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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 Markham Corporation
目的地万锦有限公司
www.visitmarkham.ca 
info@visitmarkham.ca

概述
Destination Markham Corporation (DMC) 目的地万锦有限公司 (DMC)是一个新成立的实体，
其使命是将万锦市推广为一个卓越的目的地，鼓励旅游业并刺激当地的商业经济.

主要旅游目标是研究、开发、营销和发展万锦的旅游经济, 与酒店
业、节日和活动、会议和旅行规划者、景点运营商、文化机构、
体育旅游、娱乐和休闲提供商、万锦市及其他地区合作并建立关
系。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 COVID-19 大流行, DMC 调整了举措并发起了 #万锦安全 #MarkhamSafe 运
动，以帮助教育和支持企业以及公众在万锦安全地用餐、购物和玩耍, 遵守法规并遵循联邦、
省、地区和市级政府和公共卫生官员的指导.

效益和资源
在南安大略联邦经济发展局 TIAO/FedDev Ontario 的支持下，作为 DMC 支持万锦安全旅游的承
诺的一部分, 目的地万锦旅游/酒店业务恢复计划 Destination Markham Tourism/Hospitality 
Business Recovery Plan  侧重于提供以下基本要素:

1. 协助企业重新开业和恢复
2. 消费者和商业教育确保健康和安全
3. 推广万锦旅游和 #万锦安全 #MarkhamSafe 倡议的营销活动
4. 消费者和企业界连接大使计划

后续步骤
● 在我们的网站 visitmarkham.ca/submission/  免费发布您的业务列表
● 发电子邮件 info@visitmarkham.ca 与一位大使联系以获得一对一的业务支持
● Sign up for our e-newsletter 注册我们的电子通讯，了解对企业的最新公告和更新
● 在以下网址注册免费教育研讨会       visitmarkham.ca/freeworkshops/
● 在社交媒体上与 DMC 联系以获得即时营销支持

@visitmarkham /visitmarkham @visitmarkhamca

www.visitmarkha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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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 DMC 合作伙伴计划资金 
www.visitmarkham.ca/business-support/

概述
DMC 正在启动其第一个合作伙伴计划，为正在应对大流行的旅游组织提供支持，以保持其业务
开放并推动项目以促进万锦旅游经济的恢复和振兴.

合作伙伴计划为 DMC 对合作伙伴关系的贡献提供了机会，可达项目成本的 20%，最高 
$10,000. 支持水平将根据项目的强度和要求逐案确定.

合作资金类别: 申请合伙资助类别之一:

1. 业务支持
2. 产品和体验开发
3. 市场推广及传讯支持

2021 年日期和期限
DMC 为企业组织提供多个接收期，以便灵活并快速适应大流行造成的不稳定情况. 每季度考虑
一次申请. 申请提交必须不迟于:

2021 年 6 月 7 日，适用于2021年7月1日至 9月30日开始的项目 
2021 年 9 月 7 日，适用于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开始的项目

*申请人将在提交截止日期后的 10 天内收到通知

@visitmarkham /visitmarkham @visitmarkhamca

www.visitmarkham.ca

后续步骤
● 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s://visitmarkham.ca/business-support 了解更多关于资格和申请流程的信息.
● 在这里申请 DMC 合作伙伴计划申请（PDF 格式即将推出）
● 对于申请反馈或问题，请联系 DMC 协调员 Monica Pain, mpain@markham.ca

http://www.visitmarkham.ca/business-support/
https://www.instagram.com/visitmarkham/
https://www.facebook.com/visitmarkham
https://twitter.com/visitmarkhamca
http://www.visitmarkham.ca


万锦市: 对企业应对新冠肺炎 COVID-19 的支持
markham.ca/covid19
customerservice@markham.ca

概述
万锦市继续监测并遵循联邦、省和地区各级公共卫生官员的建议. 企业和居民可以通过访问找到
值得信赖的新冠肺炎 COVID-19 信息和更新 markham.ca/covid19.

受新冠肺炎 COVID-19 影响的城市服务
虽然许多城市设施对公众关闭，直至另行通知, 我们的民选官员和工作人员仍然在努力工作，并
且将继续向我们的社区提供基本服务. Service levels | What’s open & closed

安全信息和资源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继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保护彼此的安全. 现在不是放松警惕的
时候. 每一个动作都很重要.

