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拿大是一个进出口贸易非常繁荣的国家，很多

华人移民加拿大后，会考虑利用以前在国内的资源，做

进出口贸易生意。如果这样的话，你最好事先了解该

国的进出口市场，同时还要知晓其“游戏规则”。

何种商品有销路
加拿大以贸易立国，对外贸易占其 GDP的60%以

上。加拿大人均生活水平较高，对商品品种的要求多、

范围广，从普通的纺织

品、服装、轻工商品、日

用商品、家电产品到大

型的机电产品等都有需

要。

加拿大地处寒带，

冬季较长，因此对冬季

商品需求量较大，冬季

服装，如羽绒服、滑雪服

及与冰雪运动有关的器

械，如冰鞋、滑雪板等在加都有很好的销路。夏季，加

拿大人喜欢露营、登山、游泳、骑自行车、垂钓、养花，因

此，帐篷、运动鞋、游艇、帆船、气垫船、山地车、各种渔

具、园艺工具等在加市场都很畅销。

加拿大进出口的“游戏规则”

加拿大的进出口管制主要有两种：一是许可证控

制，由外交贸易部所属的进出口许可证局负责发放。

许可证控制有出口控制清单、进口控制清单和地区控

制清单三种形式。加拿大限制出口的商品有武器及其

他军用品、原料与半成品、软木木材产品；限制进口的

产品共有61种，主要包括服装、鞋类、纺织品、棉纱、农

产品、肉类、武器和其他军用品。按规定，出口商需要

向许可证管理局出口处申请出口许可证。从申请到拿

到许可证通常最多需要30天。该证的有效期一般为一

至两年。一年期的许可证到期后，经出口处审理，可以

延长。进口许可证的办理程序也与办理出口许可证相

似。

加拿大政府支持出口的融资机构和项目主要包

括：

1. 加 拿 大 商 业 开 发 银 行（Business Development

Bank of Canada）。该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联合在一起

为加拿大出口商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以满足他们在

世界贸易竞争过程中融资的需要。

2.出口开发银行（Export Development Bank）。提供

的服务包括出口信用保险、为购买加拿大产品的外商

提供融资和担保等等。

3. 北 星 贸 易 有 限 公 司（Northstar Trade Finance

Inc.）。为中小企业出口提供货款。偿还期一至五年。

4. 加 拿 大 商 业 公 司 （Canada Commercial

Corporation）在其出口项目中，它起着一个基本合同承

揽人的作用。这样出口商从政府得到融资，面外国买

主相当于与加拿大政府签订合同，从而提高加拿大公

司的信誉。

5.出口市场开发项目（Program for Export Market

Development）。由国际贸易部与联邦工业局合办的这

一项目可为中小出口企业每年提供$5万（商会可以得

到$10万）的资金用于开发国际市场。新出口企业可得

到$7500的资金用于出国考察或参加国际交易会。从

这个项目中得到的资金不属于货款，也不属于政府的

纯粹资助。它仍需偿还，量偿还是以出口量的增长而

定。

6.国际交易会项目（Trade Fairs & Mission-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evelopment）。方式是组织国

