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協助⼩型商戶應對新冠肺炎的
經濟措施

溫哥華華埠基⾦會整合截⽌2021年7⽉16⽇，各種適合⼩型商戶的政府補助計劃

撮要。如果有任何疑問，我們建議你尋求法律或會計師的專業協助。你亦可以

電郵⾄ info@chinatownfoundation.org，我們將盡⼒安排你與法律⼈⼠或會計

師接洽，為你提供更詳盡資訊。

1 嚴重受影響⾏業信貸可⽤性計劃 Highly Affected
Sectors Credit Availability Program (HASCAP)
因疫情⽽嚴重受影響的商戶可以申請$25,000⾄$1,000,000低息

擔保貸款，以渡過難關

合資格商戶可申請$25,000⾄$1,000,000擔保貸款

低利息（4% ）貸款及⻑達⼗年還款期

貸款期⾸12個⽉可以延遲繳還本⾦

你可以為每間你所擁有的商戶或公司申請HASCAP，但合共貸款不

可⾼於$6,250,000

截⽌⽇期：2021年12⽉31⽇

如何申請 

聯絡你的主銀⾏以確定HASCAP是否適合你，以及查詢申請辦法

計劃內容

以加拿⼤為基地的商戶

在出現這次財困前，商戶的財務及運作均穩定

已接獲政府的加拿⼤緊急薪⾦補貼 (CEWS)或加拿⼤緊急租⾦補助

（CERS）補助，以證明 其收⼊在⼋個⽉內，最少三個⽉出現超過

50%減幅（⽏須連續三個⽉） 擔保申請

如果商戶為CEWS及CERS不合資格⼈⼠，但符合HASCAP其他條

件，則需 要提供銀⾏⽂件，證明其收⼊在⼋個⽉內，最少三個⽉出

現較去年同⽉超 過50%減幅（⽏須連續三個⽉）

貸款需要⽤於繼續或恢復商戶經營

貸款不可⽤作償還現有借貸

需滿⾜其他可能出現的條件

申請⼈的主銀⾏會根據聯邦政府制定的條件，判斷申請⼈是否合資格。

合資格商戶必須：



 租戶必須符合以下其中⼀個條件：

   2. 合資格商業、慈善組織或⾮牟利機構

網上申請 

截⽌⽇期：2021年9⽉25⽇

為合資格以及收⼊減少的商業業主（CPOs）及租戶提供補助

聯邦政府為個⼈、商業伙伴、公司、⾮牟利機構及註冊慈善組織提供補

助。該補助由2020年9⽉27⽇開始⾄2021年9⽉25⽇結束。

 

申請⼈必須符合以下四個條件：

1.

   A. 於2020年9⽉27⽇或以前擁有CRA商業賬戶號碼，需要向政府          

        提供有關紀錄及⽂件，或

   B. 於2020年3⽉15⽇或以前擁有⽀薪戶⼝，或使⽤其他公司提供的

       ⽀薪服務

   C. 收購得來的公司本已符合條件B，⽽有關收購需符合特別資產收          

        購條例

   D. 符合⽇後提出的新條件

   A. 查看網站，確認是否屬合資格類別

   B. 如果你的公司、慈善組織或⾮牟利機構屬於其他類別，則可能被

              列為附屬類別（affiliated entity）     ，有可能影響補助⾦額。有

              關附屬類別的資料，可前往這裡查看。

   3. 收⼊減少

   A. 收⼊減少幅度是以去年同期⽐較計算

   B. 前往這裡可計算收⼊減少幅度

    4. 符合條件的開⽀

   A. 申請⼈需要有符合條件的出租物業，⽽只有部份開⽀可以獲得補

 助

   B. 有關詳情可瀏覽網站

若因為公共衛⽣部⾨發出的強制性措施⽽要暫時關閉或限制經營的商

戶，或有資格獲得額外25%補助。

 

