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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費用減免計劃：常見問題 (FAQ) 

 
1.  什麼是執照費減免計劃？ 
執照費減免計劃於 2021年 6月 8日獲得監管委員會批准，透過將環境健康服務部 

(Environmental Health Services, EHS) 收取的某些年度經營執照費成本以抵免額計入帳

戶，來支持那些銷售收入直接受 COVID-19衛生命令影響的企業。 

 
2.   哪些類型的企業有資格參加此計劃？ 

以下符合執照費減免計劃企業： 

 
a. 餐館和其他食品服務設施（包括流動餐車和在居所經營的私厨、咖啡店、麵包店、糖

果店、餐飲供應商以及啤酒廠和釀酒廠）。  

b. 面積不超過 2,000平方英尺的食品零售商和雜貨店。 

c. 面積超過 2,000平方英尺的食品零售商和雜貨店，如果是獨立經營並在該縣內擁有最

多兩個環境衛生局執照的企業主才符合資格（需要證明文件） 

d. 游泳池和水療中心（游泳學校、體育館、酒店和健身中心）。這不包括那些在住宅設

施中或由房主協會經營的場所，或所允許的活動對核心業務營運並非關鍵的游泳池和水療

池。 

e. 紋身店和紋身師 

f. 按摩（縣府直轄地區） 

g. 酒店、汽車旅館和住宿加早餐旅館 

h. 符合條件的有害物質設施 (認證統一計劃署[Certified Unified Program Agencies, CUPA])

包括： 

o 製造（非醫療相關） 

o 農場 

o 休閒娛樂 

o 汽車修理 

o 加油站 

o 私人交通工具 

o 高爾夫球場 

o 乾洗店 

o 列印店 

o 酒店/汽車旅館  

 
3.  執照費減免計劃如何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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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符合資格的企業都將在其帳戶中獲得一次性的抵免額，以支付其年度執照的全部金

額。 從 2021年 7月開始，企業將在年度發票上看到此抵免額。 所有合資格的企業無需

註冊或申請此計劃（除非您經營的是大於 2000平方英尺的市場），都會自動完成此程

序。 

 
4.  我如何知道我是否符合資格？  

如果您符合條件，您企業將在其年度發票上看到此抵免額。如需獲取監管委員會備忘錄全

文，請點擊此處。  

 
該計劃旨在支持銷售收入直接受 COVID-19衛生命令影響的企業。特定工業或企業類型

被認定為符合條件。每個合資格的企業必須在 2021年 7月 1日或之前在環境健康服務部

的監督下合法經營。  

 
5.  哪些類型的 EHS執照費不符合費用減免計劃的資格？ 

• EHS代表加州收取的執照費（例如 CUPA附加費）。 

• 煙草零售、醫療和固體廢物處理的執照費。   

• 由房主協會、公寓大樓、流動房屋、學校或政府實體經營的公共游泳池執照費。  

• 政府機構或通常不向公眾開放的設施（例如，雇主經營的自助餐廳）持有的許可證。  

• 以下行業的企業執照費：醫療保健、生物技術、公用事業、家居裝修和建築業 

 
6.   我有多種類型的環境衛生執照，我是否可以獲得所有執照的抵免額？ 

視乎情況。您的執照費清單可能會顯示各種執照費，其中一些可能符合條件。與符合條件

的執照費相等的抵免額將計入您的帳戶。 

 
7.  作為超過 2,000平方英尺的市場經營者，我符合參與該計劃的條件。我需要提交哪些

文件？  

填寫證明表（即將推出），說明該企業為獨立所有和經營，擁有最多兩個環境衛生局執

照，並將其提交給 EHS進行審查和處理。 

 
8. 由於 COVID-19，我關閉了我的企業，並且不打算重開，我是否可以收回我已支付執

照費的退款？  

不可以，該計劃不提供退款。  執照費減免計劃只適用在 2021年 7月 1日或之前繼續經

營的企業。 

 
 
