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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通讯办公室
主题：员工保留税可以帮助您的企业吗？

2021 年9 月 2日

 

亲爱的读者，

如果您是一位寻求财务资源以帮助从大流行中恢复过来的小企业主，您可能有资格通过新扩展的联邦雇员保留税
收抵免(ERTC)获得免费资金。ERTC 为每位员工提供高达33,000 美元的可退还信贷，以激励员工继续支付工资。继
续阅读公告部分，了解 ERTC 的全部内容以及您的企业是否符合条件。 

SBAC 营业时间

在办公时间变化-开始21年9月7日，该OSB的小企业援助中心（SBAC）将是减少我们的运营时间为面对面的
服务来：上午9:00至下午5:00在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 我们的办公室将在周一和周五不对公众开放。我
们将继续在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提供虚拟服务。
劳动节办公室关闭-在小型企业办公室（OSB）将在周一，2021年9月7日劳动节关闭。

与往常一样，我们随时为您提供帮助。您可以通过电话(415) 554-6134（英语和西班牙语）或(415) 554-6407（中
文）与我们联系，或发送电子邮件至sfosb@sfgov.org。

团结一致，

小企业办公室

公告：
员工保留税收抵免 (ERTC)

它是什么？
 雇员保留税收抵免 (ERTC) 是一种可退还的税收抵免。雇主可以通过 2020 年 3 月 13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支付给员工的合格工资，利用 ERTC 抵扣联邦就业税。企业可以追溯过去几个季度的抵免！

谁有资格？符合以下一项或两项标准的私营企业或免税组织： 
 1. 根据联邦、州或地方政府的命令，企业被迫部分或全部暂停或限制运营

2. 该业务在 2020 年的任何一个季度的总收入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50%，和/或 2021 年的总收入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20%。

ERTC 适用于各种规模的企业——员工人数没有上限，但小型企业更容易利用。

如何申请信用：

要追溯申请抵免，请提交表格 941-X ，调整后的雇主季度联邦纳税申报表
目前要申请抵免额，请提交表格 941 ，雇主的季度联邦纳税申报表
要提前申请抵免，请提交表格 7200 ，因 COVID-19 而预付雇主抵免

我们强烈建议您咨询注册会计师 (CPA)，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ERTC 的价值。旧金山商会在link.oewd.org/CPA 上有一
份当地注册会计师的名单。

要了解有关 ERTC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经济和劳动力发展办公室 (OEWD) 网页：oewd.org/ERTC。

在 9/10 之前提交您的舰队周折扣以获取自由指南
 舰队周是我们摆脱大流行后的第一个官方活动，将于202 年 10 月 3 日至10 日举行1. OEWD 、地区商人委员会和SF

舰队周协会是准备自由指南舰队周移动应用程序以访问服务人员，其中将包括提供免费或折扣入场、产品或服务
的企业列表，例如10-20% 为穿着制服或具有有效军人身份证的军人提供免费服务饮料或膳食。    

单击此处在 9 月 10
日之前

提交您的业务折扣，以包含在自由指南和 2021 SF Fleet Week 移动应用程序中！如有问
题，请联系gwen.kaplan@acemailingsf.com或Admin@FleetWeekSF.org。

SF Language Access Community Survey
 告诉我们本市如何改进我们的语言服务。公民参与和移民事务办公室 (OCEIA) 和旧金山移民权利委员会正在以 12

种语言进行语言访问调查，以帮助改善不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个人的城市服务。在这里参加调查；提供 12 种语
言版本。

中心 新企 家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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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LGBT 中心/Hatch新企业家培训
新企业家培训计划是一项为期八周的免费强化培训计划，每组有5 位崭露头角的旧金山企业家。该计划将包括创
建和运行一个新的业务，各个环节，包括市场营销，企业财务，战略规划，以及更多。Hatch 正在扩大该计划，
并将为该计划的一名选定毕业生提供 5,000 美元的赠款。申请全年滚动接受，下一届将于 9 月 15 日开始。要申
请，请访问此处的申请表。有关信息，请访问sfcenter.org。

