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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不仅有对商家有利的税务机制，而且还有商品服务税（GST）和关税方面的优势。例

如，2009年度预算免除了多种机器和设备的关税。加拿大还提供三项世界上最有利出口的项目，

包括：

•	 关税缓征项目；

•	 出口配送中心项目；和

•	 加工服务出口商项目。 

连同各省和各市提供的鼓励性政策，加拿大可以提供世界各地对外贸易区提供的优惠政策——

但是有一项关键的不同之处…… 

您可以在加拿大任何地方享受加拿大的关税和税收减免。无论身处何地，您都可以根据需要享受

对外贸易区的政策。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商务需要申请一项或所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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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好的经商地之一。我们提
供对商家有利的低廉成本、受过良好教育的
劳动力、一流的商业环境和极富竞争力的税
收体制。

加拿大的经济非常稳定，金融机构监管良
好、信誉卓著。加拿大完善的研发基础设施、
先进的工艺技术能力和可靠的技术工人来
源，创造出先进的知识型经济。加拿大也是
进入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门户，拥有
高效的运输和物流体系，便于加拿大的企业

进入美国和国际市场。 

除了这些优势之外，还有“加拿大门户”战
略，这是一项先进的国际商业方案，有助于
企业以较低的价格、更快捷、更高效地进入
全球市场。

加拿大的 
 贸易优势

加拿大的营业税优势
加拿大政府认识到税务对国际竞争力的重大
影响，采取重要措施，加强加拿大的营业税优
势。到2012年，加拿大法定公司所得税率将是
七大工业国中最低的；到2010年，加拿大新企
业投资的整体税率（边际有效税率）也将是
七大工业国中最低的。此外，加拿大跟八十多
个国家签订了所得税条约，通过消除税收壁
垒——例如免除双重征税和降低预扣税，以
方便跨境贸易和投资。

加拿大还有增值消费税——商品服务税
（GST），这种税可以全部退还给从事商务活
动的企业，且不适用于出口。 

加拿大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免除制造原料、
机器和设备的关税。例如，2009年度预算免除
了多种机器设备的关税，以帮助工业界；政府
还在进一步协商，提供更为广泛的关税减免，
以扶持加拿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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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对外贸易区的优惠……

如何运作DDP？
DDP有三个组成部分，根据贵公司的需要，您
可以单独使用或一起使用。这三部分分别为
海关保税仓库、关税减免和出口货品关税退
还。

海关保税仓库

海关保税仓库是贵公司在CBSA授权之下运营
的储存设施。但是，它不必是传统的仓
库——根据您当前的要求，可以是您办公大
楼的一部分，甚至是酒店的会议室。这种仓
库为储存、处理和移动货品方面提供巨大的
灵活性，可以转化为有价值的竞争优势。

下面是利用海关保税仓库的一些好处：

•	 您在货品进入加拿大市场之前不必缴付关
税和税款。

•	 如果从加拿大出口货品，您不用缴付关税
和税款。

•	 您可以大量进口货品，储存在仓库内，需要
它们的时候取出来。这样可以降低先期成
本，因为您只需缴付进入加拿大市场的货品
的关税和税款。

•	 您可以在仓库内储存货品长达四年，在此
期间，您可以各种方法处理货品，只要您不
实质性地改变货品。

如需参加这项项目，申请人必须提供CBSA可以接受的保
证金，并且缴付少许年度许可费。CBSA偶尔可能会来审
计，确保您符合该项目的要求。

如果贵公司从事国际贸易，加拿大有全球最
有利于商业发展的三项鼓励性项目，包括：

•	 关税缓征项目(DDP)；

•	 出口配送中心项目(EDCP)；和

•	 加工服务出口商项目(EOPS)。

总体来看，这些项目中的税务和关税优惠同其
它国家的对外贸易区（FTZ）所提供的优势大
致相当。与传统的对外贸易区中企业的所在地
或许并不理想不同，加拿大这些相当于对外贸
易区的项目可以为公司提供极为重要的地理
灵活性优势。

由于您可以在加拿大任何地方利用这三个
项目，它们能在任何条件最合适的地点为您
提供传统对外贸易区的优惠。您不会受那些
远离您最佳市场的传统对外贸易区所限，也
不会由于基础设施不足、物流体系简陋而蒙
受损失。实际上，DDP、EDCP和EOPS项目能
够在贵企业需要它们的地方创造出对外贸
易区环境。

关税缓征项目(DDP)；

什么是DDP？它能如何帮助我的
企业？
DDP由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管理实
施。如果您具备该项目的资格，CBSA可以延
迟或退还您进口货品通常必须缴付的关税
和税款。

