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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大流行期间联邦失业救济金 (FPUC) 

主讲人：Danielle Marshalls 

 

1 号讲话者 (00:00): 

您了解您个人的处境，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Danielle 是和我们一起的所属女性商业中心 (Women's 

Business Center) 的咨询顾问。她曾与我们的许多客户合作。她目前正在和我们的多位客户一起工作，

帮助他们渡过过渡期，无论他们想要达成什么目标，她都会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业务、发展壮大以

及创业。信不信由您，现在开始创业的人并不多，所以如果您还需要咨询或主题培训，一定要与我

们联系。我会将我的联系方式添加到聊天框中，因此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需要任何帮助，请随时与

我联系。嗯，但是，再次感谢您参加今天的网络研讨会。这是我通常习惯的内部的开场白，然后感

谢大家今天下午和我们一起参加电话会议。接下来我会继续让 Danielle 女士发言，谢谢。  

2 号讲话者 (00:58): 

太精彩了。谢谢您，Sophia，大家下午好。谢谢大家抽空与我们一起渡过这个下午。我们知道现在

是一个非常繁忙的时期，所以现在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可能您正在试图使您的企业持续发展， 

然后实施变革。 所以十分感谢大家今天下午加入我们。今天我们将专门谈论与 COVID-19 疫情大流

行相关的失业福利。这是我们女性商业中心开展相关工作的第六天。呃，关于 COVID -19 小型企业救

济系列。好了，我们将继续并开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在聊天框中发表，或者我们将在最

后打开我们可以回答的问题和评论。 我们很乐意回答这些问题以及我们可以回答的任何问题。我们

将向您保证我们会为您找到这些资源。我们将继续，然后开始此演示  

2 号讲话者 (02:13): 

今天，我们将谈论失业福利，具体来说，是关于疫情大流行期间联邦失业救济金  

(Federal Pandemic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FPUC) 福利。我即刻将为您具体介绍它的用途。 

我叫 Danielle Marshall。能和女性商业中心的工作人员以及那些仍然处于该想法阶段的人们，或者

像 Sophia 提到的，那些真正开始创业的人一起共事，我感到十分自豪，他们选择在当前的疫情大

流行期间开始创业，因为他们看到了改变事物的创新方式，以及他们找寻到了需要他们进行填补

的需求。因此，他们可以立刻做到这一点，提供 California Capital 的援助和服务，具体来说，是来

自于女性商业中心。  

2 号讲话者 (03:01): 

现在，有更多的人正在加入我们。大家好。感谢你们的加入。所以，今天我们究竟要谈论什么失

业福利。我们将会谈论一些有关《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CARES), FPU,C 的信息、介绍它们的用途，以及有关加州失业救济的要求和相

关指南。因为这些信息内容与联邦指南相比将会略有变化。它们虽然会很相似，但还是会略有不

同。我们将会谈论可以申请这些福利的人群、 

您申请福利的时间和方式，以及我们为您提供从劳工局 (Department of Labor)、小型企业管理局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BA)、加州就业发展局 (Employment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DD) 

和一些其他机构的额外信息。因此，无论是失业福利、失业援助，还是我们今天具体谈论的部分，

都将会属于《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的条款。  

https://www.rev.com/transcript-editor/Edit?token=tajFoI9pnSOF8E2pMAuZr-IkYt0NAcojjsIOy7uqSt7e5_ITfb-380BdzaLqKcH7D9iGy4hJaVN5b5jvjIk4y3xpxlw&loadFrom=DocumentDeeplink&ts=0.03
https://www.rev.com/transcript-editor/Edit?token=eTUwoITXSGBYoH7qdC7QZsg2grPGP198wPzAS1gYF_LduM-D5IGCwekXuoeVcUv0WlEnWT7aNS71e0dsR-nQcDSGJb4&loadFrom=DocumentDeeplink&ts=58.5
https://www.rev.com/transcript-editor/Edit?token=DUfFu00Wj-drUI8sYJNSfO9PDqmaA-VNVSTdRCB4lN2w2_hNgqM_XJvhiPZecIvl7o_kfip4kA6nApXZBEMAtpEHFGI&loadFrom=DocumentDeeplink&ts=133.61
https://www.rev.com/transcript-editor/Edit?token=NKXIZ_hKQyeJfECel1NCNNgIBYo2kuAVZdbqKDEulSxdeUY4ZxvJsnckkCBFFgleRIbIi7lFCKPogkZV8gd8OFPPVKQ&loadFrom=DocumentDeeplink&ts=1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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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号讲话者 (03:53): 

这就是疫情大流行期间联邦失业救济金。此救济金属于一项紧急情况计划，其旨在为遭受 2020 

年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影响的百万美国民众提高失业救济金。此计划作为《新冠病毒援助、救济

和经济安全法案》的条款而设立，是一项投入$2 万亿资金的新冠病毒紧急刺激计划，并于 3 月 27

日签署成为法律。我们已通过《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获得额外的资金，至于第

二轮资金，已于今日发放，这更加符合薪资保障计划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PPP)。因此这就

属于一项关于薪资保护的计划，以及经济影响赈灾贷款可以帮助人们继续运营其企业。附带说明

一下。这些门户网站已于今早的美国东部时间 7 点 30 分开放访问。最后请您在周五注意，我们与

SBA 有一场网络研讨会，以及目前仍然有一百万名应用程序的申请者正在等待申请。  

2 号讲话者 (04:59): 

