grant (SVOG) –开放至太平洋时间 8 月 20 日晚上 11:59
Shu�ered Venue Operators Grant (SVOG) 申请门户现已向现场场地、现场表演艺术组织、博物馆和电影院的运营商
以及现场场地发起人、制作人和人才代表开放，以申请经济救济。合资格的申请人可能有资格获得补助相当于其
总所赚取的收益高达$ 10的45％，中号为单一资助。本月晚些时候，公会将打开该程序用于补充SVOGs原始奖金
额的50％，在总$ 10封顶中号（初始和补充相结合）。详情将在稍后公布。如需更多信息和申请，请访问
h�ps://www.svograntportal.sba.gov/s/。  
 
经济伤害灾难贷款 (EIDL) –开放
为应对 COVID-19，小企业主可以申请经济伤害灾难贷款 (EIDL) 以支付财务义务和运营费用。贷款金额最高可达
500,000 美元，30 年期固定利率为 3.75%。没有预付款罚款或费用。要了解更多信息和申请，请访问sba.gov/
EI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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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及时了解与 COVID-19 相关的公告和资源，请在h�ps://sfosb.org/subscribe-small-business-e-news 上注册我们的电
子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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