通过免除或延迟这些成本，DDP可以加速您
的现金流转，释放营运资金，使您的出口价
格更具竞争力。利用DDP还可以较容易地吸
引投资及同其它企业合作，有助于发展您
的企业。

加拿大的税务和关税优势：

在加拿大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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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减免项目(DRP)

通过关税减免项目，如果您会出口某些货品
或产品，您可能不必为储存、加工或用于制
造其它出口产品的此类货品的进口缴付关
税。 

关税减免还有其它好处，例如：

•	 从进口之日起到必须为出口货品交付关税，
您拥有四年时间免缴关税。

•	 您可以将货品销售或转让给其它有权享受
关税减免的参与者，并无须缴付关税。在此
情况下，收货公司须承担所有的关税责任。

•	 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您可以用加拿大
制造的零件来代替进口零件。

•	 您不需要提供担保：例如，不需要保证金或
许可费。

值得注意的是，CBSA可能偶尔会来检查，确保
您符合这些要求。

退税(退还关税)

您是否已为您最终出口的货品缴付了关税？
您仍然可以在关税退还的政策之下享受退
税。该政策允许您为进口再出口的货物申请
退税。您必须在进口之日起四年内提出申
请。

如果您出口的货品跟进口时状况相同，或者
您利用它们来加工成其它出口货品，您就可
以申请退税。

可以在海关保税仓库内
进行的工作
可以在海关保税仓库内进行的工作包括：

•	 如果货品出于包装、搬运或运输目的而经
过组装或拆卸，可以拆卸或重装货品；

•	 展示、检验、标签、包装、储存或测试货品；

•	 取出少量货物样品用于推销货品或服务；和

•	 只要货品的特点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并遵守
加拿大或某省的任何适用的法律，可以清
洗、稀释、保养、维修、保藏、分离有缺陷货
品，拣选或分级、修剪、归档、分开、切割。

对于相对您的需求来说已过时或过剩的进口
货品，或者过时或过剩的加工产品，您也可
以享受退税。这些货品必须没有损毁、未经
使用，必须在CBSA监督之下销毁的情况下才
能符合相关要求。在此情况下，您可以在进口
货品后五年内提出退税申请，且须在货品实
际销毁之后。

谁可以参加DDP?

在下列情况下您可能具备DDP的资格：
•	 在将货品投放加拿大市场销售之前储存货
品；或

•	 进口货品，然后出口，并且不会对货品进行
实质性的改变；或

•	 用进口货品生产其它货品供出口。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NAFTA)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非原产货品——即非
原产于美国、加拿大或墨西哥、但被用作
原材料来制造加拿大产品、然后出口到一
个NAFTA国家的货品，NAFTA可以限制其享
受关税减免和退税项目的优惠。有关
NAFTA对DDP的影响的详情可以从
www.cbsa-asfc.gc.ca/publications/dm-md/d7/
d7-4-3-eng.pdf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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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配送中心项目(EDCP)

什么是EDCP？它如何能帮助我
的企业？
EDCP由加拿大税务局（CRA）管理实施，目的
是使那些进口货品和/或在加拿大采购货品、
并通过加工增加有限价值、然后出口的企业
受惠。

如果您具备该项目的资格，您就不必为大多
数进口货品或国内采购价值达$1,000或以上
的货品缴付GST/HST。这样可以改善您的现金
流转，因为您不需要先期缴税、再在GST/HST
申报单上申请抵税额，然后等候退税。

EDCP如何运作？
EDCP参与者一般从国外进口货品和/或在加
拿大采购货品，进行加工增加有限价值，然后
将增值货品出口到加拿大境外的客户。“有限
价值”的标准在这里是关键，因为EDCP的目
的不是让制造或生产用于出口的新产品的企
业受惠。因此，该项目对于从事加工货品的企
业特别有利，例如分销、拆卸、重装、展示、
检验、标贴、包装、储存、测试、清洗、稀释、
保养与维修、保藏、拣选、分级、修剪、归档、
分开或切割。“有限价值”的意思将在下文《
谁能参加EDCP？》中解释。

举例可以阐述得更清楚。假定您是服装供货
商，美国的一家客户同您签约，要求您根据其
规格提供5,000件衬衫。您从印度尼西亚进口
未经加工的衬衫，缝上客户的标签，包装好后
贴上价格，发运到美国。