如何申請：

加拿⼤緊急租⾦補助 Canadian Emergency
Rent Subsidy (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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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cra-apply.ca/account/login?ReturnUrl=%2F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subsidy/emergency-rent-subsidy/cers-who-apply.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subsidy/emergency-rent-subsidy/cers-calculate-subsidy-amount.html#h-3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subsidy/emergency-rent-subsidy/cers-expenses-claim.html


3 加拿⼤緊急薪⾦補貼 Canada Emergency Wage
Subsidy (CEWS)
聯邦政府為僱主補貼員⼯的75%薪⾦（上限為每星期847元），

補貼⽇期為2020年3⽉15⽇⾄2021年9⽉25⽇。

   B. 需要報稅的公司（或信托）

   C. ⽏須申報⼊息稅的團體

   D. 註冊慈善機構

   E. 合伙⼈

   F. 訂明組織

   G. 有關合資格僱主，可上網查看

    3. 收⼊減少

   A. 收⼊減少幅度是以去年同期⽐較計算

   B. 前往這裡可計算收⼊減少幅度

網上申請

瀏覽網址計算可以得到的補貼

截⽌⽇期：2021年9⽉25⽇

合資格條件

   1. 於2020年3⽉15⽇前擁有CRA⽀薪賬戶

   A. 如果沒有CRA⽀薪賬戶，但符合以下條件的話，也有可能合資 

 格 

   a. 其他⼈或公司代你⽀付薪⾦

   b. 收購他⼈或公司的全部商業資產

   2. 符合以下僱主⾝份

   A. 個⼈

合資格僱員

申請CEWS時，僱主需要知道哪些僱員可被納⼊申請當中，並要知道這

些僱員的薪酬，詳情可前往這裡查看

 

如何申請：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subsidy/emergency-wage-subsidy/cew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html#h_2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subsidy/emergency-rent-subsidy/cers-calculate-subsidy-amount.html#h-3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subsidy/emergency-wage-subsidy/cews-how-apply.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subsidy/emergency-wage-subsidy/cews-what-changes.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subsidy/emergency-wage-subsidy/cews-who-employees.html


聯邦政府每星期發放600元，為期50個星期。

為失業、收⼊減少⼀半或以上，卻未合資格申領就業保險⾦（EI）的僱

員及⾃僱⼈⼠⽽設。

加拿⼤復蘇補助 Canada Recovery Benefit
(C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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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失業或每星期的平均收⼊較去年同期減少50%或以上
未有申請以下補助計劃：CRSB、CRCB、EI、QPIP及短期殘障補助  

未合資格申請EI 

現時居住在加拿⼤ 

年滿15歲或以上   

擁有SIN卡號碼 

於2019年、2020年或提出申請前12個⽉期間，從以下⽅式賺取最
少5000元    

受聘薪酬    

⾃僱淨收⼊     

產假或侍產期間領取EI或QPIP

申請⼈並⾮⾃願離職或減少⼯作時數 

在這段期間仍在尋找⼯作，包括受聘或⾃僱（註：領取CRB期間仍
可⼯作）
在兩個星期內沒有拒絕合理的⼯作邀請

網上申請
上網到這裡查看可以申請的時段
截⽌⽇期：2021年9⽉25⽇

合資格條件

註：聯邦已經修改CRB的合資格條件內容，已經離開本國的申請⼈申請
可能會被拒

如何申請：     

註：如果你的收⼊為$38,000以上（不包括CRB），你必須回扣部份補
助⾦。計算⽅法為$38,000以上的收⼊，每$1收⼊需要回扣$0.5補助⾦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benefits/recovery-benefit/crb-how-apply.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benefits/recovery-benefit/crb-periods-apply.html