最初许多银行不确定其是否应该开放他们的门户网站，以供人们申请额外的贷款，但是他们最终

于今早的太平洋标准时间 7 点 30 分开放了其网站。我估计应该是美国东部时间的上午 10 点或

10 点 30 分。好的。就是谈论一些有关疫情大流行期间联邦失业救济金 (FPUC) 的最新信息，再次

强调一下，这是关于应对紧急情况的计划。因此它与我们通常想到的失业福利会有所不同。对于

因为 COVID-19 疫情大流行而失业的美国人可以领取福利，对于领取特定失业保险救济金的人群，

包括常规的失业救济金，直到 2020 年 7 月 30 日（31 日）之前，每周将获得$600 的额外救济和

联邦救济金。因此，即使您领取常规的失业保险救济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属于一种优待。 

这是一笔额外的价值$600 的救济款项，直到 2020 年 7 月 31 日之前，您每周都有资格领取此福利。  

2 号讲话者 (06:08): 

现在时间可能会延长至 7 月 31 日之后，具体时间取决于政府是否延长保护时期，或者为此计划增

加额外的资金。但是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您可以在 2020 年 7 月 31 日之前领取这些福利，

《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也规定救济相对于常规的失业福利领取时间会延长额外

的 13 周的时间。这是一项关于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失业援助计划。因此这是一项有所不同的计划，

它扩大了符合申请失业保险资格的人群范围，将受冠状病毒影响的自雇自由职业工作者、独立承

包商以及兼职人员也纳入了其中。这意味着您作为自雇人员，您的业务收入不得不有所下降， 

或者您必须停止运营。您可以作为您自己或者其他人公司的独立承包商，但是可能无论是您自己

还是公司都无法为您提供工作。您可以选择当一名自由职业工作者，或者选择从事零工经济， 

例如：当优步司机、在 door dash 或 Uber Eats 等公司工作。  

2 号讲话者 (07:13): 

任何现在正在从事于零工经济的人员将会有资格获得疫情大流行的失业援助。这个和常规的失业

福利会有所不同。通常来说，作为一名雇员，您和您的雇主要缴纳失业救济金，这就是为您提供

常规失业救济金的方式。此额外计划为您提供的福利远远不止于此。我想要确保这一点或者是说

在此向大家保证此承诺。另一件事是有关 FPUC 的资格，对于领取特定失业保险救济金的人群， 

包括常规的失业救济金，我再次强调，您每周将获得额外的$600 联邦救济金。您可以在线上申请

领取这些福利。我还将多解释一下关于这个申请的情况，只需一小会时间。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

我们在我们举办的一系列网络研讨会中收到了许多有关申请的问题，许多人都很困惑，为什么在

申请失业救济金的期间一直收到金额为零的回信。  

2 号讲话者 (08:13): 

https://www.rev.com/transcript-editor/Edit?token=kTmLGxKOM8MkmDQ50IW20CFitvAmw1v7uStI6Lmp-hKsvvtQyVmTadH9Fh5uFwJtLV4qaLjc1NVAUQ99-8saGjTCh5g&loadFrom=DocumentDeeplink&ts=233.89
https://www.rev.com/transcript-editor/Edit?token=m64S9e_WSJvdon9Glgu0VIPnsGvnMjb9FPHUNKKL6oPk9D47t-kqYj-uLvIzyRbnYa4Ftrr6KaOttGQ0_24XzkTWxzo&loadFrom=DocumentDeeplink&ts=299.48
https://www.rev.com/transcript-editor/Edit?token=cFSRjdCs_m7SN690C5CH_Y2jpsgw2-U4GFMT0OeI0L_h0D_UlDwVe1CAOSN5950JqKjAEVrNlgEvcGOqrR3fN-bkiY0&loadFrom=DocumentDeeplink&ts=368.24
https://www.rev.com/transcript-editor/Edit?token=Rytky-7dgUXZrghK2vTW99rEKJ-2503IpXXL-cSsfW_6-mZ9XVvSReIhENEdDEuBg-BKM7IK39Rhn63E1bWK16JDF0w&loadFrom=DocumentDeeplink&ts=433.81
https://www.rev.com/transcript-editor/Edit?token=3ZM3OCe3iTAKYtDl5_LIAVAHjmKahZ7QulbIA3tc5Muv95QAYPL9EelOObX917gm05wmNoCGQ8PdNHARWWhFJqvm908&loadFrom=DocumentDeeplink&ts=4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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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之所以一直收到金额为零的回信的原因是因为自雇工作者、独资经营者以及独立承包商需要在

常规就业下申请。因此您可能并未缴纳。这就是您一直收到金额为$0 的回信的原因。根据加州的

相关规定，我们的失业福利将由加州就业发展局负责管理。因此他们需要确保我们了解此失业福

利属于联邦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的条款。他们确保这些福利可以协助到自

雇工作人员和承包商，或者他们这些人也许只是有着与平常人不同的工作经历，不然他们也不会

具备获取州福利的资格。出于任何原因，您都有可能失业，您也有可能处于半失业状态，或者您

正在经历经济损失，因为由于疫情大流行您的收入有所下降。  

2 号讲话者 (09:11): 