征求建议书-东南社区中心咖啡厅租赁
 的SF公用事业委员会（SFPUC）寻求合格的经营者租赁，市场和操作在1550埃文斯大道在新南洋社区设施的咖啡

厅。新大楼被设置为完成在2022年一月的咖啡厅空间将包括213平方英尺的柜台空间英尺和109平方英尺。Ø F储
存空间和非独占使用超过1 ，500平方米. 英尺的座位。SFPUC 设想新咖啡馆休闲、负担得起、适合家庭，并提供
对当地社区有吸引力的食物。

提交截止日期已延长至 2021 年 10 月 1 日。 单击此处了解有关此 RFP 的更多信息，包括有关资格的详细信息以及
如何申请。

^ h ealth Ø刻申[R物资跟不上
 的SF系公众健康不断发布新的/更新有关的更安全的返回一起订购信息。以下是与企业相关的资源。

提供 COVID-19 数字疫苗卡的获批公司(8/19)
员工复工信函范本 (8/24)
顺丰安全返回健康令常见问题解答(8/2 5 )
用于所需商业标牌的 COVID-19 外展工具包

网络研讨会：
 商业租赁谈判和驱逐暂停（英语/西班牙语）- 周二，9/7 下午 3 点

 加入为企业家提供的法律服务参加网络研讨会，以帮助小型企业进行商业租赁谈判。网络研讨会将由当地律师事
务所的志愿律师主持，并为法律业务问题提供额外支持。在这里注册。

企业重新开放战略– 9/14 星期二下午 6 点
 由文艺复兴创业中心主办，参与者将分享有关大流行期间企业所有权的故事以及未来恢复力的工具。该研讨会将

创建一群企业家和顾问，以寻求支持和投入。了解更多信息并在此处注册。

了解 Google Ads 和 Google Analy�cs – 星期四，9/16 下午 6 点
 您的企业如何可靠地登上Google 搜索结果的第一页？使用 Google 广告。该网络研讨会由 Renaissance

Entrepreneurship Center 主办，将涵盖不同类型的 Google Ads和 Google Analy�cs ，以及如何确保您有效地花费广告
资金。在这里注册。

资金UPDATES 
 AAPISTRONG宝德势不可挡基金-由9/10应用

 的国家商务部和创业（ACE）的亚洲/太平洋岛民美国商会和UPS都提供荷兰国际集团$ 5K授予AAPI国有小企业。截
止递交申请是21年9月10日在8 ：59pm P T，或当1000份意见书已提交。了解更多。

La�nx格兰特机遇-通过9/30应用
 的TikTok ，在西班牙遗产基金会和合作伙伴推出旨在扩大和美国各地的30家提升小企业La�nx一个$ 15万资助基

金。30 名拉丁裔企业主每人将获得 5,000 美元的现金补助。申请截止日期为 9 月 30 日。了解更多信息。

GoFundMe小企业救济基金
 GoFundMe正在向受到 COVID-19 危机影响的小企业提供 500 美元的配套赠款，在 GoFundMe 上发起筹款活动，并

从其他支持者那里筹集 500 美元。匹配补助金的每个接受者都必须打算使用这些资金来帮助照顾您的员工或支付
持续的业务费用。了解更多。

CA COVID-19救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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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新的申请。第 4 轮申请人无需重新申请。赠款可提供给在前几轮
中未获得资金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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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请人将在
CAReliefGrant.com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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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小企业复苏贷款基金
小企业可以申请为0％利率贷款高达$ 100,000的www.CALoanFund.o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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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伤害灾难贷款 (EIDL)
S mall 企业主可以申请经济伤害灾难贷款 (EIDL)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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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sba.gov/eidl赚得更多。

我们鼓励企业查看oewd.org/covid19以获取新的和更新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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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