在此情况下，如果您是EDCP参与者，并且货品
的增值额是在EDCP规定的“有限价值”范围
之内，您可以使用EDCP许可号码，不必为进口
衬衫或为完成订单而进口或采购的大多数货
品缴付GST/HST，只要这些采购总额达到
$1,000或以上。

9

谁能参加EDCP?
如果您符合下列任意情况，您就可能具备
EDCP的资格：

•	 本财政年度您的营运至少有90%是商业活
动。

•	 本财政年度您的营业收入至少有90%是来自
出口贸易。

•	 本财政年度期间您只在进口的或在加拿大
获取的客户产品上增加有限的价值。

– 您通过提供非基本服务增加的价值为10%
或以下；或

– 您增加的价值，按所提供的非基本服务
加上所提供的基本服务计算，占20%或
以下。

•	 您没有实质性地改变货品，例如生产或制
造货品。

综上所说，在评估增值时会区分“基本服务”
和“非基本服务”。上面讨论DDP时已说明，“
基本服务”的意思是可以在海关保税仓库内
进行的服务（见标题为《可以在海关保税仓
库内进行的工作》的侧栏说明）。一般来说，
如果一项服务不符合这些工作中的任意一
种，就是非基本服务。

EDCP参与者必须确保他们在许可有效期内符
合EDCP的资格标准。如需了解这些标准的详
情并获得更多有关EDCP的资料，请登录   
www.cra-arc.gc.ca/E/pub/gm/b-088/README.html 
参阅《GST/HST 技术信息公告B-088》。

加工服务出口商项目(EOPS)

什么是EOPS项目？它能如何帮
助我的企业？
EOPS项目由加拿大税务局管理实施。该项目
免除参与者为进口非本国居民所有的货品缴
付GST/HST的义务，只要进口这些货品的目的
是为了加工、分销或储存后再出口。因此，参
加该项目有助于您的现金流转，减少您的营
运开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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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EOPS项目跟EDCP不同，它不强制规定
您为保持资格而必须达到最低出口销售额。
它对您在属于非居民的货品上所作的增值服
务的价值也不设定限制，也就是说，您可以用
这些货品来为外国客户制造或生产其它产
品，不会危及您的EOPS资格。

EOPS如何运作？
作为EOPS项目参与者，您使用您的EOPS许可
号码，就可免除就进口非居民的货品进行加
工、分销或储存、然后出口而缴付GST/HST的
义务。

例如，假定您的企业为销售采矿设备的公司
提供组装服务。您跟一家英国公司签有合
约，用您的英国客户在美国采购、由您进口到
加拿大的部件，制造200台重型水泵供出口。
由于您是EOPS项目参与者，如果您使用自己
的EOPS许可号码，就不需要缴付进口部件的
GST/HST。 

谁能参加EOPS项目?
要想参加EOPS项目，您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	 进口货品或使用进口货品加工而成的货品
在加拿大的任何时候，您都不能拥有这些
货品。它们必须始终由非加拿大居民拥有，
并且客户不能是加拿大居民。

•	 您进口这些货品的唯一目的必须是为您的
外国客户提供储存、分销、加工、制造或生
产服务。

•	 您不能跟您的外国客户或货品的外国货主
有密切的关系（一般是指有至少90%的共同
所有权）。

•	 您不能将货品的实际占有权转让给其它加
拿大企业，除非是储存或运输。

•	 您必须在申报入关后四年内出口该货品。

•	 不能在加拿大消费或使用这些货品。 

•	 您必须根据进口货品的要求提供相应财务
保证金。

如何申请DDP？
一般来说，如果您是进口商、出口商、加工
商、货主、生产商或仓库运营商，您就可以申
请DDP的某一个或所有部分。您只需要向当地
的CBSA办事处递交相应的文件。该办事处会
对您的申请进行审核，以确定您是否具备资
格。 

获取申请表
您可以登录CBSA的表格网页 www.cbsa-asfc.
gc.ca/publications/forms-formulaires 下载DDP每个
组成部分的申请表（下面还提供这些表格的
直接链接）。 

申请海关保税仓库许可
要想申请海关保税仓库许可：

1. 可登录 www.cbsa-asfc.gc.ca/publications/
forms-formulaires/e401.pdf 填写E401表格《运
营海关保税仓库许可申请表》。 

2. 将填写好的申请表连同证明文件一起，递
交到您仓库所在地区的CBSA办事处。

3. 如果申请获得批准，CBSA会发给您一个海
关保税仓库许可号码。

4. 您需要缴付年度许可费，还必须根据所涉
及的货品种类提供保证金。

申请关税减免
申请关税减免：

1. 可登录 www.cbsa-asfc.gc.ca/publications/
forms-formulaires/k90.pdf 填写K90表格《关税
减免申请表》。