您需要了解您被解雇的原因，不仅仅可以简单地归因于您的公司在疫情大流行爆发之前就已开

始裁员，这一点十分重要。此情况（收入下降）一定与 COVID-19 有关。因此，自您失业开始 

（2020 年 2 月 2 日）的一周起，您将领取长达 39 周的福利。因此如果要符合领取加州福利的

资格，您必须是于 2020 年 2 月 2 日开始已就业的人员。此外，您的福利具备追溯效力，并且领

取时间可以延长至 2020 年 12 月 26 日，取决于您直接遭受疫情影响的时间。这是您有可能有资

格额外领取的$600 救济，作为《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的一部分，针对疫情大

流行为您提供的额外救济金。只有开始于 3 月 29 日至 7 月 25 日期间的请求，在这些时间内的

每一周您才有资格获取每周$600 的救济。  

2 号讲话者 (10:21): 

 因此请谨记，我需要您留心这些日期。对于加州的失业福利，其发放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2 日

到 2020 年 12 月 26 日。但是，直到我们获取到其他指南之前，对于额外的$600 救济，其领取

时间将保持为 3 月 29 日到 7 月 25 日不变，根据《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 

此项额外福利，将由美国劳工局发放。通常也是他们发布相关指南。其阐明了加州的大多数福

利将于 7 月 25 日终止。根据《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法规发放的资金，有可能

将于 2020 年 12 月 26 日终止，然而，我们了解到由于目前经济下滑的时间比原本预期的时间要

略长，因此还会发放额外的资金。因此申请福利的时间会比原本预期的时间要长。将会发布有

关延长福利申请时间的信息。  

2 号讲话者 (11:25): 

因此，正如此前所说的那样，您的福利具备追溯效力，所以其可以开始于 2020 年 2 月 2 日之前或之

后的一个星期，具体时间取决于您因为 COVID-19 而被解雇、失业或处于半失业状态的时间， 

不管您是何时上交您的请求。因此，只要您上交了您的请求，此请求的有效期即可追溯至 2 月 2 日。

所有的时间将取决于您最后工作的时间，或者您由于受 COVID-19 的影响而直接导致失业的时间；

或者如果您是独资经营者、承包商或自雇工作者，您的收入开始比通常情况有所下降的时间，您

要确保您准备好了详细清晰的财务记录。这些可能是您的银行对账单，或者是您 2019 年税务的明

细表 C。尽管 2019 年的报税截止日期已延长至 2020 年 7 月 15 日。另外一件事就是，如果您此前

在一家公司工作，您也可以提供您的薪资记录，但是您必须还提供证明，证明您因为 COVID-19 而

遭受了经济损失。 

2 号讲话者 (12:38): 

这是一个自我认证的流程。在今早的网络研讨会上我们有律师针对此做了详细说明。所有都是自

我进行认证，但是如果 EDD 因为其想要确认您确实因为 COVID-19 而遭受经济困难，要求您提供

证明，您需要确保您可以提供证明记录，它可以是您的银行对账单。它也可以是您的工资记录、

您的缴税记录、您的明细表 C 或者您提交的 K-1。  

https://www.rev.com/transcript-editor/Edit?token=-PSYC7HCs7RmZysYGY0ksOFls2_dLd5ezd2k1pu-ASHsr1MTFbVbVn_z_Fu_Ho2SF_lCcwSjiyFiK5-bNSpYoTKCWHk&loadFrom=DocumentDeeplink&ts=551.52
https://www.rev.com/transcript-editor/Edit?token=1P2rUtRtWvzFMYH1ry27vPWDFFb1QIZdGdqaXFFobD_xMTUSqwRKiiaQG0E6ysQrTZ-V6t4tx0V1xyG-3Wy-00cKJyA&loadFrom=DocumentDeeplink&ts=621.03
https://www.rev.com/transcript-editor/Edit?token=SeMiUQs06FcpJVkyxgJOZKlQhk_2CrQRu5Oodb49aCxRSB6PdEOd0ooqb1M8hq5L93SzFEELU9Ivq4rfSpNEZwit1NE&loadFrom=DocumentDeeplink&ts=685.52
https://www.rev.com/transcript-editor/Edit?token=Quynr5UhKAJmps5q8drYKCcSU4N0GDDNBA5zzfsi0HiLerVhlvyHOiQNhQpi9NJaQIEck8QP-bwS4tqfFHRhAXD_AUY&loadFrom=DocumentDeeplink&ts=75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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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号讲话者 (13:17): 

我们已经谈论了疫情大流行的失业援助和 FPUC 福利是什么。即使您不符合申请加州或任何其他

州的失业福利资格，请谨记这属于联邦福利。符合资格的领取者包括企业主、自雇工作人员和独

立承包商，并且如果您有资格获得常规失业救济金，则您也属于符合资格的领取者，但是您已经

领取了您符合条件的所有福利。因此，当您缴纳失业救济金或您的雇主缴纳失业救济金时，您只

会在给定的时间段内根据该帐户中的金额而获得属于您的救济金。这是一个为您准备的已汇入资

金的失业救济金账户。当您用完这些救济金后，在常规的失业救济下您不会再获得任何额外的救

济金。但是，根据疫情大流行失业援助 (Pandemic Unemployment Assistance, PUA) 计划，您有资格

每周获取$600 的额外救济金。  

2 号讲话者 (14:18): 

