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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意及新公司成立税务管理座谈会

内容包括：如何创办小生意，小生意的税务及财务管理，小生意的税务政策及法律责任, 自雇及公司报税. 

公司财务及税务筹划等. 

主讲人：         注册税务管理会计师  王 兵CPA 

座谈会时间： 每月第一周周六下午２：３０ － ４：３０ 

座谈会地点： Board Room @110 Didsbury Road, Kanata, ON K2T 0C2 (Kanata Centrum) 

报名电话： （613）600-6988      报名邮箱：  Bing@AccXpert.ca    微信报名:       AccXpert-TaxServices 

 

加拿大创业税务指南 

 

 

http://g.co/maps/j3z34
mailto:Bing@AccXpert.ca
http://cloudcfo.bingwangcpa.com/%e5%8a%a0%e6%8b%bf%e5%a4%a7%e5%88%9b%e4%b8%9a%e7%a8%8e%e5%8a%a1%e6%8c%87%e5%8d%97/
http://cloudcfo.bingwangcpa.com/wp-content/uploads/start-business.jpg
http://cloudcfo.bingwangcpa.com/wp-content/uploads/Canadian-Tax-Guid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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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加拿大创业? 加拿大政府在税务上有什么规定? 

Bing Wang CPA , 王兵CPA, 注册管理税务会计师, AccXpert Business Solutions 

 

一, 企业分类与选择 

加拿大的企业分为个人独资(SOLE PROPRIETORSHIP)、 合伙(PARTNERSHIP)、 有限公司 

(CORPORATION) 三种形式. 

个人独资是由经营者个人投资开办的，经营收益由投资人独享，不用与其他合作者分配。这种组

织形式低税收。收益纳入个人所得税核算，纳税额可能低于公司制企业。  个人独资企业缺点： 

(1) 投资者独自承担企业所有损失。(2) 投资者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3) 资本金少，融资困难。(4) 经营能力受投资人个人能力限制。 

合伙企业在加拿大很常见，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其他小型业务多用此种组织形式。合伙

企业优点：(1)投资人资本金较独资增加。(2)企业亏损由合伙人共担。(3)由于合伙人多，增加客户

数量和业务种类。合伙企业缺点：(1)控制权分散，每个合伙人都对企业有控制权。(2)合伙人对公

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3)利润要在合伙人中分配。(4)如果合伙人中有人死亡或退出，合伙企业可

能关门。 

有限公司仍是最普遍的经营形式, 公司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它有以下几方面的优点: 

第一, 有限的法律,债务责任. 有限公司是一个独立的实体, 公司的资产是与个人的资产分开的. 

做生意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风险,  一旦公司破产被债权人追债, 或被人诉讼要求赔偿, 甚至是意外 

的天灾人祸,  公司赔偿债权人的责任只限于公司里面的资产而已, 股东个人的资产是不会被涉及的. 

这一点是有限公司最主要的优点, 是股东减小个人风险的最佳选择. 以自雇的形式做生意则完全 

不同, 自雇者的责任是无限的, 所有个人的资产都会受到牵连.  

http://cloudcfo.bingwangcpa.com/author/admin/
http://cloudcfo.bingwangcpa.com/category/%e7%8e%8b%e5%85%b5cpa%e6%b3%a8%e5%86%8c%e7%ae%a1%e7%90%86%e7%a8%8e%e5%8a%a1%e4%bc%9a%e8%ae%a1%e5%b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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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税务优惠. 对于一个盈利的公司, 策略地运用公司节税技巧, 合理地安排公司与股东之间 

的收入,  可达到将公司与个人的综合税率降到最低的效果. 

第三, 分散收入, 降低缴税及延迟缴税. 由于配偶及其它家庭成员都可以是公司的股东, 

通过分配收入给其它股东可避免将收入集中在一个人头上纳税, 这样就可降低缴税, 

因为每个人都有基本免税额, 并且个人税率是采渐进式的, 收入越高, 缴税越多. 公司的收入 

不一定在当年全部分配给个人, 可以有自己掌控的空间以达到减税及延税的目的. 

