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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一般问题 

1. 什么是 San Mateo 县坚强基金？ 

San Mateo 县坚强基金 (SMC Strong) 由 San Mateo 县参事会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成立，目的

是帮助受新冠病毒 (COVID-19) 疫情不利影响的个人、家庭、非营利组织和小型企业。   

2. 我怎样才能为这个基金捐款？ 

您可以通过网站 www.SMCSTRONG.org 捐款。本基金接受通过 PayPal 和信用卡进行捐款。   

3. 是否所有的资金都将分配给 San Mateo 县？ 

 

是的。所有的捐款将用于帮助 San Mateo 县的居民以及为该县居民提供支持的非营利组织

和位于 San Mateo 县的小商业。   

 

4. San Mateo 县是否向 SMC 坚强基金捐款？ 

是的。San Mateo 县县参事会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批准 300万 K提案资金捐赠给 SMC 坚强

基金。 

5. 如何管理基金？ 

San Mateo 县坚强基金由硅谷社区基金会（Silicon Valley Community Foundation）管理。   

该基金会收取 1% 的管理费，此费用比他们平常收取的 5% 的管理费要低。  

6. 向该基金提供的捐款可否减免税？ 

 

对该基金的所有捐款均被视为对公共慈善机构的赠品，通常可以减免税项，但受个别情况

限制。如果您对向该基金提供捐赠的可减免税情况有疑问，我们建议您咨询税务专业人

士。 

 

 

 

http://www.smcstrong.org/
http://www.smcstrong.org/


2 
 

 

7. 谁来决定如何分配资金？ 

县参事会将针对每个受 COVID-19 不利影响的群体、个人和家庭、非营利组织和小型企业

批准一项分配计划。  

8. 捐赠者如何确保他们的捐款都被用于帮助受 COVID 不利影响的需要帮助的个人、非营利组

织或小型企业？ 

如上所述，县参事会将针对 SMC 坚强基金收到的所有捐款批准分配计划。例如，这些计

划将要求非营利受资助者报告补助金如何使用，包括受资助者数量以及如何将拨款用于运

营支出。该信息将每月报告给县参事会。请参阅以下有关个人和家庭援助的详细信息，其

中包括收入和需求的证明文件，以及向供应商支付的费用（不是向申请人支付现金）。   

小型企业分配计划的细节仍在制定中，但是该计划也将包括同样类型的防欺诈措施。   

为受新冠病毒肺炎 COVID 不利影响的个人和家庭提供的援助 

1. 资金将如何分配给个人和家庭？ 

用于援助受 COVID-19 不利影响的个人和家庭的资金，将根据受资助资格和资金可用情

况，通过由 Samaritan House 与全县八个核心服务机构协调管理的紧急经济援助计划进行

分配。有兴趣获得服务（包括申请紧急财务援助）的 San Mateo 县居民可以联系当地的核

心服务机构。核心服务机构的联系信息载于： 

 https://hsa.smcgov.org/emergency-safety-net-assistance-core-service-agencies 

2. 提供什么类型的援助？ 

COVID-19 紧急经济援助可用于支付下列紧急需求： 

• 住房援助，例如押金、租金或按揭付款 

• 公用事业欠款或押金 

• 交通援助，例如汽车维修、车辆登记或其他交通需求 

• 其他基本需求，例如医疗费用，具体视情况而定 

 

3. COVID 紧急经济援助计划的资格要求是什么？ 

如要符合 COVID-19 紧急经济援助的资格，个人或家庭必须满足以下所有条件，并提供所

需的家庭财务和住房状况证明文件，才能予以考虑获得现有资金： 

• 是 San Mateo 县居民；和 

• 通过工资单、银行帐户和/或其他文件，证明在过去 30 

天内的家庭收入达到或低于收入资格阈值（目前是地区中位数收入的 

60％）。（注意：随着 COVID-19 

疫情/响应的发展，具体收入阈值可能会发生变化。）； 和 

https://hsa.smcgov.org/emergency-safety-net-assistance-core-service-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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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户规模 

（人数） 
1 2 3 4 5 6 7 8 

收入限值 $67,740 $77,400 $87,060 $96,720 $104,460 $112,200 $119,940 $127,680 

 