这里是一些资格要求，这些要求基于 EDD 网站而制定，实际上只是复制和粘贴网站上的内容，目的

是为了确保，当然我不会以自己的方式解释它，以确保不会传递给您错误的信息。合格因素，如果

您被诊断出患有 COVID-19 或出现了 COVID-19 症状并且正在寻求医疗诊断，或者如果您无法工作，

那么您将符合资格，因为医疗保健提供者会建议您进行自我检疫，这也就意味着也许您已经与某人

接触过，而此人已经被诊断出患有 COVID-19 或者其有患病的征兆。您的家庭成员已经被诊断出患

有 COVID-19。您需要帮助他们或建立您的资格。如果您要照顾被诊断出患有 COVID-19 的家庭成员

或您家庭的人员。我们中的一些人家里有小孩，这也是一个合格因素。  

2 号讲话者 (15:16): 

因此，如果您的家里有一个小孩或另一个人需要您的照顾，您是他们主要的照料者，现在由于

COVID-19 疫情，导致他们不能上学，或者通常应该照顾他们的机构保持关闭状态。其改变了您工作

的方式，或者您因为需要照顾这些人员而导致您无法工作，则您也符合资格。如果因为 COVID-19

的影响直接导致您家庭的一家之主去世，而您成为了家庭主要养家糊口的人或主要赡养者、您因为

疫情大流行而不得不辞职，或者您的工作地点可能已经关闭。对于现在不得不暂时停止运营的许多

企业而言，这是正确的决定。  

2 号讲话者 (16:06): 

这样一来，您便有资格领取这些福利。您可能原本就打算开始工作或开始一个新项目，但是现

在无法实现，或者由于 COVID-19 的直接影响而导致现在无法实现。也许由于 COVID-19 公共卫

生紧急情况的直接影响，导致您无法到达工作地点。因此，有可能乘坐公共交通系统是您往返

于必须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其他交通工具的地方的方法。但是由于 COVID-19，您无法乘搭这些

交通工具。再次强调，如果您是独立承包商，并且您有收入报告，这意味着您可以通过提供银

行对帐单、1099 或类似证明文件证明此情况，那么您也将有资格获得 PUA 福利。这就是每周

$600 的额外救济金，或者您可能只是在严格限制自己作为自雇工作人员、独立承包商、零工经

济工作人员或独资经营者所能做的事情。  

2 号讲话者 (17:09): 

所有的这些情况都将使您有资格申请这些额外福利。那么这些福利具体是什么呢？举个例子， 

基于 EDD 估算的每周$167 的失业救济金，由于 COVID-19 的影响，您将会获得他们网站上所说明

的每周$167 的失业救济金。因此您可以追溯至 2 月 2 日，或者说，3 月 28 日。因此在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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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您在 2 月 2 日至 3 月 28 日期间可以每周获得$167 的失业救济金。这就是额外的$600 救

济金的来源。这是每周$600 救济金的来源。此外，关于$167 的救济金，是根据他们常规的失业

福利而分配至您。所以现在每周的金额为$767。在 3 月 29 日至 7 月 25 日期间，您都将持续领取

此救济金。现在该《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已签署成为法律，因此这就是如此运

行的原因。  

2 号讲话者 (18:20): 

此时，额外的$600 救济金或额外的资金就适用于失业人员，以及那些从事零工经济的人员。在您

领取救济金超过 13 周或者逾过 3 月 29 日至 7 月 25 日的期限之后，您将进入第三阶段。这也是

您重新开始每周领取$167 救济金的时候，时间从 2020 年 7 月 26 日一直到 12 月 26 日。如果减去

您获取常规失业救济金或特定失业救济金的周数，您因为 COVID-19 的相关原因而失业的时间多达

39 周，这种情况不属于残障保险的范围。这完全是两码事，您可以从加州 EDD 处获取额外信息。

这与 FPUS 直接相关。这就是疫情大流行期间的联邦失业救济金计划。  

2 号讲话者 (19:25): 

通常在加州，失业救济金的范围从每周$50 到最多$450，多数人希望可以获取最多的救济金， 

但请知悉，即便您每周获取$50 的金额，但在第二阶段期间（3 月 29 日至 7 月 25 日），您可以多

获取额外的$600 金额。因此您的金额将达到每周$650，根据您个人金额资格符合的情况（基于加州

EDD 的估算），甚至可能达到每周$1050 的金额。试想，如果您因为疫情大流行而被解雇，您将会

每周获取额外的$650，按平均来算，每个月有 4 周，您就会获取$2,600 的金额。这都将进入您的收

入之中。如果是在有 4.5 周的月份，则将是$2925 的金额。这额外的收入对于您或您的家人又意味着

什么？如果您是处于偏高的一方，意味着您将每周获取$450 的金额（加州 EDD 救济金），外加$600

的额外救济金（联邦 PUA 救济金），这加起来大概每周就有$1050 的收入，所以关于要不要申请，

这完全取决与您。  

2 号讲话者 (20:44): 