 

第四, 享有80万出售股权增值免税额. 对于由加拿大人控股的私人企业, 当股东以转让股权的 

方式卖出生意时, 盈利可有8-万不需缴一分钱税(需满足一些条件). 而自雇者出售生意时, 

增值要与个人其它收入加在一起纳税. 

同任何事务一样, 有利就有其弊. 在成立公司时也要认真考虑有限公司的缺点. 有限公司作为 

一个独立的实体, 税务上是与个人完全分开的, 因此公司的亏损不能用于抵减个人的其它收入, 

而只可以留到今后公司盈利时使用. 另外, 有限公司的律师, 会计师费用也比较贵, 如果一开始 

拿不出这些费用, 也应认真考虑. 

选择： 

在加拿大办企业，要根据每种企业的特点和自己的情况选择合适的形式。一般情况，人们往往采

用独资或合伙方式经营一些规模小、风险小的企业，如小商店、洗衣店、餐馆等。而要经营贸易

、科技等，最好选择公司制。另上，在企业开办之初，可能会有一些亏损。公司亏损可在七年内

抵减利润，而非公司则可当年抵减个人所得税。 

  

二, 如何办企业 

在加拿大办企业手续很简单，办公司要先向省政府或联邦登记注册(独资、合伙企业无需向省政府

登记)。公司每年要向政府交报告，确认公司地址、股东、董事等有无改变。在加拿大做生意无论

是登记公司，还是以独资或合伙方式，均需办理开业手续，大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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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办营业执照 (Business Licence) 

有些公司办理开业前，应向当地政府申请一张营业执照。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登记证书由联邦或

省政府发出，营业执照由市政府发出，每年更换一次;如果公司经营多个性质不同的项目时，发照

部门可能会要求你申请不止一份营业执照。另外，发照部门对企业经营场所有一些要求，如：零

售店、餐厅必须在划定的零售业区域内;工业要在工业区域内;开办在家里的公司，不得雇佣非家

庭成员工作等等。 

2、银行开户 

企业设立后马上在银行开立一个企业帐户;非公司企业也要单独设立帐号，不要与个人帐号混用。

银行的月结单及回笼支票是记帐的重要凭证，税务局查帐时会查看。 

3、确立会计年度、记帐及凭证制度 

会计年度不一定按日历年度，也不一定和税务年度一致。考虑会计年度要结合公司营业的季节性

，最好在淡季结帐及报税。独资及合伙企业因按个人所得税交纳，会计年度为日历年。会计制度

、帐册种类、发票格式、登记凭证方法企业可自由确定。 

4、确定统一商业帐号 (Business Account Number) 

商业帐号共十五位，前9位阿拉伯数字是企业编号;第10、11位英文字母，代表不同的项目，RC代

表公司所得税帐号，RT代表商品服务税帐号，RP是雇主薪资扣缴帐号，RZ代表分红帐号帐号 

 RM是进出口报关号码; 最后四位阿拉伯数字代表公司内不同部门。 

(1) 注册商品服务税号码(GST/HST) 

商品服务税(GST/HST)，类似于中国的增值税，如果企业一年营业额在30,000加元以下，可以不注

册，否则每次销售或收服务费就要加7%的GST，不过注了GST/HST号码后，企业进货、租房所付

出的GST可以退回。 

(2) 注册雇主薪资(Payroll)扣缴(RP)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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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当企业决定开始要发工资时，首先要向税务局登记一个薪资扣缴号码，并

负责：扣缴雇员个人所得税、养老保险金、就业保险金等;次年2月底之前填妥员工的薪资扣缴凭

单表，交税务局并交员工以供其个人报税。 

        (3) 注册进出口号码(RM): 企业要想经营进出口贸易，必须注册进出口报关号码。 

5、申请劳动赔偿局号码(WSIB) 

