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的小生意该报的2008年度的税报了吗？
每年的2月初到4月底是加

拿大人报税的繁忙季节。Tonda
通达生意中心提醒：有小生意的
华人同胞，在忙着报个人税的时
候，千万别忘了为你的小生意报
税。第一，如果你有小生意，从税
务优化考虑，在报个人税时，最好
要和生意税平衡一下，使得公司
报税、个人报税同时达到减税最
多；第二，公司税的报税期限不像
个人税有统一规定的报税时间，
往往容易错过报税期限，尤其是
新生意。公司税迟报以后要被税
务局追罚。Tonda通达生意中心
收集了一些小生意报税的事项，
有助于你报好小生意税。

小生意每年要在什么时候报税
加拿大对小生意的政策很宽松，但对

小生意的报税却有严格的要求和管理。因

此小生意每年一定要税报。

小生意在什么时候报税，涉及到一个

专业的会计问题：会计年度。会计年度又

可以称为公司的财政年度，或公司的报税

年度。会计年度不一定按日历年度算，也

不一定和个人税务年度一致，加拿大税法

对会计年度的唯一限制是注册公司后的报

税时间不能超过53周。

加拿大的个人税交税期限是按日历年

度算的，即12月31日，但具体的报税时间，

可以截至到第二年的 4 月 30 日。那么，公

司税有没有这样一个报税的宽限期呢？答

案是，有。公司所得税要在公司会计年度

结束后的6个月之内报，例如，如果你公司

的财政年度是2005年6月30日，你只要在

2005 年的 12 月 31 日之前来找我们报税就

可以了。

小生意要交哪些税
在加拿大做生意应该缴交四种税：公

司所得税（Corporation tax）、联邦货劳税

（GST）、安 省 销 售 税（PST）和 工 资 税

（Payroll Deductions）。

以上说的是公司所得税的报税时间。

加拿大税务局对小生意其他几种税的交法

另有规定。对于 GST、PST 或 PAYROLL，

每个公司的申报时间和次数是完全不同

的。有的是每个季度一报，有的是一个月

一报。

GST可以使用财政年度或者自然年度作

为GST的报税年度。GST的申报周期可以是

年，季度或月；PST 一般是一个季度或一个月

交一次；工资税一般是每个月交一次。

小生意的哪些抵税费用容易被忽略
在我们Tonda通达生意中心接待的很

多小生意客户中，因为报税不当，没有将生

意经营中的各项费用最大化，获得最多的

退税，损失了不少钱。问题主要出现在以

下几方面：

不了解哪些费用可以抵税因而没有将

抵税费用最大化；

忽视了平时收集相关收据将应报的费

用漏报；

不会正确填写相关表格而损失可观的

退税。

Tonda 通达生意中心在次特别提醒大

家在报税时，注意一下费用的核销，这些费

用很容易被忽略：

1．给家庭成员发工资

公司雇用家庭成员的工资等费用可以

避税。可以雇用伴侣和小孩将其工资打入

费用以降低收入，同时他们还可以凭此申

报个人所得税以获得退税。 需要注意的

是，一定要留下PAY CHEQUE作为记录。

2．以下是一些可以在生意中抵税的家庭

费用

用于商业目的的餐费, 娱乐费

出差旅行费用（如酒店费、TAXI费用）

一年可报两个会议（如开会费用不包

括餐费，则将其餐费加半如包括但没有显

示在帐单上，则每天减50元，其中所报费用

不得包括COFFEE 和NUT）

水电费、电话费、清洁材料费

银行手续费、会员费、期刊征订费

会计费、律师费、执照费、申请费

办公用品如订书机、纸张、电脑、打印

机等

汽车维修保养费（CCRA 给出三级分

类, 只有与生意有关的费用才可申报）和汽

油、润滑油、租车费

广告费（但是广告登在外国报纸上且

针对加拿大市场或非加拿大刊物上不算）

房屋贷款的申请、评估和法律手续费

物业税、贷款利息、相关的房屋维修费

（多数情况下，全部的人工和材料费都能抵

税；但是当自己做时，只抵减材料费）