2. 将填好的表格递交到当地的CBSA办事处。

3. 如果申请获得批准，CBSA会发给您一个证
书号码，以识别您是关税减免参与者。

申请退税
要想申请退税：

1. 登录www.cbsa-asfc.gc.ca/publications/forms-
formulaires/k32.pdf 填写K32表格《退税申请
表》。

2. 附上说明货品符合退税资格的文件之后，
将整套文件送交当地的CBSA办事处。在对
申请做出最后审核之前，您通常会在90天
内收到部分或全部退税。

如需就被销毁的过时或过剩的进口货品申请
退税：

1. 填写K32表格，如上。

2. 附上经认证的E15表格《出口或销毁货品证
明》，证明有关的货品。该表格可登录 www.
cbsa.gc.ca/publications/forms-formulaires/e15.pdf 
获取。

3. 将所有文件送交当地的CBSA办事处申请退
税。

如何申请EDCP？
申请EDCP：

1. 从CRA网站 www.cra-arc.gc.ca/E/pbg/tf/gst528/
README.html 下载GST528表格《使用出口分
销中心证书许可》。

2. 将申请表填好，送交当地的CRA税务服务办
事处。您可以登录  www.cra-arc.gc.ca/cntct/
tso-bsf-eng.html 找到有关办事处的名录。

3. CRA会审核您的申请。如果CRA批准您使用
EDCP，会书面通知您许可的有效日期和过期
日期，并会给您一个EDCP许可号码，您可以
用它来进行免税采购或进口货品。

值得注意的是，您必须每三年更新一次EDCP
许可。更新办法是：再次使用GST528表格，重
复申请程序。

如 何 申 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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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www.cbsa-asfc.gc.ca/import/ddr-red/

如需了解关税延期项目的详情，请与CBSA商务
信息系统(BIS)联系，电话 1-800-461-9999  
(英语服务)和 1-800-959-2036(法语服务)。

加拿大境外来电
英语服务： 
204-983-3500 / 506-636-5064   
法语服务：
204-983-3700 / 506-636-5067 

边境信息服务
www.cbsa-asfc.gc.ca/contact/

加拿大税务局
www.cra-arc.gc.ca

如需了解出口配送中心项目和加工服务出口
商项目的详情，请与CRA联系，           
电话613-952-8810。传真 613-990-1233。

地址：边境事务科
一般营运和边境事务处
消费税和GST/HST裁决司
Place de Ville, Tower A, 15th floor 
320 Queen Street, Ottawa ON  K1A 0L5

申请EDCP时，您还可同时申请DDP项目下的关
税减免。在此情况下，须遵从下列程序：

1. 按照上述步骤申请EDCP。

2. 登录CBSA网站 http://www.cbsa-asfc.gc.ca/
publications/forms-formulaires/k90.pdf，填写
CBSA的K90表格《关税减免申请表》 。

3. 将填写好的K90表格送交当地的CBSA办事
处，而不要送交CRA。您可登录 http://www.
cbsa-asfc.gc.ca/ 获取CBSA办事处的名录。 

4. CBSA会审核K90表格，然后书面通知您已获
许可。

如何申请EOPS项目？
申请EOPS项目：

1. 准备一封申请书，申请批准您参加EOPS项目。 

2. 将申请书发送到当地的CRA税务服务办事
处。在 www.cra-arc.gc.ca/cntct/tso-bsf-eng.html 
可以获取办事处的名录。

3. CRA会审核您的申请。如果您参加EOPS项目
获得批准，CRA就会书面通知并发给您一个
EOPS许可号码，您必须在对本项目范围内
的免税进口货品进行入关申报时填写这个
号码。

您在申请EOPS项目时，也可以申请DDP下的关
税减免。在此情况下，须遵从下列程序：

1. 准备一封EOPS项目的申请书，如上述第1步
所示。

2. 登录CBSA网站 http://www.cbsa-asfc.gc.ca/
publications/forms-formulaires/k90.pdf 填写CBSA
的K90表格《关税减免申请表》。

3. 将填写好的K90表格和申请书送交当地的
CBSA办事处，不要送交CRA。可登录        
http://www.cbsa-asfc.gc.ca/contact/ 获取CBSA办
事处的名录。

4. CBSA会审核K90表格。它也会将您的申请信
转交当地的CRA税务服务办事处审核。

5. 假定您被批准使用关税减免和EOPS项
目，CBSA和CRA会书面通知您，并颁发相应
的许可证。

主要联系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