企业如果有雇用员工支薪的情况，则须申请WSIB号码，并按核定的费率缴纳保费。当雇员在工作

中有伤病发生时，可以向劳工赔偿局申请因伤病而损失的工资或报酬的赔偿。 

  

三,  企业税务问题 

所得税(Income Tax) 

加拿大企业中，独资和合伙企业的收入视作投资人的个人收入，纳入个人所得税交纳。公司的所

得分为营利所得与财产所得两类，其区别的依据是公司持有该财产的动机及雇员参与的程度。若

持有的动机是投机或日常营运，叫做营利所得;而持有的动机是作长期投资，不积极活动或经营，

应纳入财产所得，如财产出租所得、财产出售所得等。 

 (1)营利所得的纳税:公司在税务上营利所得必须根据权责发生制来记帐，所有收入，无论货款是

否到帐，应记为收入。而费用支出，在合理范围内方可列支。 

 (2)财产所得的纳税: 

财产出租所得及财产出售时所增值部分作为资本所得，扣除25%免税额，其余75%交纳所得税。 

  

联邦货劳税(GST/HST) 

加拿大联邦政府现行的货物与劳务税（GST，简称货劳税），对大部分货物与劳务征收5％的联邦

税。某些货物和服务，属0％税率（如基本食粮、出口货物或服务）或免货劳税货物或服务（如医

疗服务、银行服务等），不征收货劳税。但出售0％税率货物或服务的公司可以向政府申请退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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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所有经营生意开支时所付出的货劳税，而出售免货劳税货物或服务的公司则不能向政府申请

退回支付开支时所付出的货劳税， 

有任何商业活动的公司或个人如果每年出售的“应征税货物或服务”收入超过三万，必须向政府登

记，并向顾客征收货劳税，同时也可向政府申请退回在支付所有经营生意开支时所付出的货劳税

。 

如果公司或个人每年出售的“应征税货物或服务”收入少于三万，即属于小型供应商，可自由选择

登记与否。如选择登记，应向顾客征收货劳税，并可向政府申请退回在付出的货劳税。如选择不

登记，则不能向顾客征收货劳税，也不可向政府申请退回在付出的货劳税。 

如果登记了货劳税，就必须向政府申报货劳税，报税的频率（年度、季度或每月）起决于公司的

应征税货物和服务的年生意额（包括0％税率货物及服务）。如公司的年生意额超过600万，必须

每月呈交货劳税报表并向政府交付税款。如果公司的年生意额少于600万，却超过50万，则必须每

季申报货劳税，但公司也有权选择每月报税。如果公司的年生意额少于50万，则可以每年申报一

次货劳税，公司也可选择每月或每季报税，但每年报税并不代表可以每年交一次税，而是每年分

四次预缴货劳税，预缴税款可根据上年度的税款或本年度的预测税款而定。但如果根据本年度的

预测税款来按季申报，而年底时预测税款较实际全年应缴税款少的话，税务局便会罚款及征收利

息。 

省零售税（PST） 

省零售税是各省对大部分零售商品、某些服务项目及入场费征收的税项。销售需纳税货品和需纳

税服务的企业负责向顾客征收零售税，并向政府上缴零售税税款。 

安大略省大部分货品及安装、修理和保养需纳税货品及设备服务的零售税税率为的8％。企业购买

物品及设备自用（如办公室家具、电脑、打印机等），需支付零售税。饮食业售价超过＄4的熟食

，也需支付8％的零售税。但厂家在购买机器及设备作制造业用途，可免付安省零售税。购买某些

商品（如食品、儿童服装等）也可免付安省零售税。旅馆住宿不满一个月需支付5％的零售税，$4

以上的娱乐场所门票费需征收10％的零售税。餐馆销售含酒精饮料的零售税是10％。零售店出售

的含酒精饮料的零售税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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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薪酬税(Payroll Tax) 