加拿⼤復蘇病假福利 Canada Recovery Sickness
Benefit (CRSB）

合資格條件

因以下情況⽽失去50%或以上的⼯作*：

感染或懷疑感染新冠肺炎

因新冠肺炎⽽被要求⾃我隔離

因個⼈健康狀況⽽被列為⾼危感染⼈⼠ 

未有申請以下補助計劃：CRSB、CRCB、EI、QPIP及短期殘障補助 

未合資格申請EI 

現時居住在加拿⼤ 

年滿15歲或以上 

擁有SIN卡號碼

於2019年、2020年或提出申請前12個⽉期間，從以下⽅式賺取最

少5000元

受聘薪酬

⾃僱淨收⼊

產假或侍產期間領取EI或QPIP

期間僱主並沒有給予有薪假期

網上申請

上網到這裡查看可以申請的時段

截⽌⽇期：2021年9⽉25⽇

註：聯邦已經修改CRB的合資格條件內容，已經離開本國的申請⼈申請

可能會被拒

如何申請：

*醫⽣、護理⼈員、授權⼈⼠、政府及公共衛⽣部⾨可給予意⾒

聯邦政府提供每星期500元援助，為期最多4個星期

適合因疫情⽽無法⼯作的⾃僱⼈⼠及員⼯或因被扣減⼯作時數⽽

令收⼊少於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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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benefits/recovery-sickness-benefit/crsb-how-apply.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benefits/recovery-sickness-benefit/crsb-weeks-apply.html


聯邦政府每星期每家庭發放500元，為期42個星期。

如果你是CRSB合資格⼈⼠，則可以申領$500（稅後$450），為期⼀星

期。若情況持續則需要重新申請。你可以最多在2020年9⽉27⽇⾄

2021年9⽉25⽇期間申請總共兩個星期的福利。

為因疫情要照顧家⼈，⽽無法⼯作的僱員及⾃僱⼈⼠⽽設。

加拿⼤復蘇護理福利 Canada Recovery
Caretaker Benefit (CR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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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照顧家⼈⽽失去50%或以上的⼯作
要照顧12歲以下家⼈或因以下情況需要在家照顧家⼈
家⼈的護理服務因疫情⽽關閉 

受照顧家⼈：
感染或出現新冠肺炎病徵
若感染新冠肺炎會出現嚴重健康問題，請參照醫⽣指⽰
因疫情⽽要⾃我隔離    

未有申請以下補助計劃：CRSB、CRCB、EI、QPIP及短期殘障補助    

未合資格申請EI

現時居住在加拿⼤
年滿15歲或以上
擁有SIN卡號碼
於2019年、2020年或提出申請前12個⽉期間，從以下⽅式賺取最
少5000元
受聘薪酬
⾃僱淨收⼊
產假或侍產期間領取EI或QPIP

期間僱主並沒有給予有薪假期

網上申請
上網到這裡查看可以申請的時段
截⽌⽇期：2021年9⽉25⽇

合資格條件

 

註：聯邦已經修改CRB的合資格條件內容，已經離開本國的申請⼈申請
可能會被拒
 

如何申請：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benefits/recovery-caregiving-benefit/crcb-how-apply.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benefits/recovery-caregiving-benefit/crcb-weeks-apply.html


7 從加拿⼤緊急應變福利（CERB） 過渡⾄就業保險
⾦（EI）
註：由2020年12⽉2⽇起，CERB計劃已經結束，政府不會再接受申

請。

聯邦政府宣布修改EI計劃及推出新的復蘇福利，繼續協助有需

要國⺠。

如果你曾接受CERB，你或者適合以下其中⼀項計劃。有關計劃

由2020年9⽉27⽇開始，⾄2021年9⽉25⽇結束。

加拿⼤復蘇福利（CRB）

加拿⼤復蘇福利（CRB）向因疫情⽽失業，但未合資格申請EI的

僱員及⾃僱⼈⼠，每星期發放500元（需要扣稅） 補助，為期26
個星期。申請⼈需要因疫情⽽失業或每星期的平均收⼊較去年同

期減少50%或以上。詳情可上網查看。

加拿⼤照顧者復蘇福利（CRCB）

加拿⼤照顧者復蘇福利（CRCB）向因疫情⽽要留在家中照顧12
以下兒童或家⼈，無法⼯作的⼈⼠，每家庭每星期發放500元
（需要扣稅） 補助，為期26個星期。詳情可上網查看。