● COVID-19 Safety Tips 新冠肺炎安全提示 (英语、泰米尔语和简体中文)
● Mandatory Masks 强制性戴口罩 (英语、泰米尔语和简体中文)
● Temporary Patio Extension Program 临时庭院延期计划
● Online services 在线服务

新冠肺炎 COVID-19 合规
我们 24/7 工作以确保万锦安全. 希望更好地了解 COVID-19 (新冠肺炎) 健康和安全法规的企业
可以访问 markham.ca/CovidEnforcement. 我们随时为您提供帮助. 不遵守 COVID-19 (新冠肺
炎) 安全措施的当地企业将被开罚单并处以罚款，屡犯者可能面临暂时关闭. 那些遵守 COVID-19 
规定的人们 - 我们感谢您帮助维护社区安全.
 信息有英语、简体中文、泰米尔语和波斯语版本.

小型企业帮助
在这些充满挑战的时期，金融、税务和法律研讨会以及预先录制的网络研讨会将继续通过万锦小
企业中心 Markham Small Business Centre 提供. 见单独的页面.

获取最新的紧急信息和更新
Sign up for the City of Markham’s eLerts 注册万锦市的 eLerts 电子警报，以获取安大略省政
府颜色编码的 COVID-19 (新冠肺炎) 响应框架内有关 COVID-19 (新冠肺炎) 限制变化的最新信
息和其他重要新闻.

www.visitmarkha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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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区经济发展:
约克链接 York Link 对企业应对 COVID-19 (新冠肺炎) 的支持
yorklink.ca/covid19
edo@york.ca

概述
约克区与该地区的当地城镇合作，通过 York Link 约克链接, 
作为一个可访问的一站式商业信息和资源商店，特别是对于 
COVID-19 (新冠肺炎) 资金和支持计划. 有关业务支持的信
息包括有关不断变化的法规、业务补助金和补贴的最新信
息，请访问 yorklink.ca

对企业的公共健康和安全资源
约克区市政府拥有多种资源，可就必须遵守的严格健康和安全措施向雇主、员工和客户提供建
议，包括适当的社交距离、消毒规程, 和更多:

● COVID-19 in York Region 新冠肺炎在约克地区
● Preventing COVID-19 in the Workplace
工作场所新冠肺炎预防

● Enforcing COVID-19 Regulations 执行新冠肺炎法规

资金资源
为了帮助约克区居民了解可用的政府支持，可在下方和网址上找到适用于企业的联邦和省级计
划的简介 yorklink.ca/covid19

● Primary Federal and Provincial Funding Program Summary (PDF)
主要联邦和省投资计划的概要

后续步骤
● 无论您是在寻找小型企业支持、创业资源还是有关我们行业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这找到

yorklink.ca/COVID19
○ 有关标牌信息指南，请参阅“重新营业”并查看以下

The Regional Municipality of York 约克地区城市

● 联系约克地区的经济发展团队进行查询或通过

edo@york.ca 获取更多信息

www.visitmarkha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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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yorklink.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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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edo@york.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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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Ontario
安大略省旅游业协会
www.tiaontario.ca/cpages/home
membership@tiaontario.ca

概述
安大略省旅游业协会 Tourism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Ontario (TIAO) 的使命是成为安大略省多元
化旅游业的统一声音，以实现增长和繁荣. 他们总共代表了近 200,000 家企业和 400,000 名员工. 
他们代表安大略省的旅游业从事政府关系，与教育部、劳工部、财政部、基础设施部、交通部以
及文化遗产部、体育部、旅游部和文化产业部等部门合作. 他们提倡对安大略省的旅游业进行进
一步投资，并努力影响可能对其产生冲击的政府政策.

资源
TIAO 负责向安大略省酒店和旅游业的利益相关者颁发安全旅行盖章 #SafeTravelsStamp. 此盖章
是世界旅行和旅游理事会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 (WTTC) 创建的国际符号，向当前和潜在

旅行者发出信号，表明企业、目的地或政府遵循全球标准化的健康和安全协议，从而提高消费者
的信心. TIAO 还通过其网站和时事通讯提供有关新立法和正在审查立法的相关信息和及时更新，
仅限会员的访问资源以及企业和合作伙伴的协作网络.

效益

TIAO 被公认为服务于安大略省多元化
旅游业的伞式政府倡导组织. 借助南安大略联邦经济发展局 FedDev 
Ontario’s RRRF COVID-19 新冠肺炎资金提供的 3000 万元, 
TIAO 为南安省的目的地营销组织 Destination Marketing 
Organizations (DMOs) , 包括目的地万锦, 自COVID-19 新冠肺炎 
大流行开始以来，经历了严重的收入短缺. 