联邦法例规定，所有雇主必须替联邦政府从员工的薪酬中扣除就业保险金、加拿大养老保险金和

个人所得税。雇主必须将雇员薪酬预扣的税款，连同雇主需缴交的就业保险金和加拿大养老金供

款，按时递交税务局。 

雇主在聘请员工时，必须要求员工填写一份TD1表格，详列员工的个人资料、工作证号码及预计

个人免税额。免税额决定雇员薪酬预扣税的数目。雇主要好好保存 TD1表格，如员工情况有变， 

必须在七日之内要求重新填写表格，并根据新估计的个人免税额来扣税。如员工在TD1表上说明

其全年的总收入低于个人退税额，就不必预扣税。雇主必须在下一年度的二月底以前向政府报备

T4和T4 Summary表。 

  

加拿大国税局对雇主发工资的相关规定是相当严格的. 稍不小心, 您就可能收到一张罚款通知. 

如果您是注册了有限公司, 并且公司的收入状况良好, 扣除所有费用还有盈余时, 那么您就要 

考虑是否要用发工资的形式把把这笔盈余从公司转到个人头上来报税.  

加拿大对小公司征收的税率现在已降至17%以下(对安省而言), 赚的钱留在公司里通常会比个人 

交更少的所得税. 如果决定要把钱发出来, 可以选择发工资或者发红利. 工资和红利都要交税, 

但计算方法不同. 那么, 发工资好还是发红利好呢? 简单地说, 如果公司的盈余都不超过个人免税额, 

那肯定发工资好, 不用交税. 但是当公司的盈余超过个人免税额时, 通常来说, 以部分工资部分红利 

的方式最省税, 但具体的金额就需要详细计算了. 总而言之, 如果您想扩大公司规模, 那么把钱留在 

公司用于再投资, 无疑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但是如果您需要这笔钱作为生活来源, 那么可能以工资 

和红利的形式发出来是较好的选择. 当然, 要不要发工资和发多少合适, 不能一概而论. 一个有经验 

的会计师可以根据您的收入水平, 可资利用的抵税额, 财政年底的选择和您的长期打算来精心策划, 

以达到公司和个人的总体上的税务最优化. 

常见的问题是, 不少朋友没有考虑到要发工资, 或者以为发工资只是给自己开张支票, 并没有预扣 

CPP 和所得税并汇给国税局, 到了第二年要做T4时, 才发现处境尴尬, 前一年发工资的预扣额汇款 

截止日期已过, 现在发前一年的工资会面临罚款, 而不发工资的话, 个人的当年抵税额又白白浪费 

掉了.由此可见, 对有限公司形式的小生意而言, 不管是从税务最优化的角度, 还是从遵守工资预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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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角度, 发工资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事情. 

 

联邦进口关税 

加拿大在其边境对进口货物征收范围广泛的关税。从一九八八年一月开始，加国实行国际商品统

一分类制度(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征收关税， 其海关对各种进口 

货品课征标准会依产地不同而有所差别。  

四,几个特殊问题 

1、企业买卖 

把企业作为商品买卖是很普遍的，这是创办企业的一种简单办法，买卖方式可选择购买企业的资

产或购买企业的股份。如果公司的股份是合格的小型企业股份，卖方可享受80万元的资本利得免

税额(capital gains exemption)，因而出价会低于仅购买资产。 

2、号码公司 

这是一种特殊的公司，中国没有。号码公司以其在省政府或联邦政府登记证的号码为公司字号，

如 1234567 Ontario LLtd.，登记这种公司无需查名，可节省一些费用，而且号码公司 经营上也 

有特点。号码公司可以设立不同名称不同经营内容的多个独资企业，分别开业经营，由号码公司

承担独资企业的无限责任。如：1234567 Ontario Ltd 可以开设 XYZ 餐厅ABCF商店、QST技术 

无限公司， 等等。 

To be continu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