如此每月收入就会比$4,000 多一点。他们批准按周认证救济金。今早有法人代表致电就业部法人

律师，其说道，您需要确保的是基于周数而非每月的帐单来决定是否做此事。有些月份比其它月

份多几天。如此，那一周就会被延长。那么您应该什么时候申请？每当我们开始讨论这个话题，

有些人就会说：“您知道吗？我是独资经营者、我是自雇人员，我们只是减少了付款金额，但是

EDD 的帐户上显示我有资格获取的救济金金额为$0。”  

2 号讲话者 (21:34): 

至于导致此结果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独资经营者/独立承包商）申请的是常规失业救济金，而非

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失业协助计划。因此，EDD 将从明日起正式开始接受对于 FPUC 福利和额外的

$600 救济金计划的在线申请。因此，如果您想申请，请在明日网站开放时，尽快申请。请知悉，

这是一个完全有所不同的自我认证的门户网站。这便是 EDD 的网站，edd.ca.gov, pandemic, 

unemployment assistance。这就是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就业援助。您将需要提供一个或创建一个

EDD 个人资料帐户。如果您之前已拥有此帐户，您将需要准备您的登录信息。法人代表表示， 

如果您过去曾获取失业救济金，但忘记了您的相关信息，则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找回信息。您可

以发送电子邮件或致电他们，在此情况之下，您有可能成功获取信息，也有可能失败。  

2 号讲话者 (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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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向您保证。我知道 EDD 已经开始大量雇用话务员以接听关于失业救济金的来电，这与小型企

业管理局为呼叫中心雇用职员的行动相似。如果您不确定，如果您是一位独立承包商或可能符合资

格的雇员，则 EDD 网站所陈述的是申请常规失业保险，他们将确认您是否为独立承包商或符合救济

金资格的雇员。我建议您也申请 PUA。在他们对您的救济金申请做出批准或否决后，他们将向您发

送关于接下来需要处理的事项的信息。您将对自己的收入进行自我认证，并根据 EDD 的估算以确认

您的救济金数额是否超过$600。请知悉，这可以追溯至 2 月 2 日。EDD 的估算将告知您，除联邦政

府提供的额外$600 救济金之外，您还符合申请资格的其他救济金。  

2 号讲话者 (24:05): 

网站上有说明，至少需要耗费 3 周的时间来处理失业救济金的申请，以及向符合资格的工作人

员发放款项。然而，我们今早收到的信息说明，如果您已登录 EDD，并已拥有可以直接存款的

支付机制，则将耗费 72 小时到 7 天的时间。所以时间将取决于在该网址上，您是否已提供有关

您账户的相关信息，以及是否已提供可以让 EDD 向您支付款项的支付信息或方法。无论如何，

虽然可能会最多耗费 3 周的时间，但请记住这具备追溯效力。即使您只需要等几周即可获取您

的救济金，但我知道这或多或少让人感到沮丧，甚至让人感到担忧。针对于您等待的时间， 

您将获取相应的补偿。  

2 号讲话者 (24:54): 

只要您提交了相应信息，且在过去三年内办理了 EDD 储蓄卡，则他们将会救济金汇入您的储蓄卡。

如果您的储蓄卡已过期，在资金到位之后，EDD 将自动向您寄送一张新卡。但是如果您的账户里没

有任何信息，他们可能不会立马向您寄卡，但是在资金到位之后，您将获取此救济金。关于获取您

救济金的事，您应该尽量主动。如果您遗失了储蓄卡，您又想知道该如何另外获取一张，您可以通

过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在线帐户系统设置一次或多次直接存款到您选择的金融机构，且您无

需为此支付任何费用。您即将访问美国银行的 EDD 储蓄卡门户网站。  

2 号讲话者 (25:46): 

这其实也列入在 EDD 的网址之上，因为他们是发放失业救济金的提供者。您可以通过拨打 

1-866-692-9374 直接联系美国银行。再次提醒，此信息是从 EDD 网址上直接复制粘贴的内容， 

以确保我为您提供的是正确的信息。由于致电人数过多，接通一位代表人员可能会花费一些时间。

无论如何，美国银行将通过获取您的在线银行信息设置，以将您多次或一次性存款设置到您的金融

机构，或者您将通过 EDD 储蓄卡获取这份救济金。请谅解，在获取到发放给您的账户之前，美国银

行无法告知您关于 EDD 批准您的具体事项是什么。因此如果您打算致电美国银行以查清关于您 EDD

救济金的事。这将并不有助于您，因为责任完全不同。美国银行管理您的金钱、确保您收到 EDD 

的救济金，以及确保您拥有自己的帐户，因为帐户是您收到救济金款项的方式。 

2 号讲话者 (27:06): 

以下是一些额外信息或网址，其可以为您提供关于失业救济金、PUA 即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失业协助以

及疫情大流行期间的联邦失业救济金计划的其它信息。劳工局网址：www.labor.ca.gov/coronavirus19。

此网址将指引您访问加州劳工局，其会为您提供其它信息。我还想额外说的一点是，如果您是雇主，

则还有其他计划和信息提供给您。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既是雇主又是雇员。如您属于此情况，则有