• 证明由于 COVID-19 造成的经济困难，例如没有收入或收入减少的证明； 和 

• 证明经济上的需求，例如业主开出的逾期租金通知书、逾期水电费或医药

费帐单、紧急修车或车辆登记等，如不加以处理，会令住户陷入困境；和 

• 维持住房的能力或有维持住房的计划，这将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4. 是否有与公民身份或文件证明身份相关的资格要求？ 

没有。所有符合资格要求的居民，无论其国籍或身份证明，均可申请 COVID-19 紧急经济

援助。   

5. 我到哪里去申请 COVID 紧急经济援助？ 

致电或前往距离您最近的核心服务机构（由于要保持社交距离，目前最好通过电话联

系）。请参阅下面的链接列表，找到为您所在县地区提供服务的核心服务机构。 

 https://hsa.smcgov.org/emergency-safety-net-assistance-core-service-agencies 

6. 如果我通过 COVID 紧急经济援助计划申请财政援助，会怎样？ 

当您联系当地的核心服务机构时，那里的工作人员会要求您提供有关您的家庭和当前状况

的信息（包括收入、财务资源和住房）。如果您的家庭可能符合资格，则核心服务机构的

工作人员将为您提供有关申请过程的信息，其中包括提供各种核查文件（与收入和财务资

源、就业、住房状况等有关）。提交所有要求的信息和文件后，核心服务机构和 

Samaritan House 的工作人员将进行审核，并可能要求提供其他信息或文件。由于资金有

限，核心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将根据资格标准和可用资金，就您的申请结果以及是否能够

提供帮助与您进行沟通。   

 

7. 通过 COVID 紧急经济援助计划可获得多少资金？ 

县参事会向 SMC 坚强基金拨款 100 万美元划分到 COVID-19 紧急经济援助计划。如果从私

人捐助者、慈善基金会或其他来源收到额外的捐款，则该数额将增加。 

8. 每个申请人从 COVID-19 紧急经济援助基金中可获得多少资金？ 

对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他们是否获得援助以及如果获得援助，他们可以获得多少援助，

这将取决于他们的家庭收入、资源、需求和可用资金等因素，因为资金有限。 

9. 对于符合条件并确定将获得援助的客户，他们是否会以现金形式获得援助？ 

https://hsa.smcgov.org/emergency-safety-net-assistance-core-service-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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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紧急经济援助计划将代表获得批准的申请人直接付款。例如，获得批准的部分租金

将直接支付给业主，或将紧急和必要的汽车修理费用直接支付给修理厂。  

10. 如果我需要其他帮助，例如生活必需品或帮助申请失业补助金，要怎么做？ 

有关食物资源以及如何获得餐饮和生活必需品援助计划的问题，请拨打硅谷（Silicon 

Valley）的食品联系热线 800-984-3663。 

您可以在下述网站找到有关失业保险的更多信息，并可以在线申请： 

https://www.edd.ca.gov/unemployment/  

您还可以联系服务于您所在地区的核心服务机构，因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包括食

物资源、帮助申请 CalFresh 等资源，以及推荐获取无家可归者服务。如果您需要的帮助核

心服务机构无法直接提供，他们会尽一切努力使您与可以满足您需求的本地机构和组织取

得联系。下面是前往核心服务机构的链接。 

https://hsa.smcgov.org/emergency-safety-net-assistance-core-service-agencies 

 