汽车维修保养费 CCRA 给出三级分

类, 只有与生意有关的费用才可申报，以及

汽油、润滑油、租车费

房屋保险、机器保险（但是人寿保险除

外）、物业税，和贷款利息、房租。

3．按家里的办公比例计算费用

在家里办公，应该将工作面积除以总

居住面积，然后再乘以家里的总费用。例

如，你的工作场所是10X10 FEET，HOUSE

的总面积是1000 FEET, 那么生意费用比例

是 10%。假设 2 项所列的全年费用总和是

$10,000，那么可抵税的费用是$1000。如果

你在家里有以小时计算的兼职生意，那么

相应的费用也随之调整。例如在家里作咨

询服务，每天的咨询小时数是12小时，12除

以24 然后再乘以10%，再乘上$10,000，结果

是$500。但是，如果咨询服务一周只有 3

天，则$500再乘以3/7，最后费用为$214.28。

总之，在加拿大作小生意，在税务上最

好请一个会计服务机构为你提供服务。如

果你有个好的会计师，一是不用为何时交

税，交什么税发愁，更不用为该交多少税担

心；而且，会计师还会为你提供会计、税务

方面的咨询，使你能够合理避税。

（本文由通达生意中心提供）

“住家保姆”（Live-in Caregiver）是一项极受欢

迎的移民方式，原因之一是申请人无须要高等学

历如大学学位或大专证书等。在2008年就有超过

一万人以住家保姆类别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

“住家保姆”是指能够独立为雇主提供看护小

孩、老人或者残疾人服务，并具备一定条件的人

员。原来，加拿大非常缺乏可以提供住家护理服

务的人才，因此对这类人才非常渴求，并有大量岗

位空缺需要填充。引进符合要求的外籍“住家保

姆计划”（Live-in Caregiver Program）因此应运而

生。一般来说，在中国内地以“住家保姆”类别申

请来加拿大工作，只需三数个月。到步后，工作满

两年，就可申请永久居民身份，带同家人，定居加

拿大。

“住家保姆”类别的申请资格，主要是：

1．高中学历，或接受过相当于加拿大 12 年

级的教育。

2．能够说、读和理解英文或法文。

3．能够独立处理家庭环境下的各项事务。

如：能够在需要时与紧急服务机构联系。

4．在近三年内，有 12 个月的相关带薪工作

经验，或受过6 个月的全日制相关培训。培训或

工作经验必须是照顾幼儿、幼儿早期教育、照顾老

年人、特殊教育、儿科护理、急救等相关领域。

5．没有犯罪记录。

可见，“住家保姆”并不局限于照顾幼儿。而

有资格申请的人士，亦不单只是有“带幼儿”经验

或受过有关训连的人士。如果你是幼儿院教师、

护士，甚至是特殊教育从业员，皆可申请的。

不过，有志于以“住家保姆”类别成为加拿大

永久居民的人士就必须留意，“住家保姆计划”

（Live-in Caregiver Program）申请人必须遵从指定

的程序，按步就班，才能达成理想。过往就有不少

对“住家保姆计划”一知半解的申请人，自行申请，

以为只要以“住家保姆”身份在加拿大工作满两

年，就可申请成为永久居民。怎料因为犯了程序

上的错误，结果申请被否决，多年的努力和部署，

化为乌有。以下个案，引以为鉴。

颜小姐多年前以探亲理由来到加拿大，不久，

她向驻美国的加拿大使馆申请学生签证，很快便

获得批准。她的计划是在安省一学院就读一个有

关“住家保姆”的短期课程（一年），完成课程后，就

寻觅一份“住家保姆”的工作，工作两年后，立即申

请移民。

颜小姐真的如计划中完成了课程，亦很快找

到了称心的“住家保姆”工作，该工作亦获加拿大

劳工部的批文。跟着她亦提交文件，申请工作许

可证，亦很快地顺利获得批准。

颜小姐的工作许可证延期了两次，在第一次

的延期批文中，写道：“根据住家保姆计划，在三年

内完成两年全职工作，可申请成为加拿大永久居

民。”