其他信息可供您查看。他们也将为您提供一些信息，以便您为您的雇员提供，如此他们便可以申请所

需的救济金。您可能没有被选中，或者没有得到 PPP、紧急贷款、经济损失、赈灾贷款的资助（在可

以向您提供的时候），则您的雇员可也以在此申请救济金。如果您计划申请，请在明天第一时间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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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 EDD 网址，您将访问此网址，甚至加州商会 (California Chamber of Commerce) 的网站上也有相关

倡导和信息。我们将确保您也可以获取此信息。  

 

2 号讲话者 (28:42): 

如果您需要其它信息，我们还想在 California Capital 和您分享，Sophia 之前也提及到，这是我们的

实体办公地点。虽然我们没有在办公室办公，但在必要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 Zoom、WebEx、 

电子邮件或电话帮助您。这是我们的联系方式。这也是我们 California Capital 的网址。如果您需要其

它信息或您向了解更多关于我们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您可以访问此网址，以下是 Sophia 和我的电

子邮箱。如果您需要其它信息并想了解更多关于我们所提供的企业服务、如何制定企业计划、如

何为开业做预算、如何立即提高雇员的敬业度、如何调整（如果您正在经历这件事）的信息以及

其它资源，或者我们需要转介您至我们的微型  

3 号讲话者 (29:41): 

贷款团队或者我们的总财务团队，我们也可以为您提供。  

2 号讲话者 (29:50): 

今天我们讨论了根据《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而提供的疫情大流行期间失业救济

金以及 FPUC，也就是疫情大流行期间的联邦失业救济金计划。从 2 月一直到 12 月，是您额外获

取救济金的时间，您可能符合 39 周的失业救济金的资格，FPUC 计划每周还会向您发放$600 的救

济金。您获取的救济金金额将高于常规失业救济金的金额。是的，雇员、自雇工作人员、独资经

营者以及独立承包商皆符合资格，我们也谈论过可以申请的人群以及申请的方法。请记住，此门

户网站将于明天早上在 EDD 网站上正式开放，所以尽快申请。法人代表声明，该网站有时无法承

载所需的访问量。所以您越早访问越好，然后我们将为您提供一些关于其它资源的信息，以及告

知您在何处查找您可能会获取的资源的信息。  

2 号讲话者 (31:09):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对于那些自雇人员，或者您拥有/经营公司，您是一个独立承包商、

独资经营者，这里有一些其他的商业资源，以便您可以获取更多的联邦指导。您需要访问的是

SBA.gov。加州有可以为您提供相关信息的企业门户网站。还有 EDD、加州财政局的网站上有关

于不同贷款、补助金和其他能够帮助您的不同信息。另外，美国商会也提供了针对小型企业的救

助资金，虽然现在资金已用尽，但只要我们获取相应信息后，我们将确保在网络研讨会与大家分

享这些信息。我建议大家将此信息记录下来，以便与我们保持密切联系，我们也可以确保您所获

取的信息是由我们发布。  

2 号讲话者 (32:10): 

好的。我知道我们此次谈论的内容很多。希望您能记住它们，并做好笔记，现在我们将继续并可以

开始提问。您可以随时关闭静音，或者在聊天框中添加您的问题。现在让我们从头开始看提问。 

这是来自于 Gina 的问题。她说，已签约的合同可以作为收入损失的证明吗？当然。如果您有一份

合同，并且您依靠这份合同的收入来经营您的企业。即使您还没有收到它，您也还没有遭受经济

损失，但是假设因为疫情大流行的开始，导致此合同本应于周一早上生效而不再生效，这时您可

以说，是的，我遭受了损失，因为我应该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获取 X 数目的金额。所以说这合同

是由于疫情大流行的间接影响而失效。所以这当然可以作为收入损失的证明。这是来自于 Lau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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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个问题，有关 EDD 估算的自我认证的问题，现在还可以获取估算服务吗？是的，现在在

EDD 的网站上就可以获取估算服务。如果您在查找疫情大流行期间失业协助的门户网站，则无论

明日开放什么，$600 的救济都是板上钉钉的事，至于决定您能获取多少额外的金额将取决于您，

您需要通过 EDD 的估算进行相关确认。当然。  

2 号讲话者 (33:53): 

我们希望您明白，如果您认识其他企业主、独资经营者、小型企业业主和独立承包商，请务必与

他们分享这些信息，因为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现在有一个福利可以获取。很多人关注的是联

邦贷款、可免除贷款，但加州对于加州，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福利，除了疫情大流行期间的联邦失

业救济金计划，还为符合资格的申请人每周提供额外的$600 救济金。  

2 号讲话者 (34:35): 

是否还有其它我们可以为您解答的问题，请随时关闭静音提问或在聊天框添加问题。请讲。我的客

户问我，明天具体什么时间可以申请。他们了解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还未给出确切时间。

根据我们从今早的电话所获取到的信息来看，  

2 号讲话者 (35:05): 

EDD 将从早上 8 点一直开放到晚上 8 点，他们的网站也可能在早上 5 点开放。所以我们建议您尽早

查看。我不建议太晚查看。因为网站服务器可能因为人数太多造成繁忙，人们就会错过相应福利，

正如我们所知，很多资源都是先到先得。所以我建议，越早越好。感谢您的提问。有人问需要纳税

吗？是的，这些救济金需要纳税，今早与我们一起的就业部律师法人代表提到，加州会以很低的税

率对此救济金收税。联邦救济金也需要纳税。她说，她所做的就是把失业救济金的 25%存起来， 

以防万一。您会怎么做将完全取决与您。我们十分建议您可以联系一位税务专业人士。EDD 也可以

提供一些其它指南，毕竟我们不是税务方面的专业人士。我不想给您提供错误的信息。无论如何，

这些救济金通常都可以收税。是的  

2 号讲话者 (36:18): 