非营利组织的运营援助 

1. 为什么 SMC 坚强基金向非营利组织提供运营援助？ 

自 2020 年 3 月 16 日该县颁布“就地避难”命令以来，San Mateo 县所有类型的非营利组织

的志愿者人数都减少了，这些志愿者占劳动力的很大一部分，对笔记本电脑、VPN 访问等

技术的需求以及用于保护客户与员工的健康的清洁和消毒用品等的需求也在增加，而且由

于取消筹款活动造成收入损失。该县所有非营利组织都受到 COVID-19 的影响。影响范围

包括从停止运营到满足更多（可能还有很多）合格居民的需求。   

2. 该县是否优先考虑如何分配对非营利组织的援助？ 

是的，从该县向 SMC 坚强基金捐赠的 300 万美元捐款中，县参事会将 100 万美元优先分配

给了核心服务机构，以运营、监督和报告 COVID-19 紧急经济援助计划。在第一轮资助

中，参事会还将把更多的资金拨给为我们无家可归的居民提供住所的机构。  

3. 是否会为非营利组织提供额外的资助？   

非营利机构的额外资助将取决于 SMC 坚强基金获得的捐款。工作人员正在根据对非营利

组织的调查，准备一份推荐的分配计划，重点关注那些为我们最弱势的居民、低收入者、

老年人、残疾人和无家可归者提供支持的机构。 

4. 非营利组织现在可以申请未来数轮的资助吗？ 

不可以。县参事会将在 2020 年 4 月 7 日的会议上决定未来任何一轮资助的优先次序。优

先考虑为最弱势居民提供直接服务的机构、与县政府建立资金和报告关系的机构，以及可

以利用其他资助者的承诺为县政府融资的机构。       

https://www.edd.ca.gov/unemployment/
https://hsa.smcgov.org/emergency-safety-net-assistance-core-service-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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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型企业提供的援助 

1. SMC 的资金将如何分配给小型企业？ 

San Mateo 县经济发展协会（SAMCEDA）已被该县指定为 COVID-19 疫情爆发期间的企业资

源负责人，并将为小型企业援助计划制定推荐的分配流程。为了制定该流程，SAMCEDA 

与县的商会、公约和游客局、非营利组织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紧密合作，以调查当地的小

型企业和雇主，了解 COVID-19 对其运营的影响情况以及他们短期内主要需要的支持 （在

此处进行调查）。小型企业援助计划下的分配推荐流程将在 2020 年 4 月 7 日的县参事会

会议上向县参事提交。    

2. 小型企业现在可以预先申请或进入等候名单吗？ 

不可以。申请程序将在小型企业援助计划下的分配计划获得县参事会批准后开始。有兴趣

的企业请完成 SAMCEDA 调查，并访问 SAMCEDA 网站，网址为 

https://www.samceda.org/COVID-19-Resource-Links-Business，了解该计划的最新动态以及前

往 COVID-19 相关业务资源的链接。   

3. 我和/或我的员工如何获得帮助申请失业补助金？ 

员工可以在以下网站找到有关失业保险以及如何在线申请的更多信息：

https://www.edd.ca.gov/unemployment/ 

 

4. 如何了解有关联邦刺激法案或其他针对小型企业的州和联邦计划？ 

 
 联邦链接： 

• 针对小型企业的薪资保护计划常见问题解答 

• 小型企业管理局（SBA）；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小型企业指南和贷款资源 

• 小型企业管理局（SBA）；COVID-19 经济损失灾难贷款申请 

•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联邦刺激常见问题解答 

州链接： 

• 州长商务和经济发展办公室（GO-Biz）；2019年新冠病毒 

• 美国加利福尼亚小型企业发展中心：COVID-19 – 适合您企业的最新新闻和资源 

• 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l OES） 

SAN MATEO 县经济发展协会（SAMCEDA）： 

• 商务资源 

• 经济救济 

• 查找您当地的商会 

• 参加我们的小型企业调查 

 

https://www.samceda.org/COVID-19-Resource-Links-Business
https://www.rubio.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ac3081f6-14ae-4e6f-9197-172ede28badd/71AB6CB05A08E369E0D488A80B3874A5.faqs---paycheck-protection-program-faqs-for-small-businesses.pdf
https://www.sba.gov/page/coronavirus-covid-19-small-business-guidance-loan-resources
https://covid19relief.sba.gov/#/
https://cepr.net/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03-COVID-19-Fact-Sheet.pdf
https://business.ca.gov/coronavirus-2019/
https://www.californiasbdc.org/sites/default/files/Covid19-survival-guide_sbdc_3-26-v3.pdf
https://www.samceda.org/sites/default/files/CARES%20Act%20FAQ.pdf
https://www.samceda.org/COVID-19-Resource-Links-Business
https://www.samceda.org/Financial-Relief
https://www.samceda.org/COVID-19-Resource-Links-Chambers-Partners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BXH6H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