际贸易代表团或参加国际交易会。费用由政府与参与

者分摊。

7.新出口商项目（New-Exporters to Overseas）。帮

助新出口商了解开发欧洲市场，费用也是由政府企业

分摊。除一些直接的支持项目外，对那些先进口后出

口的产品，政府允许免交进口关税，对于已交的关税可

以退还。

打入加拿大市场的十大诀窍
与中国市场相比，加拿大市场虽然较小，但还是有

钱可赚的。以下十大诀窍供你参考：

1.找熟知情况、信誉好的代理商；

2.防止产品机密外泄，最好先与对方签订保密协议

或立即申请加拿大专利；

3.留心法律问题，如产品卫生安全标准、关税细则

与广告限制等；

4.善用商业服务机构，这些机构可为你提供有关介

绍合作伙伴，安排你与批发商或零售商见面等服务；

5.搞好市场调查，可利用你的企业情报部门和国内

外咨询机构实施此类调查；

6.进行广告宣传；

7.注意商品包装；

8.商品名要易读、易记，并考虑加拿大的文化背景；

9.把握加拿大人消费趋势；

10.学习英、法两种语言，避免误会，增加对方的信

任感。

重视产品标准
在加拿大，产品的标准不是由独立机构制定的。

联邦政府、各省、地区，还有一些民间机构在制定和执

行产品标准中都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加拿大做出口贸

易生意，一般需要按要求提供按国际公认方法检验的

合格证书，保证在发票日期后的12个月的保修期，英法

两种文本的使用手册、维修和零备件手册。此外，加要

求机电产品的商标必须注册，有的需要在所销售的省

注册，可由外国出口商直接办理，也可委托加拿大进口

商办理。

质量、价格也很重要
加拿大的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较高，当然，在

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价格也是个重要的因素。在大多

数情况下，比较好的办法是选择一个实力和能力俱佳

的经销商或进口商。同时，加进口商还面临价格波动

和货物拒收两大风险。因此，加进口商较保守，一般先

看样后，再小批量订货试销，尤其是对大型机电设备及

产品，更是小心谨慎，通常会先参观考察供货商的生产

设备，以确保产品质量。如果试销的产品质量可靠，价

格适中，销售满意，供货商经验丰富，诚实可靠，信守合

同，加拿大进口商才会扩大订货并建立长期稳定的业

务关系。 （栗天瑞/编辑）

有客户刚接获移民部通知，谓

她的结婚移民申请，已经“原则上批

准”，在办妥“无犯罪记录证明书”的

最后阶段，就可以登陆加拿大定居

了。应该是可喜可贺的事，可是，在

电话恭喜她的时候，听到她的语气，

好像还有心事重重，煞有介事般。

好奇心驱使下，就问她有甚么东西

可以帮她的。她说：“不知怎样处置

我的仔仔。”

我于是便想起她应该是在申请

移民期间，诞下小宝宝。 这应该不

是问题，只要立即将有关数据及文

件，以补充的形式，送回移民部，就

可以了。因为，一般来说，申请人22

岁以下的未婚子女，是可以随申请

人一同移民加拿大，而不需另行申

请。 况且，补充数据一般不会影响

申请进度。相反，如果不如实上报，

跟据加拿大移民法，小宝宝日后便

不能以“子女”身份，申请移民。

于是便向她解释有关程序。

话说未完，她便哈哈大笑，说误会

了。 原来，她的“仔仔”，不是他的

宝宝，而是她最近在宠物店购回来

的一头“吉娃娃”小狗！她说“仔仔”

非常“Q tee”, 常常与她玩耍，令她

非常开心。她已经当它是自己的

BB看待了。说到这处，她又沉了一

沉，语气变回凝重。她说因为想到

很快便要和“仔仔”分开，所以有些

伤感。这次轮到我哈哈大笑，告诉

她只是杞人忧天。她连忙问为何，

我便告诉她何不亦将“仔仔”一同

“移民”加拿大，她问可以吗？ 我的

答案是“当然可以！”不单是人，几

乎所有动物，包括猫，狗，热带鱼，甚

至是蛇，蜘蛛等等，都可以“移民”

加拿大。问题只是文件手续，运输

工具，和配套等。

以“仔仔”为例，有下列几点，

要注意的：

1.它年龄是3个月以上，而且是

来自“有狂犬病风险地区”，因此，它

要有相关的防疫注射记录咭及健康

证明书，才可送来加拿大。

2.它是身形细小的小狗，因此，

应该相当容易处理。一般是，用一

个合适的“狗舍”(kennel)，大小如小

型行李，来盛载它，然后以类似寄仓

行李的形式，用飞机赴运。当然，一

般都可以和主人乘坐同一班机的。

3.上机前一段时间，就要给它

吃饱，因为一般在航程中，是没有食

物的，除了水。

4.运送动物的飞机，是有季节

性限制的。例如太冷或太热的日子

，就不会运。

5.雄性和雌性的狗只，在处理

上，是有分别的。这是因为考虑到

雌性狗只的“发情期”的缘故。“仔

仔”是雄性，所以应该没有多大问

题。

(此文由CWO加拿大认证移民

顾问香港律师吴耀荣先生提供）

吴耀荣 (Terry Yiu Wing Ng),
文学硕士,香港律师,

加拿大政府认证移问顾问,
M.A, FCMI,CCIC.