DMO 对当地旅游经济至关重要，有助于依赖旅游业的中小企业的
生存和复苏.

后续步骤
● 成为 TIAO 会员,  目前提供 2021 年免费会员资格!
● 访问他们的网站以获取更多信息或联系目的地万锦以获取中英文翻译申请表，申请您
的安全旅行盖章 #SafeTravelsStamp

www.visitmarkha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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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Counties Tourism中部县旅游
centralcounties.ca
info@centralcounties.ca

概述
中部县旅游 (CCT)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在 哈德沃特斯 Headwaters、约克 York 
和 达勒姆 Durham 地区建立更强大、更具竞争力的旅游业. CCT 专注于目的地研究和
开发，是有关消费者需求和市场趋势的宝贵信息来源，并提供帮助行业合作伙伴发挥

潜力的计划. CCT 的职责是在泛区域旅游中进行战略营销、产品和劳动力开发以及招
商引资.

效益、资源和后续步骤
● 注册 CCT 的每月电子通讯，了解旅游业的事件、新闻和更新
● 考虑一个能吸引游客到该地区和/或让他们在这里停留更长时间但缺乏资金的项目? 申请 CCT 的
行业合作伙伴计划 CCT’s industry partner program 如果获得批准，他们将承担高达 40% 的项目
成本! 提案提交截止日期因项目开始日期而异，请参阅网站.

York Region Arts Council -  Experience York Region
约克区艺术委员会 - 体验约克区
Experienceyorkregion.com
info@experienceyorkregion.com

概述
体验约克区是约克区艺术委员会 (YRC) 和约克区经济战略处之间的一项合作计划. 
它们共同提供了一个中央在线资源，以发现该地区九个城市的事件、活动和景点，
其中之一是万锦市! 该网站包括从小径到餐厅的所有信息以及一个包含精选内容的
博客，使其成为一个有价值的旅行计划工具.

效益、资源和后续步骤

● #ReadyWhenYR "  当你准备好" 是一项旅游营销活动，旨在通过鼓励对当地艺术和文化以

及旅游和酒店业的支持来促进经济复苏.  目标是向居民和游客展示企业已安全重新开业并
准备好迎接他们.  通过填写注册表 registration form 并下载社交媒体工具包 social media
toolkit 邀请企业、活动和组织参与.

www.visitmarkha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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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Dev Ontario 南安大略联邦经济发展局
(南安大略地区发展局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for Southern Ontario)
feddevontario.gc.ca
免费电话: 1-866-593-5505

概述
加拿大区域发展局 Canada's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 (RDA) 与企业和创新者密切合

作，推动经济增长，为加拿大人创造更多高薪的中产阶级工作，使区域经济多样化，从而帮助
社区繁荣发展. 加拿大有六个 RDA, 包括支持安大略省南部的南安大略聯邦經濟發展局
FedDev Ontario.

效益、资源和后续步骤
南安大略联邦经济发展局 FedDev Ontario 提供三个核心资金流:
1. Business Scale-up and Productivity 业务扩展和生产力
✓ 为面向全球的企业加速发展, 将创新产品和技术商业化的高潜力公司，以及具有扩大规模
以提高生产力以实现全球竞争力和市场扩张的公司

2. Reg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 为非营利组织提供有利于业务创新和增长的环境, 经济利益相关者在代表性不足的群体中
培养创业人才，以支持乡村企业的创新和增长机会和网络

3.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versification 社区经济发展和多元化
✓ 在小型和农村社区实现包容、可持续的增长，帮助他们充分参与经济机会并从中受益，
让这些社区的合作伙伴应对其独特的经济条件（发展, 多样化, 转型）

应对新冠肺炎 COVID-19 资金: Regional Relief and Recovery Fund (RRRF)
区域救济和恢复基金

● 全国超过 20 亿元的财政援助（其中 25% 保留给旅游部门）和 4.364 亿元通过南安大略联邦经

济发展局 FedDev Ontario 提供给 (a) 申请其他联邦救济措施但未能获得资金或 (b) 获得了联邦新
冠肺炎 COVID-19 救济措施（以及通过其他级别政府提供的救济措施）并继续因新冠肺炎

COVID-19 大流行而陷入困境
● 旨在支持持续运营和成功恢复.  符合条件的成本包括现有设备和机械的资本租赁付款、每月保险
付款、个人防护设备和清洁费用，以及其他可用的联邦新冠肺炎 COVID-19 救济措施未涵盖的部
分租金、工资和财产税

