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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BREAKDOWN

2222

独资企业和成独资企业和成独资企业和成独资企业和成
立公司的利弊立公司的利弊立公司的利弊立公司的利弊

可报销和不可报销和不可报销和不可报销和不
可报销的费可报销的费可报销的费可报销的费

用用用用

企业经营的合理企业经营的合理企业经营的合理企业经营的合理
费用支出费用支出费用支出费用支出 Excel

简易记账简易记账简易记账简易记账



需要设立公司经营企业吗？

3333

 做生意一定要设立公司吗？
- 不管是國稅局,省政府,或市政府, 

都沒有规定一定要透過公司型態經營

 设立公司可以扣抵比较多的费用?

- 能扣抵的費用相同.

GST, PST, WCB 的認定及計算完全相同.



独資企业之利弊

4444

▰记账成本低

▰利润和资产

都归个人所有

▰企业损失可抵税

▰ 债务和责任必须由个
人承担

▰ 获利高时，没有税务
规划的空间

▰ 对客户和供应商，和
银行贷款时没有优势

Pros Cons



成立公司之利弊

5555

▰ 法律责任 personal asset protection

▰ 节税规划 Tax Advantages

▰ 企业形象 Enhanced credibility

▰ 股东匿名 Gain Anonymity

Pros

▰ 公司损失只能抵减公司盈利，不能抵减个
人所得税

▰ 公司维护成本高

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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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报销的费用可报销的费用可报销的费用可报销的费用

▰ 礼物

▰ 薪资

▰ 家庭办公室费用

▰ 汽车费用

▰ 餐费

▰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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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报销的费用不可报销的费用不可报销的费用不可报销的费用

▰ 自己或员工的

固定停车费

▰ 俱乐部会员费

▰ 置装费

▰ 针灸，按摩



自雇人士何时自雇人士何时自雇人士何时自雇人士何时////如何申报所得税如何申报所得税如何申报所得税如何申报所得税

▰ 平时不需要交税，次年和个人税一起申报

▰ 自雇人士：填T2125，申报每年收入和费用，计算利润

8888

▰ 营业收入超过三
万，需要注册GST
号

▰ 可以雇用员工

▰ 可参加EI计划，但在缴纳12
个月后才能享受同样的失业
保险

▰ 报税截止日期为6月15日，
必须在4月30日之前交税款

Attention



小型企业何时小型企业何时小型企业何时小型企业何时////如何申报税如何申报税如何申报税如何申报税

虽然百分之百拥有公司，但公司资产和个人财产要划分清楚虽然百分之百拥有公司，但公司资产和个人财产要划分清楚虽然百分之百拥有公司，但公司资产和个人财产要划分清楚虽然百分之百拥有公司，但公司资产和个人财产要划分清楚

股东往来股东往来股东往来股东往来

▰ 股東將資產帶入企業

▰ 股東取用企業現金

▰ 股東享用企業資產

9999

▰ 企業租用股東資產

▰ 企業使用股東資產

▰ 企業向股東借貸



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1111））））

▰ 企业本身提供餐饮和娱乐

▰ 向客户收取费用，并在账单上
显示

▰ 雇员的收入包括了餐饮娱乐费

▰ 慈善活动中产生的餐饮娱乐费

▰ 向建筑工地上的雇员提供餐饮
的费用

10101010

餐饮和娱乐费一般只能申报50%，但以下情况可报销100%

不仅要保留单据，还需拥有良好记录：什么场合，请了什
么人，是否与营业利益有关



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2222））））

▰ 雇员可包括家人

▰ 必须保留支付工资

的记录

▰ 支付现金必须保留

签字的单据备查

▰ 必须在加拿大的

报纸或媒体刊登

▰ 受用群体必须是

加拿大人

11111111

雇员工资 广告费



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3333））））

坏账坏账坏账坏账

▰ 根据具体情况不同，自雇和小生意人士可以申报坏帐。

保险费保险费保险费保险费

▰ 所有商业用途的房屋、机器、设备，汽车的各种保险费用

折旧费用折旧费用折旧费用折旧费用

▰ 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每年可按照规定的比例进行折旧，土地除外

12121212



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4444））））

▰ 向银行贷款买生意的利息

▰ 借钱购买车子，机器所产
生的利息

▰ 与贷款相关的各种费用，
如申请费，中介费

▰ 借钱购买土地产生的利
息，只能抵扣这块土地
带来的收益减去其他所
有的相关费用后余下的
收益，不能形成亏损

13131313

利息费用



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5555））））

14141414

生意用车费用

▰ 主要为购车贷款利息&汽车的折旧。或租赁费

Automobile Expenses 车辆费用 Net of GST GST Total

Fuel 汽油费

Insurance汽车保险

License & registration 驾照注册

Parking fee 停车费

Other 其他维修费等

其他



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6666））））

生意用车费用生意用车费用生意用车费用生意用车费用 ---- continuedcontinuedcontinuedcontinued

▰ 费用需要按业务用与自用的比例(按里程数计)申报成本，要
保留好汽车使用里程登记记录（mileage log）

- the total kilometres you drove in the tax year

- the total kilometres you drove for business purpose

- the date, destination (from and to), purpose, and the kilometres of 
each business trip

- Driving back and for the between home and work is considered 
personal use

15151515



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6666））））

生意用车费用生意用车费用生意用车费用生意用车费用 ---- continuedcontinuedcontinuedcontinued

▰ 买车省税还是租车省税？

▰ 买在公司名下还是个人名下比较省税？

16161616



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7777））））

如果你的家是你经常和客户会面的地方

▰ 按照房屋商用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计算

▰ 按照商用房间数量和总房间数量的比例计算

17171717

家庭办公室费用



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企业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7777））））

18181818

Expense of home use Costs

Heat & gas取暖瓦斯费

Electricity电费

Insurance for home房屋保险

Maintenance维修保养

Mortgage Interest房屋贷款利息

Property tax地税

Rent房租费

Other 其他



记记记记账方式账方式账方式账方式

▰ Excel 简易表格

▰ 自雇简易表格

1919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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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Any questions?Any questions?Any questions?Any ques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