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企业通讯办公室
主题：小型企业峰会、新的 Salesforce 赠款等

2021 年 10 月 1 日

亲爱的读者，

我们为您带来旧金山小型企业的最新消息、公告和资源。

注册参加 10 月 5 日至 6 日举行的城市管理员小型企业峰会：您是否有兴趣与本市开展业务？旧金山小型企业受邀
参加城市管理员小型企业峰会，这是一项虚拟活动，旨在揭开与旧金山市和县开展业务的神秘面纱，让当地小型
企业和供应商参与其中。小型企业将了解纽约市如何采购商品和服务、在哪里寻找即将到来的机会以及承包商和
供应商的合规要求。峰会还将举办量身定制的技术援助研讨会，包括有效响应招标以及如何成为经过认证的本地
企业 (LBE)。在www.sf.gov/2021bizsummit免费注册。   

与往常一样，我们随时为您提供帮助。通过 sfosb.org、电子邮件 sfosb@sfgov.org 或致电 415-554-6134 与我们联
系。

团结一致，

小企业办公室

OSB 正在招聘！如果您对支持旧金山的小型企业启动和发展感兴趣并有经验，我们正在为我们的小型企业援助中
心招聘两个职位。该职位可在h�ps://smrtr.io/6K2ng 获得。请帮助我们宣传！ 

办公时间变更：自 21 年 9 月 7 日起，每周二、周三和周四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提供 OSB 面对面服务。我们的办
公室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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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至下午 5 点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提供虚拟服
务。

公告

小型企业委员会会议 – 2021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一下午 4:30
 加入旧金山小型企业委员会 (SBC) 的例行会议，了解影响旧金山小型企业的计划和立法。

周一的议程包括：

BOS 条例，文件编号 21808 规划守则 - 对自助洗衣店和现场洗衣服务的要求（讨论和潜在行动项目）
 支持文件：立法、立法摘要、立法审查

BOS 条例，第 211010 号文件拨款和取消拨款 - 经济和劳动力发展办公室 - 传统企业 - 400,000 美元 - 2021-
2022 财年（讨论项目和行动项目）
支持文件：立法

 
在 SFGovTV 上观看直播：h�p ://sfgovtv.org/ch2live 。

要向小型企业委员会提供对上述任何事项的书面公众意见，请发送至 sbc@sfgov.org，或参加会议以征求公众意
见。如需公众意见，请致电 415-655-0001；访问代码：2480 980 2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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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Salesforce Grant for SF Small Businesses

本周，Salesforce 宣布了一项计划，提供 10,000 美元的赠款，以支持 87 家位于旧金山的小型企业。该申请现已开
放，将于太平洋时间10 月 17 日晚上 11:59截止。为了有资格申请，公司必须：

位于旧金山
成为营利性公司
拥有 2 至 50 名员工
已营业至少 1 年（自 2020 年 9 月起）
年收入在 2.5 万美元到 200 万美元之间
满足赠款计划条款中规定的所有其他资格要求。

详细了解并应用在这里，并查看常见问题是在这里。

Si necesitas ayuda con tu aplicación en Español, poravour envía un correo a nustroequipo de soporte
salesforcegrants@ureeka.biz。 

SFMTA 通用装载区取代临时取货/还车许可证
你们中的许多 大流行期间 发的临时接送 许 好消息 在 在努力将该计划过渡到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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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中的许多人利用了大流行期间颁发的临时接送区许可证。好消息：SFMTA 现在正在努力将该计划过渡到新的
“一般装载区”计划，并将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将申请此新永久计划的任何人的申请费从 775 美元降至 387.50
美元。

如果您有临时接送区许可证之一，请发送电子邮件至ccp@sfmta.com以获取有关申请此新计划的帮助，并为您现
有的许可证获得临时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请注意：申请费虽然有所减少，但仍不可退还。在支付申请费
之前，请务必通过电子邮件向 SFMTA 发送免费咨询，以评估您是否有资格进入一般装载区。并非所有临时区都符
合一般装载区的资格要求。

有关完整的详细信息和资格标准，请查看SFMTA 的一般装载区网页。再次，不申请

商业驱逐禁令
 于 9 月 30 日结束 商业驱逐禁令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结束。自 2020 年 3 月起，由于 COVID-19 导致未付款，暂停商

业驱逐禁止。如果您所在的企业在大流行期间因经济困难而未能支付租金，请查看 OEWD 的商业驱逐暂停网页以
获取资源、常见问题解答以及财务和法律援助的链接。

湾区制造周，10 月 1 日至 8 日加入湾区城市制造计划和 SF Made 以及 30 多个合作城市和县，向制造商在 2021 年
湾区每天为创建安全和强大的湾区所做的工作致敬地区制造周。整个地区将举办 20 多项活动，包括虚拟面板、
工厂参观、活动等。在此处了解更多信息。  

 
湾区残疾创业周，10 月 12 日至 16 日

 在全国残疾就业意识月期间加入旧金山残疾企业联盟，庆祝 2021 年 10 月 12 日至 16 日湾区残疾创业周。虚拟/混
合活动将以残疾人拥有的小企业为特色与商界领袖的小组讨论和对话、针对残疾人的未来企业家培训、成功的小
型企业的小型面对面参观以及社交活动。在此处了解更多信息。

网络研讨会：

快速响应虚拟信息会议 – 10/5 下午
 

2点每个月的
第一个
星期二加入 OEWD 和劳动力合作伙伴，了解有关工作培训、职业服务、工会成员资源、医疗保

健选项和失业保险申请流程的信息。受到裁员、休假和停工影响的工人应该参加以了解在这些充满挑战的时期可
用的资源。在这里注册。

第二个星期五预防性商业法办公时间 – 10/8、11/12、12/ 
 10 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五加入 SF 社区商业法中心和合作伙伴，学习如何在复杂和令人困惑的法律体系中导

航，以便您的社区微型企业可以成功启动、生存和繁荣。在这里注册。

资金来源：

顺丰小企业复苏贷款基金
顺丰小企业可以在www.CALoanFund.org申请最高 100,000 美元的 0% 利息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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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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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ba.gov/eidl了解更多信息。

 
员工留任税收抵免

 ERTC 为每位员工提供高达33,000 美元的可退还抵免，以激励员工继续支付工资。雇主可以通过 2020 年 3 月 13 日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支付给雇员的合格工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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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税务会计师咨询问题。了解更多。

SF 店面故意破坏补助
 店面故意破坏救济补助为 21 年 7 月 1 日之后受故意破坏影响的 SF 小型企业提供 1,000 美元或 2,000 美元。资金可

用于更换锁、新安全门、修复警报系统、添加新照明、更换窗户、窗户蚀刻等等。在oewd.org/VandalismRelief了
解更多信息。如有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VandalismRelief@sfgov.org。

GoFundMe 小企业救济基金：GoFundMe 向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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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巴巴与 Hello Alice 合作，提供 10,000 美元现金赠款，以帮助美国在线企业家将他们的创新产品或进入市场的
想法变为现实。10月21日前申请！要符合资格，已注册的美国企业必须拥有新的或现有的阿里巴巴帐户。2021 年
10 月 21 日前从阿里巴巴采购的小企业将优先考虑。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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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Alice提供了一个COVID-19 资源中心，通过获得资金、电子学习指南和指导，帮助您适应新常态。企业可以
按行业或多元化业务类型进行选择，以查看资金、资源和量身定制的工具

我们鼓励企业访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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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