有关截止日期和资格等最新信息，请访问 feddevontario.gc.ca/RR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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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承诺
postpromise.com
info@postpromise.com

概述
POST (People Outside Safely Together)（人们在外面安全地在一起) 承诺是一项双语、国家和私

营部门主导的倡议，旨在帮助加拿大人在新冠肺炎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自信而安全地访问并在
当地企业工作. 它标志着企业致力于实施和实践工作场所安全的五个关键步骤, 从而有助于防止
新冠肺炎 COVID-19 的传播. 该计划由加拿大商业委员会 Business Council of Canada, 加拿大零
售委员会 the Retail Council of Canada, 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 the Canadian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和加拿大餐馆业会 Restaurants Canada, 并拥有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 
CIBC, 福特 Ford, 凯迪拉克 费尔维尤 Cadillac Fairview, 麦卡锡·泰特罗 McCarthy Tétrault, 和多
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等合作伙伴.

工作场所安全的五个关键步骤:
1. 保持身体距离
2. 身体不适就待在家里
3. 需要时戴面罩
4. 定期清洁消毒
5. 洗手并消毒

效益和资源
POST 承诺将各行各业的所有企业聚集在一起
实施一种通用方法，然后通过一致的视觉提示进行传达. POST 承诺不是任何监
管机构的 “证明” 或 “批准”. 

所有企业仍需遵守当地公共卫生办公室和政府机构的法律和推荐指南. 完成后，
为企业提供所需的沟通和实施工具, 

例如用于打印和采样社交媒体内容的 PDF，以教育员工并使客户了解已做出的承诺. 还可以购

买促销工具包（$10.00 元，可选）.

后续步骤

● 要做出承诺，请访问 postpromise.com/en/make-the-promise/
● 要了解有关 POST 承诺, 观看我们的“建立消费者信心” “Building Consumer

Confidence” 视频在  visitmarkham.ca/past-workshops/ 从2021年2月起, 由总裁劳

拉·赫恩 Laura Hearn 主持

● 采取下一步行动，获取您的安全旅行盖章 Safe Travels Stamp, 请参阅单独的页面或联系 DMC
www.visitmarkha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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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
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
#SafeTravelsStamp 安全旅行盖章
tiaontario.ca/cpages/safetravelsstamp
wttc.org/COVID-19/Safe-Travels-Global-Protocols-Stamp
info@tiaontario.ca

万锦市拥有 100 多家安全旅行盖章 #SafeTravelsStamp 企业!

概述
世界旅行和旅游理事会 (WTTC) 努力支持世界各地的旅行和旅游业从新冠肺炎 COVID-19 中恢复
过来. 与其成员、政府和卫生专家协商，并遵守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的指导方针, WTTC 制定了称为 “新常态全球协议” “Global Protocols for the New Normal”
的通用标准，以确保大流行期间和之后的劳动力和旅客的安全. 这些全球协议因行业而异，每个
指导文件都可以在 WTTC 网站上找到.

效益和资源
安全旅行盖章 SafeTravelsStamp 旨在让旅行者识别采用这些全球标准
化健康和卫生协议的目的地和企业. 然后通过一致的视觉提示传达这种
常见的方法，鼓励游客自信地返回并感到安全.

后续步骤
● 在安大略省从事旅行和旅游的公司必须通过安大略省旅游行业协会 Tourism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Ontario (TIAO), WTTC 的成员, 申请安全旅行盖章 #SafeTravels Stamp. 符
合条件的包括景点、餐厅、酒店、户外购物和旅行社等.  了解更多信息和申请, 请访问
tiaontario.ca/pages/safetravelsstamp !

● 鼓励企业在申请前完成 POST Promise 承诺.

安全旅行盖章 #SafeTravels Stamp 收件人现在会收到 DMC 提供的免费促销套件!

安全旅行盖章 #SafeTravels Stamp 计划中包含的行业:

酒店  餐厅  交通和机场  航空公司  景点  

游轮旅行社  短期租赁  汽车租赁  户外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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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
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
#SafeTravelsStamp 安全旅行盖章
tiaontario.ca/cpages/safetravelsstamp

info@tiaontario.ca

分步指南：申请安全旅行盖章
如需协助您的申请，或接收英文-中文翻译申请表，请

电邮 ambassador@visitmarkham.ca或 info@visitmarkham.ca

1. 通过访问下载申请表格 tiaontario.ca/cpages/safetravelsstamp或从 目的地万锦

(visitmarkham.ca/safety) 要求

2. 确定您的企业或组织根据您所在的行业遵循哪些 “新常态全球协议”
请浏览 “Global Protocols for the New Normal”
访问 wttc.org/COVID-19/Safe-Travels-Global-Protocols-Stamp.