 
9.  我今年已經支付了我的許可證執照費，我會從此計劃中受益嗎？ 

是的。  從 2021年 7月 1日起，所有符合條件的企業都將會在其帳戶中收到一次性抵免

額。  此筆抵免額將反映在您的下一次執照費清單上。 

https://sanmateocounty.legistar.com/LegislationDetail.aspx?ID=4976353&GUID=3D1AA0BE-20FF-4964-8F68-0E85C0FB12DF&Options=&Search=&FullTex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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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的 EHS帳戶是否必須信譽良好或餘額保持為零才能獲得該抵免額？ 

如果您的企業符合條件，您的帳戶將自動獲得抵免額。 但是，此抵免額將抵消您目前可

能擁有的任何未結餘額，但執法處罰、州附加費和其他服務費（例如，計劃檢查費或重新

檢查費）除外。 這意味著，如果您目前欠有額外的年度許可證執照費，則該抵免額將用

於您帳戶中最早的未結餘額。 

 
13.  我是否有資格參加任何其他執照費減免計劃？ 

本網站專注於提供聖馬刁縣環境健康服務部的執照費減免。 如需其他企業援助，建議使

用以下資源： 

• SMC Strong（smcstrong.org） 

• 聖馬刁縣經濟發展協會（samceda.org） 

• 當地商會 

• 小型企業管理局，  

• 您的企業所在城市的網站。   

• 加州政府為小型企業提供有關於 COVID-19減免和援助的資訊。點擊此處，獲得

更多資源。  

• 加州酒精飲料控制部執照費減免計劃 

• 加州消費者事務部執照費計劃 

 
14.   該計劃的資金來自何處，我需要還款嗎？ 

  作為該縣 COVID-19經濟復興倡議的一部分，批准了高達$580萬的支出。  所有符合資

格的企業不需要償還他們的一次性的年度執照抵免額。  

 
15.   在獲得許可證執照費抵免額後，我是否必須在未來幾年支付我的 EHS許可證執照

費？ 

是。此計劃只適用於本年度。  您的帳戶使用抵免額後，您仍然必須支付任何未結執照

費，包括州附加費、額外未結收費和此後的年費。 

 
16.   我相信我符合參加該計劃的條件，但在我的執照費清單上沒有看到該筆抵免額。我

怎樣才能獲得執照費抵免額？  

請將企業名稱、企業地址和所有者資訊發送至 EHSFeeRelief@smcgov.org，以便 EHS

評估資格。 

 
17.   我的企業在 2021年 7月 1日之後新開業。我符合企業標準。 我是否可以獲得第一

年執照費抵免？ 

不可以。  該計劃僅適用於 2021年 7月 1日前經營的企業。 

 
18.   該計劃何時結束？ 

https://www.smcstrong.org/
http://www.samceda.org/
https://www.sba.gov/
https://www.sba.gov/
https://sco.ca.gov/covid19ReliefAndAssistanceSM.html
https://www.abc.ca.gov/law-and-policy/coronavirus19/renewal-fee-waiver/covid-19-renewal-fee-waiver-requirements-and-guidelines/
https://www.dca.ca.gov/licensees/waiver_request_info.shtml
mailto:EHSFeeRelief@smcgo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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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次性費用抵免將適用於在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1日期間寄出的年度執照

費清單。 如果您認為您有資格獲得執照費抵免，但尚未在年度執照費清單中收到，請聯

繫 EHS，電子郵件地址為 EHSFeeRelief@smcgov.org or (650) 372-6200 。 

 
19. 我收到了執照費抵免，但不需要減免執照費。我應該做什麼？ 

執照費減免計劃的目標是為那些所有者和僱員在經濟上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企業提供減

免。我們鼓勵您將不需要的減免金額捐贈給慈善機構，以幫助我們的社區。 

 
20. 我已閱讀所有常見問題解答，但仍有其他問題，我可以聯繫誰？ 

請將問題電郵至 EHSFeeRelief@smcgov.org 此外，我們會繼續更新常見問題，請稍後

回來查閲更新的問題。 

 
感謝您為減緩 COVID-19傳播作出的努力。 

 
 

mailto:EHSFeeRelief@smcgov.org
mailto:EHSFeeRelief@smcgov.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