颜小姐完成了两年全职“住家保姆”工作后，

立即提交文件申请移民。她满以为一切都在掌握

中，非常顺利，永久居民身份，近在咫尺。

可是，当她收到移民部的答复，霎时有如晴天

霹雳！她的申请被否决了，移民部告诉她，她没有

资格申请移民，原因是她未能符合《移民及难民保

护规则》第113条的规定。第113条的规定是这样

的：所有以“住家保姆”类别申请永久居民身份的

申请人，必须曾是以“住家保姆”身份进入加拿大。

案件的关键就是颜小姐当初是不是以“住家

保姆”身份进入加拿大。答案当然是“不”。颜小

姐当初是以“旅客”的身份进入加拿大的。由于她

未能符合第113条的规定，因此,，她不能以“住家

保姆”类别申请成为永久居民。可惜她多年的努

力和部署，付诸流水。

颜小姐不服移民部的决定，于是向联邦法庭

申请司法复核。案件排在多伦多法庭进行聆讯。

在庭上，颜小姐提出一个主要论据，就是由于移民

部当初发工作许可证给她时，亦当她是“住家保

姆”。因此，根据“合理期望原则”（Doctrine of

Reasonable Expectation），她亦可以“住家保姆”的

身份，申请成为永久居民。颜小姐的论据，换句话

说就是：“我虽糊涂，但政府更糊涂！”

然而，联邦法庭认为，“合理期望原则”只适用

于程序上的公平性，而案件的争论点并不是涉及

程序上的公平性，而是申请人是否附合法例关于

程序上的要求，所以裁定颜小姐的论据不成立，判

她败诉。

是案只是芸芸乌龙失败个案之“冰山一角”，

从中亦体会到移民申请，不是表面上看来那么简

单。相反，移民手续既复杂亦繁琐，而且机关重

重，稍一不慎，便会前功尽废。所以，最好还是向

专业移问顾问请教，于每一细节上，做出仔细的分

析及最佳的回应。

（此文由CWO加拿大政府认证移民顾问兼香

港律师吴耀荣先生提供）

吴先生电话 416-590-7465

手机: 416-451-4867

电邮: terry.ng@canada-world.com

号外
监管住家保姆雇佣代理新法例快将实施

大部分以住家保姆身份来到加拿大工作的外地人士，都是通过雇佣代理从海外

各地招聘而来。可是，雇佣代理良莠不齐。以前就有不少渴望当住家保姆的人被不

良雇佣代理所骗，不但没有工作可做，而且损失大量金钱。鉴于此，安省议员 Mike

Colle已引入新法案（议案第160号），好让雇佣代理受到监管。新法案名为“保姆及

外 地 劳 工 雇 佣 及 保 障 法 2009”（Caregiver and Foreign Worker Recruitment and

Protection Act，2009）。新法案已于2009年3月25日通过首读，相信不久便正式生

效。届时，所有招募住家保姆的代理，均需要持有有效的牌照。

加拿大移民顾问协会（CSIC）亦已发出新闻稿，支持省议员 Mike Colle的新法

案。协会主席John Ryan 说：“要求住家保姆招募代理必须是加拿大移民顾问协会

会员或持牌律师，将增加对外地劳工的保障。”

55 NUGGET AVE. 
2 楼  222 房间

SCARBOROUGH,  M1S 3L1 
(MCCOWAN/SHEPPARD 东北角 ,

Canadian Tire 路对面 )

Nugget

  2009 年 4 月 12 日 （周日）下午 3:00
    个人报税，公司报税疑难问题现场解答
  2009 年 3 月 29 日（周日）下午 3:00

    海外资产和收入报税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和策略

咨 询 预 约

$  10 多年老牌咖啡店，连锁样板店，售价 14.9 万元，DOWNSVIEW 地铁站附近白人区 , 面积 1700 尺，周销售额 6000 元。 
另有 ATM、烟等额外收入净利 2500/ 月。兼备全套 Bagel 及 Dounts 制作烘烤设备，生财器具齐全。业主：416-618-9337   

$  求购大多地区，Downtown 小酒吧，求购价 15 万以下。联系人：647-892-2666
$  中小型酒吧，位于 St Clair / Oakwood，售 8 万 5. 年净利 10 万，租平，厨房设备齐全。联系：647-892-2666
$  都市酒吧兼简餐，位于 Lawrence / Allen，仅售 7 万 5. 房租 2 千 5，年净收入近 10 万。联系：647-892-2666
$  搬家清洗生意，售价仅 4 千元，数月可回本。售价包括面包车一辆，地毯清洗设备一台，小型搬家，机场接送，公司货物配送，