3. 制定计划以实施并确保符合您所在行业的协议.

4. 通过访问并同意 Terms & Conditions条款和条件
wttc.org/SafeTravels-Stamp-Terms-Conditions.

info@tiaontario.ca5. 将您填妥的申请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6. 认证成功后通知 "目的地万锦" !

其他符合条件的行业特定健康与安全协议:

 

酒店/汽车旅馆: Safe Stay 

由加拿大酒店协会 Hotel Association of Canada 提供 
hacsafestay.com 

餐厅/餐饮服务业: DineSafe
由安大略餐厅酒店和汽车旅馆协会
Ontario Restaurant Hotel & Motel Association 提供 
dinesaf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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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ham Small Business Centre 万锦小型商业中心
网站: markham.ca/msbc 电邮: msbc@markham.ca 电话:  905.477.7000 分机 6722

|
概述
由万锦市和安大略省政府资助的万锦小企业中心 (MSBC) 通过一对一咨询和小组教育研讨会为
新的和成长中的万锦企业提供免费和保密的商业建议和信息.  他们专注于小型企业的初创和早期
发展，还为符合条件的全职和学生企业提供指导和小额资助机会.

效益和资源
● 新冠肺炎 COVID-19 商业新闻、信息和公告的最新网站列表
● 关于基本商业知识主题的免费研讨会和讲习班，例如: 业务规划、启动法规和要求、预算
和财务预测、销售和营销、数字战略、税收等

● 特殊商业计划 (指导和小额赠款资助)
● 有关受新冠肺炎 COVID-19 影响的企业的各种数字机会的信息

后续步骤
● 联系 MSBC 的商业顾问:  msbc@markham.ca

● 注册经济发展电子通讯 Economic Development e-newsletter 以了解最新信息:

https://www.markham.ca/wps/portal/home/business/msbc/subscribe-to-email-list

● 详情访问Markham Small Business Centre website (markham.ca/msbc)

/BusinessMarkham @BusinessMark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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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ham Board of Trade万锦贸易委员会
markhamboard.com
info@markhamboard.com

概述
万锦市贸易委员会(MBT)是万锦市首屈一指的商业协会，自1982年以来一直为社区服务. 
MBT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旨在促进社区、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并代表企业面向各级政府进行
倡导.

效益和资源

MBT 为其会员提供独家计划和服务，以帮助他们发展业务和
网络，同时通过首选定价计划和奖励供应商关系为他们节省
资金. 委员会还代表其成员倡导，定期与各级政府代表会
面，以确保万锦市有利于业务发展的环境.

MBT 还组织了许多活动，例如一年一度的贸易展和社交活动以及一年一度的女士社交午餐会. 
他们负责万锦市领先的商业出版物, 万锦之声 Markham VOICE, 为当地企业提供各种广告机
会, 以及以当地产品和服务为特色的年度采购指南 Annual Buyer’s Guide.

为应对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MBT 推出了万锦开业 “Open In Markham”， 
一个在线目录，万锦企业可以在其中提交他们的列表，以与公众分享有关产品和
服务、营业时间和联系等信息. 企业被分类以帮助潜在消费者找到他们正在寻找

的东西!

后续步骤
● 点击这里 here 或访问 markhamboard.com 了解更多信息,  报名参与 MBT 的公众电子
通讯,  或了解会员的益处.

● 访问 openinmarkham.com 提交列表并浏览本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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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ham Public Library 万锦公共图书馆 
Markhampubliclibrary.ca | markhampubliclibrary.ca/business
mplchats@markham.library.on.ca
(905) 513-7977

概述
万锦公共图书馆 (MPL) 有 8 个分馆，为约 250,000 名居民提供服务，由于新冠肺炎 COVID-19，
目前服务有限（请访问他们的网站以获取最新的运营信息）. MPL 还提供广泛的资源，通过
他们的研讨会、时事通讯和图书馆员协助万锦市内的小型企业和求职者.

