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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O’Ne ill

外展主任

美国商业移民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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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移民联盟 (American Business Immigration Coalition) 通过其在伊利
诺伊州、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科罗拉多州和马萨诸塞州的分会，致力于推
动明智的移民改革，以支持美国经济发展、为美国公司提供需要的高技能和低技
能型人才，以及帮助移民以消费者、劳动者、企业家和公民的身份融入我们的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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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库克县经济发展局 (Cook County Bureau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牵头该
县的地区经济发展计划。该机构利用资源，确保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作；战略合
作 - 由产业部门和地方驱动；进一步的种族平等和包容；利用其他公共和私人资
源。

CCCRI 是一项综合应对措施，旨在应对新冠病毒肺炎 (COVID-19) 疫情，为小型
企业、非营利组织、社区服务组织和独立承包商（1099 劳动者）提供经济救济。



Sam Scott

ABIC 联席主席兼 Preckwinkle 
主席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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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ul Raymundo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复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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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i Preckwinkle

库克县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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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y Luster

特别计划经理
美国商业移民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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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yl Newell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Seaway 自助银行

8



高级业务发展官
自助联邦信贷联合会
(Self-Help Federal Credit Union) 
北加州商业贷款部

Jeremy H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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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保护计划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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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保护计划

概述和最佳做法



国会重新授权 PPP 

❏ 为 PPP 增加 2500 亿美元资金

❏ 此外，为资产不足 500 亿美元的机构预留额外 600 亿美元资金。

❏ 300 亿美元：用于资产介于 100 亿美元至 500 亿美元之间的机构

❏ 300 亿美元：用于资产少于 100 亿美元的机构

❏ 经过参议院和众议院、总统批准。资金可能会在数天或数小时内耗尽……我们的目标是将
填写完成的申请表输入我们的渠道中，以便在资金到位时能立即提交！



外展注意事项
目标组：由有色人种社区/ 服务欠缺社区成员拥有、雇用其成员或在其社区中经营的非营利组织和小型
企业。

❏PPP 将为薪酬占其支出的一大部分的实体提供很大的帮助。它可以在获得贷款后的 2 个月内支付实体
的大部分运营资本。

❏在具有良好的失业制度的州，PPP 可能不适用于那些拥有大量低薪雇员的企业。在某些情况下，额外
的失业救济金会让人们获得比维持工作时更高的收入。（一个例外可能是医疗保险。）