多种生意收入，经营稳定。联系：647-889-5289

您需要更多买卖信息 • 知讯 , 请上网 www.tondamoney.com

生意咨询 , 注册公司 , 贷款 , 进出口
(416) 849-2410   (416) 301-6518

公司报税 , 发工资 , 避税 , 查税
(416) 849-2411   (416) 617-6518
个人报税 , 个人和生意理财规划
(416) 849-2412  (647)-889-5289

投资 , 生意买卖 , 建账 , 记账
(416) 800-7266

 记账辅导 ( 提供记账表格 , 设计发票 )     发工资 (T4)     全套公司税 (GST, PST, 年终税 )     全年税务咨询

公司 :
 个人报税 20 起 / 自雇 / 保姆报税
 公司报税 / 代理税务案件
 投资移民海外资产 / 收入报税
 企业家移民取消条件
 注册会计师撰写商业计划书

个人 :
 个人及海外收入报税
 出租收入报税
 自雇和家庭生意报税
 有限公司报税
 人在海外报税及税务托管
 非居民财产处理税
 代理查德税和报税
 追讨以前年度退税
 税务局信涵咨询及回复

欢 迎 光 临

通 达 顾 问 专 辑

通 达 讲 座 活 动 通 达 买 卖 超 市

报名电话 :  416-301-6518

你被税务局查税了吗 ?

通达报税专家 : 能和税务官
直接通话 , 面谈 , 上诉 ,

解决您的新老报税问题 !!

2008 年度报税热线 ( 早 9 点 - 晚 8 点 ):

个人税 (416)849-2412  (647)-889-5289
公司税 (416)849-2411  (416)-617-6518全套公司注册服务  公司管理咨询 ( 政府信函解答 , 更改股东 , 地址 , 名称等 ) 生意咨询 ( 公司形式选择 , 各类生意牌照 , 贷款融资 , 买卖生意 , 投资 , 项目等 ) 

 工资税务 套
餐

 注册公司 套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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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生意注册哪种公司好 
 注册公司时怎样给公司起一个好名字

利达会计税务事务所

TondaBussin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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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授权注册公司查名机构

生意
咨询

讲座
活动

注册
公司

商标
酒牌

生意
买卖

关闭
公司

商 业
计划书

各种
贷款

公司
报税

发工资
记 帐

个人
报税

成员 :   通达财富网   利达会计税务事务所   信达贷款投资公司

通 达 生 意 中 心  Since 2001

税务局注册电子报税机构

非盈利
组 织

FISH&CHIP 30多年炸鱼薯条店, 叫价$128000, 位于Brampton市中心. 低成本，高利润，平租金，上手易，营业时间短。有意请电 905 452
9088 孟先生
求购中餐外卖店，价格在5-10万元，位置最好在多伦多东部或东部小镇上，5-10年以上老店为佳。请电 416-301-6518
Queen West 酒吧，售价8万9余，西人居民区，周边竞争小，新CONDO，新街道，更多潜力客户，更大发展空间。联系 647-892-2666
10多年老牌咖啡店，连锁样板店，售价14.9万元，DOWNSVIEW地铁站附近白人区, 面积1700尺，周销售额6000元。另有ATM、烟等额外收
入净利2500/月。兼备全套Bagel 及 Dounts制作烘烤设备，生财器具齐全。业主：416-618-9337
$ 求购大多地区，Downtown 小酒吧，求购价15万以下。联系人：647-892-2666

04月19日：花多少钱才能“报好税”
报税是眼下到4月30日前人们最要紧的事。你的税，不论是个人税，还是公

司税，该花多少钱，找怎样质量的服务才能报好呢？专业人员为你报好税的

检验标准是什么：

·你该花多少钱报税，并得到怎样的服务?·你报的税能够经得起税务局的查税吗？

·报海外资产和收入前你做好策划了吗？·你的税都退回来了吗，少退的税还能要

回来吗？

·报税后如发现问题还能够调回来吗，会惹麻烦吗？

举办及地点:55 Nugget Ave. 2楼 222房间 Scarborough M1S 3L1

（Sheppard Ave. E / Mccowan Ave. 东北角, Mccowan路上）

时间：04月19日（周日）下午3：00 报名电话：416-301-6518 647-889-5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