但是我想额外增加$2600 的金额，因为我处于底层阶级，或者您的家庭收入额外增加$4200 将帮

助您生活得更加稳定，即便您需要对此纳税。另外，这可以让我们增加我们手里的财富。我们仍

然可以满足温饱需求。如果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去托儿所的话，我们仍然可以承担托儿所的费用，

要是出现其他的情况亦然。您现在可能真的很需要这笔钱来支付账单，因为我们不知道企业何时

会从必要型转变成非必要型，也不知道整体经济何时重新开放。所以我建议，如果您符合资格，

可以根据 EDD、加州和联邦政府发布的资格指南进行申请  

2 号讲话者 (37:16): 

还有其他需要回答的问题吗？  

2 号讲话者 (37:25): 

Sophia？您今天还有什么要分享和补充的吗？  

1 号讲话者 (37:31): 

没了。非常感谢。谢谢。有人说他电脑的麦克风有问题。您接着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等一等，

没关系。没关系。可以在聊天框输入您的问题。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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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讲话者 (37:58): 

我想知道我是否还能提交员工档案。我的员工还在我手下工作，但是我们公司的收入没有那么多。  

2 号讲话者 (38:08):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要是您因为 COVID-19 的原因而不得不削减工资，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此，

失业救济金可以帮助到您。如果您的收入大幅下降，申请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失业援助尤其会有所

帮助。如果您和/或您的员工的收入大幅下降。  

2 号讲话者 (38:37): 

同样，您只要能证明遭受损失即可。因此如果您无法开业的话，您的企业就没太多收入，因为您

的企业无法开放。您就无法像之前一样应诊，但您还是可以提供因 COVID-19 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的

证明。您要做的是确保将所有的证明文书保存好，以防有人问您，或者是有人问您的员工，他们

可以展示其工资单，说明这就是我的工资有所缩减的证明。至于您的员工，如果因为 COVID-19 

疫情导致您无法向他们发放工资，那么我绝对强烈建议他们去此门户网站申请这些福利。  

2 号讲话者 (39:22): 

这里有个示例，展示了工资单的明细情况，显示有几个月的工资没有发放。是的，您可以证明您无

法向员工支付工资，因为停工了，所以也就支付不了工资。那么再次强调，只要有记录显示员工因

为 COVID-19 疫情而遭受经济损失，嗯，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让他们去申请吧。他们还需要向 EDD

提供这些信息以确定。自我认证。所以，他们在申请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提问，须如实回答。我们

没看到过申请的具体流程，但可能会询问诸如以下的问题： 

1. 您没有收入了吗？  

2. 您的收入大幅度减少了吗？他们甚至可能会问及具体数字，比如，有的员工或自雇人员

会说，他们的月收入从每月$2000 下降到每月$200。这些人需要提供相关证明。或者，

如果没有薪水发放，他们可以展示说，看，我这个月没薪水，因为没有工作。所以，我基

本上可以说是被解雇了。 

2 号讲话者 (40:33):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雇主和雇员来说。哦，不客气。  

2 号讲话者 (40:46): 

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非常感谢 Danielle。真的很有帮助。不客气。我很高兴。我很高兴。 

这是女性商业中心的主任 Sophia。这其实是一个想法。实际上，是她想出来的。疫情发生后，

我们就开始着手这个计划。她说我们必须帮助人们。我们必须向需要的人们传递信息。所以我

很感激能参与此计划。  

1 号讲话者 (41:12): 

好的。没有 Danielle，我是肯定做不到的。我知道我们会不停地摸索。现在我们是可以做到，

但您知道，Danielle 是女性商业中心的中流砥柱，还有 Denise 和 Gina。我已经认识你们俩一

段时间了。我不知道你们和 Danielle 见过面没有，但同样地，在电话里，我没法向你们强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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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您若是想与他人单独讨论您的情况，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确实是在屏幕里和大家交谈，

但是我们真的在这里。  

2 号讲话者 (41:43): 

没错，我们都在这。在过去的一周里，我们有幸与所有人共度这短暂且愉快的时光。这是我们

开始关于 COVID -19 小型企业救济系列工作的第六天。因此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来讨论薪资保

障计划、PPP、经济损失赈灾以及赈灾贷款等话题。我们请到了 Carlos Almanza，他讨论了小型

企业获取资金的不同方法。我们讨论了退伍军人计划。作为一名空军退伍军人，确保那些作为

企业老板、独资经营者和独立承包商的人了解一些特殊的、仍然有效的退伍军人计划，是非常

重要的。在星期五，关于心理健康问题及其与雇佣关系有着怎样的联系，我们之间展开了十分

愉快的谈话，今天的主题是失业资格。  

2 号讲话者 (42:44): 

我们还讨论了，这些计划对于您的意义及其申请的方式，是明天申请，明天开始正式申请，我们还

将讨论如何发展您的企业。所以，如果您必须改变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方式，如果您正在寻找继续经