❏我们可以为自雇人士和独立承包商提供帮助 - 但需要大量文书工作，而对于净利润（如营业税所示）
在 2 万美元区间或以下的人士而言，它的用处不大。

❏PPP 对于基于信仰的团体/ 教堂，尤其是雇用 W-2 雇员（承包商）的团体/ 教堂可能会有所帮助



PPP 概述

❏目标： 继续为雇员支付薪酬和帮助企业存活

❏方式： 8 周薪水 + 以下营业费用

❏抵押贷款利息
❏租金
❏公共事业帐单

❏广泛的资格

❏可免偿贷款



广泛的资格
❏在 2020 年 2 月 15 日已投入运营，并为雇员支付薪酬/ 有自营收入

❏雇员人数不超过 500  人

❏包括非营利组织、基于信仰的团体、相关部落企业

❏每个实体一笔 PPP 贷款。每个 EIN 只能获得一笔贷款，SBA 将拒绝第二次申请
（如果在其他地方申请）



不合格企业
❏房东（除非他们雇用实际的建筑维护人员、场地管理员等雇员，则有资格）。

如果房东与承包商签约获得这些服务，则房东不符合资格（但承包商可以直接申
请）。

❏20% 以上的业主无证件的企业。

❏非法企业（即使在州内合法，如果在联邦法律下不合法，则其也不符合资格 –
举例而言，这便排除了大麻业务）。

❏会造成社会不安的企业 - 色情业、赌博、当铺、支票兑现公司等。

❏在过去 5 年中，有 20% 以上的业主被监禁、服缓刑、获得假释、有待决的刑事指
控或被判重罪

❏在过去 7 年中，有 20% 以上的业主或企业本身拖欠债务（拖欠 60 天）或违约并
造成联邦贷款损失

❏家庭雇主（雇用家事助手的个人）



PPP 免偿

❏如果借款人能在付款后的第一个 8 周内提供以下文件证明，则全部本金和
应计利息将被免除：

❏至少 75% 的贷款收益被用于薪资成本

❏最多可将 25% 的贷款收益用于企业租金、抵押贷款利息、公共事业帐单

❏保留雇员或快速重新雇用

❏符合贷款使用条件但不符合免偿资格的其他用途：

❏在 2020 年 2 月 15 日之前支付的其他企业债务利息

❏通过 PPP 再筹资的 EIDL（不建议进行再筹资）



贷款条款

❏1% 的利息

❏2 年期限（第一个 6 个月可延迟）

❏无需个人担保

❏无需抵押

❏无费用

❏贷款金额是基于平均每月薪资成本的 2.5 倍，
最高为 1000  万美元



PPP 和经济损害灾难贷款 (EIDL)
❏EIDL 是 CARES 法案下的一项单独的救济计划

❏申请人还可以在 www.sba.gov 直接向 SBA 申请 EIDL 和最高 1 万
美元的 EIDL 预付补助金

❏预付补助金属于赠款 - 完全免偿 - 并且会相对较快地发放

❏SBA 会针对 EIDL 进行信用评分，并可能会拒绝某些申请人，
但被拒绝的申请人无需偿还预付补助金

http://www.sba.gov


计算贷款额

❏请记住：外部薪资服务和会计师可以协助您！

❏收集（第三方）文件记录：

❏每季度工资税申报的 941 表格，或

❏薪资服务处理记录，或

❏薪资服务处理者 PPP 计算，或

❏对于独资经营者和独立承包商：2019 年附表 C 和收入
证明。



哪些费用可以包括在 PPP 的每月薪资中？

雇员总薪资

+
雇主支付的……
❏州和地方税

❏保险和州伤残保险

❏医疗保健福利

❏退休金

❏独资经营者：包括其附表 C 中的“净收入”项（假设他们随附提交了
2019 年附表 C）。



哪些费用不能包括在 PPP 的每月薪资中？
❏超过 10 万美元的雇员总薪酬

❏联邦就业税的雇主承担部分（即社会保障和 Medicare ）

❏支付给独立承包商的付款（但是请注意，独立承包商自己可以根据其
1099 收入申请 PPP 贷款）

❏工伤补偿保险金

❏联邦失业税

❏主要居住地在美国以外的雇员的薪酬

❏根据《家庭第一冠状病毒应对法》(Families First Coronavirus 
Response Act) 第 7001 和 7003 条的规定，可以抵免的合格病假和
家事休假工资



独资经营者
❏可以申领净利润 + 支付给业主和/ 或雇员的工资或福利

❏需要 2019 年附表 C 和 12 个月的银行对账单

❏对没有雇员的独资企业有大量的文件要求。而且处理时间可能会
更长。

独立承包商
• 需要 2019 年附表 C 和 2019 年 1099 表格。

• 每月平均薪资是基于附表 C 的净利润。



申请人可以计算哪个时间段的“每月平均薪资”？

❏大多数企业可以使用

❏(i) 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或

❏(ii) 最近 12 个月作为薪资计算的基础。

❏新企业：对于没有完整 12 个月薪资记录的企业，可使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之间的平均每月薪资成本。

❏季节性企业：如果企业是季节性经营的，则可以根据以下时间段来计算
每月平均薪资
❏(i) 2019 年 2 月 15 日或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ii) 2019 年 6 月 30 日



基于 PPP 1.0 的一些经验
❏所有文件（SBA 申请表、贷款票据和自助成员身份申请表）的签名人都必须是同一个人
（通常是企业主或非营利组织的执行董事）

❏SBA 表单（申请）很短（仅 2 页），但是我们收到的许多表单中都缺少签名、姓名缩写
或未勾选“企业类型”选框 - 准确的信息将帮助我们更快地处理申请！

❏提供薪资支出证明是最复杂的任务 – 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只需要第三方薪资文件，但是在
没有薪资文件的情况下，我们提供了一些工具来简化此流程

❏您需要向 SBA 提交的文件包括填写完整的 SBA 申请表、适当的薪资证明以及业主/ 执行
董事/ 文件签名人的未过期的驾驶执照的彩色复印件（仅正面）



如何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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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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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文件（SBA 申请表、贷款票据和自助成员身份申请表）的签名人都必须是同一个人（通常
是企业主或非营利组织的执行董事）

• SBA 表单（申请）很短（仅 2 页），但是我们收到的许多表单中都缺少签名、姓名缩写或未勾
选“企业类型”选框 - 准确的信息将帮助我们更快地处理申请！

• 提供薪资支出证明是最复杂的任务 – 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只需要第三方薪资文件，但是在没有
薪资文件的情况下，我们提供了一些工具来简化此流程

• 您需要向 SBA 提交的文件包括填写完整的 SBA 申请表、适当的薪资证明以及业主/ 执行董事/
文件签名人的未过期的驾驶执照的彩色复印件（仅正面）



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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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kere Picon

法律服务主任

AB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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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董事

ABIC

Rebecca Shi Daryl Newell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Seaway 自助银行

Jeremy Hoffer

高级业务发展官

自助联邦信贷联合会

Xochitl Flores

局长

库克县经济发展局



后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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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y Luster

特别计划经理
美国商业移民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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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搭档主持人
感谢主席



ABIC：abic.us/covid19

伊利诺伊州餐馆协会：illinoisrestaurants.org/page/COVID19Resources

NPNA：partnershipfornewamericans.org/covid19resources

库克县：www.cookcountyil.gov/recovery

33

http://www.cookcountyil.gov/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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