加拿⼤復蘇病假福利（CRSB）

加拿⼤復蘇病假福利（CRSB ）向因感染新冠病毒、需要⾃我隔

離或個⼈健康問題⽽無法⼯作的⼈⼠，每星期發放500元（需要
扣稅） 補助，為期兩個星期。詳情可上網查看。

    

如果你從Service Canada申領CERB

收到最後⼀期CERB款項後，你需要繼續向政府定期申報。⼤部份個案不

需要去申請EI，政府⽽會⾃動審核你的個案及Record of Employment
（ROE ），合資格者將會轉到EI計劃。

如果你從Canada Revenue Agency（CRA）申領CERB

收到最後⼀期CERB款項後，你需要去申請EI。可瀏覽EI網⾴查看是否合

資格申請及遞交申請表。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benefits/recovery-benefit.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benefits/recovery-caregiving-benefit.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benefits/recovery-sickness-benefit.html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benefits/ei.html


學校稅減免
省政府向商業物業（Class 4, 5, 6） 調低2020年度的學校稅

50%，希望業主能將有關優惠轉移到租戶⾝上。

凍結EI供款
聯邦政府凍結僱員EI供款兩年，維持2020年⽔平，即每$100收

⼊供款$1.58。

僱主需要⽀付的EI供款是僱員的0.4倍，聯邦政府凍結2021年的

僱主EI供款，維持每$100收⼊供款$2.21。

 

注意：以上資訊並⾮稅務或法律建議。以上為卑詩省商戶提供的資訊屬於政府措施撮要，並
⾮該措施的全部內容。除上述措施外，政府還有推出其他的援助措施。閣下應就本⾝的實際
情況，尋求會計師或法律⼈⼠的意⾒，找出最適合的⽅法。撰寫⼈及派發以上資訊⼈⼠或機
構均不會負責任何閣下引致之損失。

減少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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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會感謝Baker Tilly Canada Cooperative 及 KPMG協助整理以上的資訊。

如有任何疑問，請電郵⾄ info@chinatownfoundation.org ，標題請註

明"COVID-19 Relief"

溫哥華華埠基⾦與您共渡難關

計劃⽀持者:



其他實⽤資訊：

由Baker Tilly製作的各項聯邦應急計劃撮要

https://www.bakertilly.ca/en/btc/publications/table-support-for-businesses

 

MNP 有關新冠肺炎的資訊

https://www.mnp.ca/en/covid-19

 

Vancouver Economic Commission有關新冠肺炎的商戶資訊

https://www.vancouvereconomic.com/covid-19-business-resources/

 

新冠肺炎：省政府向⼩型商戶提供的⽀援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mployment-business-and-

economicdevelopment/business-management/small-business/covid-

19_small_business_supports.pdf

 

CRA向加拿⼤商戶的其他⽀援

https://www.canada.ca/en/department-finance/news/2020/03/additional-

supportfor-Canadian-businesses-from-the-economic-impact-of-covid-19.html

 

皇家銀⾏有關加拿⼤緊急租⾦補貼（CERS） 的⼗⼤常⾒問題

http://click.website.rbc.com/?

qs=e1bd6edf8689580220f4c50d7133bee11de8f26fb20102799f8e6ba0551d90

831917f33bf1e194eb4e999b5cdbff2fd02113e2305cc99704

 

有需要時可致電1-800-667-2272 Small Business BC尋求協助，他們提供廣東
話、國語及越南語服務。

https://www.bakertilly.ca/en/btc/publications/table-support-for-businesses
https://www.bakertilly.ca/en/btc/publications/table-support-for-businesses
https://www.mnp.ca/en/covid-19
https://www.vancouvereconomic.com/covid-19-business-resources/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mployment-business-and-economicdevelopment/business-management/small-business/covid-19_small_business_supports.pdf
https://www.canada.ca/en/department-finance/news/2020/03/additional-supportfor-Canadian-businesses-from-the-economic-impact-of-covid-19.html
http://click.website.rbc.com/?qs=e1bd6edf8689580220f4c50d7133bee11de8f26fb20102799f8e6ba0551d90831917f33bf1e194eb4e999b5cdbff2fd02113e2305cc99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