华人移民如何在加拿大做进出口贸易生意

在加拿大的新移民求职难，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

语言沟通能力不强，而是因为文化传统上的差异：中

国人主张谦逊、含蓄，而西方主张张扬、自我。于是，

生活在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之间，难以沟通和理解。

这也造成了华人新移民在加拿大求职难。

大陆求职：谦逊乖巧
小杨当年在中国大陆大学刚毕业时，前往一家民

营企业应聘。面试是由这家企业的王姓老板亲自主

持的。最后，王老板提问：“如果我们雇用你，你认为

每个月要开给你多少钱的工资才合适？”

当年小杨战战兢兢地回答：“我刚刚大学毕业，还

没有接触社会，并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其实，我是抱

着学习的态度来应聘的。我虽然是一张白纸，但可以

画出最美好的画来。如果王总能雇我，给我这样的机

会，我就非常感激了。至于工资多少嘛，我并不在乎，

因为我还年轻，没有成家，没有什么家庭拖累，给我工

资多少我都无所谓，够我一个人开销就可以了。您随

便开多少都成。”

在中国人看来，这番话实在是太可爱了，这几乎

涵盖了人性中所有的优点：礼貌、谦逊、好学、自信、洒

脱、大气而又乖巧，这样的年轻人，谁能不欣赏？王总

当即拍板雇用了他，并且给他开的工资也不错。

加拿大求职：按质开价
若干年后，小杨移民到了加拿

大。与其他新移民一样，一登陆，

小杨就发出了雪片般的简历，终于

迎来了一次面试机会。这次，西方

人面试官也询问他对收入的期待

如何，可爱的小杨把在国内面试的

那段白纸理论稍作修改：

“我刚刚来加拿大不久，对加

拿大社会还谈不上有多少接触，没

有什么社会经验。如果您能雇我，

我将非常感激。其实，我是抱着学

习的态度来应聘的。我虽然是一

张白纸，但可以画出最美好的画

来。至于工资多少嘛，我并不在

乎，因为我是一个人先来登陆的，

老婆孩子还在中国，目前没有什么家庭负担，所以，给

我工资多少我都无所谓，够我一个人开销就可以了，

您随便开多少都成。”

然而，这样的回答让面试官大跌眼镜，这可是公

司聘人，不是学校招生，你老兄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应

聘，是否找错了门？

再说了，按西方人的看法，来应聘就等于是把自

己卖了，既然要卖又不肯开价，这是咋回事？于是无

可非议的，小杨没被这家公司录用。

老生常谈：按当地规矩做事
这两个简短的场景，体现了东西方文化观和价值

观的巨大差异。

在中国，许多企业的老板考虑的最重要的一点，

似乎并不是与下属的劳资关系合理与否，而是把这样

的人招聘进来，自己是不是可以控制得住。同样地，

中国应聘者也在揣摩老板、领导或者是上级的意图，

千方百计地想讨他人的欢喜。因此，小杨在中国的言

语表现不错。

但在西方人看来，应聘求职就是一个直截了当的

买卖关系。这犹如你要卖一栋房子，当然要开个价，

这丝毫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自己认为自己这套房

子值40万，那就开价40万，至于买主喜不喜欢这套房

子，认为值不值40万，那就是他的事情了。这就是市

场的Match(匹配)。

当然，求职过程与房子买卖过程，多少还有所不

同：买一套房子，只要是看中了的，当然希望价钱越低

越好，Match过程是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平衡；但雇主

招一个人，则并不图一时把价钱压低，因为招来的人

可是个活人，价钱压得太低了可能导致该职员不好好

干活，最终还要跳槽。也正因为如此，按照西方人的

逻辑，希望应聘者务必报出一个自己Comfortable(满

意)的价格来，这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这就是在做买

卖：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双方都不希望自己亏着了，

也不能亏着了。

不管怎么说，移民到了加拿大，就要适应这里的

文化。在求职时，也要尽量让自己的心理更靠拢这里

的市场经济，融入主流文化，根据这里的求职规则来

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栗天瑞/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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