效益和资源
MPL 为万锦市居民提供新的商业通讯 business newsletter,
在线编程 online programming,在线商业资源 online
business resources, 和商业书籍 businessbooks. 他
们每个月还主持与业务相关的虚拟节目, 职业, 而及
健康和保健等. MPL 还拥有庞大的资源数据库，可根据您
的业务需求为您推荐, 

例如教育和培训平台访问和其他支持计划. 在新冠肺炎 COVID-19 大流行期间，MPL 在其网站和
社交媒体渠道上展示了许多本地企业. 图书馆顾客还将找到有助于在大流行期间保持健康生活的
文章，例如有关如何管理焦虑和压力的文章.

后续步骤
● 访问 MPL 的网站 markhampubliclibrary.ca 以注册他们的电子通讯和新冠肺炎COVID-19
大流行期间服务修改的更新

● 如需即时帮助（一般问题、浏览电子资源等），请使用名为问 Ask MPL ! 的实时聊天服
务！ 每周日上午 10:00 至下午 5:00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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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Business Supports - Federal

Highly Affected Sectors Credit Availability Program (BDC HASCAP) Guarantee
高影响区域信贷可用性计划保证
Business Development Bank of Canada  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 
https://www.bdc.ca/en/special-support/hascap?ref=shorturl-hascap

BDC HASCAP 担保为收入因新冠肺炎 COVID-19 而至少三个月（不一定是连续）下降 50% 或
更多的中小企业提供 $25,000 至 $100 万元的担保低息贷款支付他们的运营成本. 要获得资格,

企业必须已收到 CEWS 和/或 CERS 的付款； 否则，他们必须提供反映合格收入减少的财务报表.

✓ 还款期限最长 10 年，本金支付延期最长 12 个月，利率为 4%
✓ 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之前可通过您的主要金融机构获得

Business Credit Availability Program (EDC BCAP) Guarantee 商业信用可用性计划保证
Export Development Canada 加拿大出口发展部
https://www.edc.ca/en/solutions/working-capital/bcap-guarantee.html#

EDC BCAP 担保为各种规模、行业和地区的企业提供高达625万元的担保贷款，这些企业的收入
因新冠肺炎 COVID-19 而减少，以支付其运营成本. 企业无需出口即可获得资格.

✓ 还款期限为 5 年，本金支付延期 6 个月
✓ 2021 年 6 月之前可通过您的主要金融机构获得

Regional Relief and Recovery Fund (RRRF) 区域救济和恢复基金
Fede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gency for Southern Ontario (FedDev Ontario)
南安大略联邦经济发展局
https://www.feddevontario.gc.ca/eic/site/723.nsf/eng/h_02581.html?OpenDocument

RRRF 正在全国范围内向以下企业和组织提供超过 20 亿元的援助（其中 25% 为旅游区域预留）, 
这些企业和组织 (a) 申请其他联邦救济措施未成功，或 (b) 获得其他联邦救济措施并继续因 
新冠肺炎 COVID-19 而遇到困难. 这笔资金旨在支持他们的持续运营和恢复.

5.364 亿元可通过南安大略联邦经济发展局 FedDev Ontario 获得，优先考虑那些在旅游部门
经营的人和在经济中代表性不足的群体.

✓ 符合条件的成本包括现有设备和机械的资本租赁付款、每月保险付款、个人防护设备
以及其他联邦救济措施未涵盖的部分租金、工资和物业税

✓ 选项 1 - $60,000 元或以下的资金：有条件偿还的无息贷款
○ 2023年1月1日前无需还款，2025年12月31日前全额还款
○ 如果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偿还剩余的 $40,000 元，则可免除 $20,000 元
○ 申请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

✓ 选项 2 - 高达 $1,000,000 元的资金：无条件偿还的无息贷款

www.visitmarkham.ca
*免责声明：“金融业务支持”页面中提供的详细信息由DMC工作人员根据发布时可用的信息进行简化，仅供参考.

请查看提供的网站上的完整详细信息，以确认最新的计划详细信息和资格.

金融业务支持 - 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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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Business Supports - Federal 
金融业务支持 -联邦 继续
Canada Emergency Wage Subsidy (CEWS) 加拿大紧急工资补贴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subsidy/emergency-wage-subsidy.html

CEWS 通过覆盖高达 75% 的员工工资来帮助符合条件的加拿大雇主，这些雇主的收入因新冠
肺炎 COVID-19 而减少，使企业能够防止进一步失业、重新雇用工人并恢复正常运营.