营的办法，也许您需要与您的员工、您的资源、您的消费者进行互动，或只是分享不同的想法。 

具体内容我们明天会讨论。在周三，我们将讨论小型企业租赁和抵押贷款的援助。即如何防止企业

被驱逐与防止企业财产和个人财产抵押品赎回权被取消。在周四，我们将邀请 Isabelle Guzman， 

他/她是州长 Gavin Newsome 的商业和经济发展办公室的小型企业权益保护办公室的主任。  

2 号讲话者 (43:44): 

您可能在去年疫情爆发之前就雇用了更多员工。在疫情爆发前，也许您扩展了业务或服务范围。

因此您可能会享有额外的税收抵免福利。因此，我强烈建议您和我们一起参加在线网络研讨会。

也许我们提及的资源对您来说并不适用，但您可以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可能需要帮助的人。非常感

谢您的帮忙。噢，我想 Gina 还有一个问题。您是否有当地社区银行处理非客户的 PPP 贷款清单？

今天早上六点左右，我访问了他们的网站，Chase 应该已经启动了他们的门户网站并开始接受申请，

但也有一些经纪人可以接受您的申请并代表您提交至银行。  

2 号讲话者 (44:48): 

提醒一下您，国会分配了额外的资金用于 PPP 和经济损失赈灾贷款 (Economic Injury Disaster Loans, 

EIDL)。于今天早上 7 点 30 分（我们时区的时间）在 Lendio，PayPal 等平台发布。您如果有 PayPal

或 QuickBooks 的帐户，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证券公司会接受您的申请，帮助您获得这笔贷款。

Lendio 大约一周前已通过五星银行 (Five Star Bank) 协助当地企业主获取批准。美西银行 (Bank of 

the West) 也开始接受申请，但是许多银行仍然选择不开放门户网站，因为他们在第一轮就积压了

很多的申请。如果我能找到符合条件的银行，您可以给我您的信息。今天营业结束之前我如果得

到了任何其他信息，我很乐意提供这些信息给您。  

1 号讲话者 (45:53): 

这是 Sophia，她和她的伙伴今天早上去了五星银行，注册了新账户并申请了 PPP 计划。  

2 号讲话者 (46:07):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五星银行实际上从 16 日起就停止申请，即不让

人们申请。这是好消息。我的确知道在 Del Paso 的拐角处有一家五星银行，那里的银行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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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说四家银行。西班牙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 (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BBVA) 是另一家线上

银行，您如果开设一个银行帐户，就可以去申请 PPP 贷款。另一家银行是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如果您先前在他们家开设过商业账户，那么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允许您开设个人银行帐户。 

但我要说的是，您如果访问了 SBA.Gov 网站，请点击“COVID-19 resources”（COVID-19 资源），再点

击 PPP，然后输入您的邮政编码，它就会告诉您离您最近的、合格的贷方。  

2 号讲话者 (47:08): 

噢，不。 全美银行 (U S bank) 现在不再接受申请了。全美银行今天早上还在接受申请。我知道第

一轮一共批准了 1,065,000 笔以上的贷款。据我从 SBA 了解的消息，还有一百万个申请仍在等待

状态，这些申请在第一轮资金用完之前甚至没有受理。嗯，还是有一些差异，比如一些计划稍有

变化。相应的指南也有所更改，以确保更多的小型企业能够真正地从中获利。我认为小型企业可

以从中获利。那么 Gina，如果我有更多的信息，就像 Sophia 说的那样，我会尽快找到五星银行

谈谈。金州第一储蓄互助社 (Golden One Credit Union) 也可以。我知道他们在努力提供帮助，里

弗银行 (American River) 也在努力提供帮助。三县银行 (Tri Counties) 也可能会帮助到您，如果您

去那里开一个新的账户。三县银行的业务覆盖了大部分杂货商店，所以还是很有希望的。但您还

是需要不停尝试，越早越好。  

2 号讲话者 (48:28): 

您随时向我们提供您的信息。我想 Sophia 应该有这方面的信息，不过我可以联系您，让您知道我

可以在此期间找到信息。  

2 号讲话者 (48:43): 

今天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可以回答吗？噢，Gina。谢谢您。我会记下来。  

 

2 号讲话者 (48:56): 

然后，如果您确实需要任何其他的关于企业资源的咨询服务，请随时与我们联系。好的。

Sophia，结束之前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号讲话者 (49:11): 

我没什么了。很好。好。好的，我知道您的时间很宝贵。非常感谢您与我们一起度过了下午的

时光。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并且可以帮助我们和您一起努力，让我们一起渡过这次

难关。我知道这是一段令人沮丧的时期。一段可怕的时期。请让我们知道能够帮助到您的方法。

即使 PPP 和 EIDL 资金已用尽，您也可以求助于加州的其他计划。现在，贷款的利率不再是 1％

并且是非免除贷款，但如果您确实需要资金来维持企业发展，我们可以为您提供额外的资源。

我们可以在内部让您了解其他 SBA 支持的小额贷款计划。这对您和您的企业都会有好处。好的。

好了，非常感谢您，大家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注意安全，我们期待明天能再次与您 

相见。届时我们将针对如何发展企业给出建议。非常感谢，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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