✓ 最后一次索求期于 2021 年 6 月 5 日结束（建议延长至 2021 年 9 月 25 日）
✓ 申请或修改的截止日期是每 4 周索求期结束后的 180 天
✓ 如果您错过了索求期的最后期限，CRA 现在会在某些情况下在该索求期的最后期限后

30 天内考虑您的索求
Canada Emergency Rent Subsidy (CERS) 加拿大紧急租金补贴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subsidy/emergency-rent-subsidy.html

CERS 直接向合格的企业和组织提供高达 65% 的符合条件的费用的租金或抵押贷款支持. 
那些经营受到强制性公共卫生命令显着限制的人可以在索求期内获得额外的 25%. 没有收入最低
下降的要求, 才有资格.
✓ 补贴高达 90% 的符合条件的费用，每个营业地点最高 $75,000 元，所有地点一起最
高 $300,000 元（合并）

✓ 最后一次索求期于 2021 年 6 月 5 日结束（建议延长至 2021 年 9 月 25 日）
✓ 申请或修改的截止日期是每 4 周索求期结束后的 180 天
✓ 如果您错过了索求期的最后期限，CRA 现在会在某些情况下在该索求期的最后期限后

30 天内考虑您的索求

Canada Emergency Business Account (CEBA) 加拿大紧急商业账户
https://ceba-cuec.ca/

CEBA 向收入因新冠肺炎 COVID-19 而减少的小型企业和非营利组织, 但有不可递延的费用，如
租金、水电费、保险和物业税, 提供高达 $60,000 元的无息、部分可免除的贷款.

✓ 2023 年 1 月 1 日之前无需还款，之后为每年 5% 的利息，并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全
额还款

✓ 如果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偿还剩余的 $40,000 元，则可免除 $20,000 元
✓ 通过主要金融机构申请 $60,000 元贷款或 $20,000 元扩展（截至 2020 年 12 月 4 日）的
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

www.visitmarkham.ca
*免责声明：“金融业务支持”页面中提供的详细信息由DMC工作人员根据发布时可用的信息进行简化，仅供参考.

请查看提供的网站上的完整详细信息，以确认最新的计划详细信息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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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Business Supports - Federal
金融业务支持 - 联邦  继续
Black Entrepreneurship Loan Fund 黑人创业贷款基金
Black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 (BEP) 黑人创业计划
https://www.ic.gc.ca/eic/site/150.nsf/eng/home

BEP 是联邦政府、黑人领导的商业组织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四年内投资高达 2.21 亿元. 作
为该计划的一部分，黑人创业贷款基金将向加拿大各地的黑人企业主和企业家提供高达 $250,000 的贷款.
该基金将由非裔加拿大经济学联合会 Federation of African-Canadian Economics (F.A.C.E.) 管
理, 该联合会是一个由黑人领导的组织组成的联盟，致力于刺激非洲裔加拿大人的经济增长.

✓ 2021 年 5 月开放申请（有关最新信息，请访问上面的 网址）

Indigenous Businesses Initiative 原住民企业倡议
https://www.sac-isc.gc.ca/eng/1588079295625/1588079326171

联邦政府将向中小型原住民、因纽特人和梅蒂斯企业提供高达 $60,000 元的无息贷款，
其中包括不偿还的补助金，金额高达 3.068 亿元. 该支持由全国土著资本公司协会
National Aboriginal Capital Corporations Association (NACCA) 

和加拿大土著服务机构 Indigenous Services Canada (ISC) 管理, 并可通过土著金融机
构 Aborigi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FIs) 和梅蒂斯资本公司获得.
✓ 这一举措反映了加拿大紧急商业账户 Canada Emergency Business Account (CEBA).
✓ 在收到的 $40,000 元中，$10,000 元是不偿还的补助金，$30,000 元是无息贷款. 在
收到的 $60,000 元中，$20,000 元是不偿还的补助金，$40,000 元是无息贷款.

Indigenous Community Business Fund 土著社区商业基金
https://www.sac-isc.gc.ca/eng/1596809415775/1596809469296

该基金将提供 1.17 亿元的不偿还补助金，以支持原住民、因纽特人和梅蒂斯社区- 或因新冠肺炎 
COVID-19 而收入减少但不符合其他联邦救济措施的集体所有企业. 它旨在支持他们的持续运营和
恢复，并持续接受申请.

✓ 在 资金流 1下，不需要申请. 资金直接转移到社区和集体.
✓ 在 资金流 2 下，资金是基于提案的. 对于符合条件的原住民和因纽特人企业，将由加拿大土

著服务部 Indigenous Services Canada (ISC) 管理, 对于符合条件的梅蒂斯企业，将由选定
的梅蒂斯组织管理.

✓ 有关完整的计划详细信息、资格标准和申请流程，请访问上面的 URL.

www.visitmarkham.ca
*免责声明：“金融业务支持”页面中提供的详细信息由DMC工作人员根据发布时可用的信息进行简化，仅供参考.

请查看提供的网站上的完整详细信息，以确认最新的计划详细信息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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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Business Supports - Provincial

Ontario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mall Business Support Grant 安大略省旅游和酒店小企业支持补助金
https://www.ontario.ca/page/businesses-get-help-covid-19-costs

这笔一次性补助金为旅游和酒店业中符合条件的小型企业提供 $10,000 至 $20,000 元的资金，这
些企业未  获得安大略省小型企业支持补助金. 符合条件的企业包括酒店、汽车旅馆、旅行社以及
娱乐和过夜营地.

✓ 企业不可以获得以前的安大略省小型企业支持补助金
✓ 如果业务在 2019 年 7 月 2 日之前被收购或开始运营：业务必须经历至少 20% 的收入下降
✓ 如果企业在 2019 年 7 月 2 日之后和 2021 年 1 月 1 日之前被收购或开始运营：如果满足所有

其他标准，企业将获得最低 $10,000 元
✓ 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员工人数不超过 99 人
✓ 申请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25 日

Property Tax & Energy Cost Rebate Grants 物业税和能源成本回扣补助金
https://www.ontario.ca/page/businesses-get-help-covid-19-costs

这些补助金为因省级公共卫生措施（修改后的第 2 阶段、控制、封锁或全省范围内关闭）而需
要关闭或严重限制服务的企业提供市政和教育部分的物业税以及电力和天然气能源成本的回扣.

✓ 有资格获得安大略省小型企业支持补助金的企业, 合格
✓ 整个公共卫生措施期间均可获得资金
✓ 必须提交费用证明，例如物业税账单和在实施公共卫生措施之日或之后收到的第一份
能源账单

*免责声明：“金融业务支持”页面中提供的详细信息由DMC工作人员根据发布时可用的信息进行简化，仅供参考.
请查看提供的网站上的完整详细信息，以确认最新的计划详细信息和资格.

金融业务支持 - 省级

https://www.ontario.ca/page/businesses-get-help-covid-19-costs#section-0
https://www.ontario.ca/page/businesses-get-help-covid-19-costs


其他业务资源
有关最新信息，请访问提供的网站，或发送电邮至 info@visitmarkham.ca

Ontario’s COVID-19 Sector-Specific Guidance 新冠肺炎特定行业指南
在工作场所预防新冠肺炎 COVID-19 的资源.
下载模板以制定强制性书面新冠肺炎 COVID-19 安全计划（必
须在检查时出示）.
寻找个人防护装备 PPE 和消毒供应商.
为您的工作场所下载多语言海报.
ontario.ca/page/resources-prevent-covid-19-workplace

Ontario Small Business Access 
安大略省小型企业准入

为安大略人寻找有关经营小型企业的支持、信息和建议的资源. 
资源链接包括法律建议、当地企业支持中心、资金资源、企业对
企业资源、税务信息等. 这是一般资源（非 COVID-19 专用）.
www.ontario.ca/page/small-business-access

Tourism HR Canada: COVID-19 Tourism Workforce Recovery Toolkit
加拿大旅游局人力资源部：新冠肺炎COVID-19 旅游劳动力恢复工具包

为旅游业提供免费资源和网络研讨会，重点关注经济复苏.
特色主题：通信、劳动力、预算与财务、营销和战略.
tourismhr.ca
tourismrecovery.ca

CANATRACE: Created by GroundLevel Insights
加拿大跟踪：由基层洞察创建

CANATRACE™ 是一种免费、快速且安全的解决方案，用于根
据省级 COVID-19 法规进行业务接触跟踪. 通过专门为您的企
业创建的二维码，顾客/员工被路由到一个安全的、带有品牌
标识的登录页面，需要输入简单的接触信息.所有 "加拿大跟
踪" CANATRACE™ 数据均安全存储.
canatrace.com

Canadian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es (Ontario)
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安大略省）

会员制非营利组织，为小型企业提供宝贵的信息和业务资源，
例如访问会计软件、最新资金信息、一对一辅导等. CFIB 还与政
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一起倡导小企业成员.
cfib-fcei.c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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