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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 Markham Corporation
目的地萬锦有限公司
www.visitmarkham.ca 
info@visitmarkham.ca

概述
Destination Markham Corporation (DMC) 目的地萬锦有限公司 (DMC)是一個新成立的實體，
其使命是將萬錦市推廣為一個卓越的目的地，鼓勵旅遊業並刺激當地的商業經濟.

主要旅遊目標是研究、開發、營銷和發展萬錦的旅遊經濟, 與酒
店業、節日和活動、會議和旅行規劃者、景點運營商、文化機
構、體育旅遊、娛樂和休閒提供商、萬錦市及其他地區合作並建
立關係.

為了應對新冠肺炎 COVID-19 大流行, DMC 調整了舉措並發起了 #萬錦安全 #MarkhamSafe 運
動，以幫助教育和支持企業以及公眾在萬錦安全地用餐、購物和玩耍, 遵守法規並遵循聯邦、
省、地區和市級政府和公共衛生官員的指導.

效益和資源
在南安大略聯邦經濟發展局 TIAO/FedDev Ontario 的支持下，作為 DMC 支持萬錦安全旅遊的
承諾的一部分, 目的地萬錦旅遊/酒店業務恢復計劃 Destination Markham Tourism/Hospitality 
Business Recovery Plan  側重於提供以下基本要素:

1. 協助企業重新開業和恢復

2. 消費者和商業教育確保健康和安全
3. 推廣萬錦旅遊和 #萬錦安全 #MarkhamSafe 倡議的營銷活动
4. 消費者和企業界連接大使計劃

後續步驟
● 在我們的網站 visitmarkham.ca/submission/  免费發布您的業務列表
● 發電子郵件 info@visitmarkham.ca 與一位大使聯繫以獲得一對一的業務支持
● Sign up for our e-newsletter 註冊我們的電子通訊，了解對企業的最新公告和更新
● 在以下網址註冊免費教育研討會 visitmarkham.ca/freeworkshops/
● 在社交媒體上與 DMC 聯繫以獲得即時營銷支持

@visitmarkham /visitmarkham @visitmarkhamca

www.visitmarkham.ca

http://www.visitmarkham.ca
mailto:info@visitmarkham.ca
https://visitmarkham.ca/
https://visitmarkham.ca/submission/
mailto:info@visitmarkham.ca
https://visitmarkham.us17.list-manage.com/subscribe?u=e714dc4122d7b8de7bd487e68&id=95a6c4c80c
http://www.visitmarkham.ca/free-workshops/
https://www.instagram.com/visitmarkham/
https://www.facebook.com/visitmarkham
https://twitter.com/visitmarkhamca
http://www.visitmarkham.ca


新的: DMC 合作夥伴計劃資金 
www.visitmarkham.ca/business-support/

概述
DMC 正在啟動其第一個合作夥伴計劃，為正在應對大流行的旅遊組織提供支持，以保持其業務
開放並推動項目以促進萬錦旅遊經濟的恢復和振興.

合作夥伴計劃為 DMC 對合作夥伴關係的貢獻提供了機會，可達項目成本的 20%，最高
$10,000. 支持水平將根據項目的強度和要求逐案確定.

合作资金类别: 申请合伙资助类别之一:

1. 業務支持
2. 產品和體驗開發
3. 市場推廣及傳訊支持

2021 年日期和期限
DMC 為企業組織提供多個接收期，以便靈活并快速適應大流行造成的不穩定情況. 每季度考
慮一次申請. 申請提交必須不遲於:

2021 年 6 月 7 日，適用於2021年7月1日至 9月30日開始的項目 
2021 年 9 月 7 日，適用於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開始的項目

* 申請人將在提交截止日期後的 10 天內收到通知

@visitmarkham /visitmarkham @visitmarkhamca

www.visitmarkham.ca

後續步驟

● 訪問我們的網站: https://visitmarkham.ca/business-support 了解更多关于资格和申请流程的信息.
● 在這裡申請 DMC 合作夥伴計劃申請（P  DF 格格式即將推出）
● 對於申請反饋或問題，請聯繫 DMC 協調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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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錦市: 對企業應對新冠肺炎 COVID-19 的支持
markham.ca/covid19
customerservice@markham.ca

概述
萬錦市繼續監測並遵循聯邦、省和地區各級公共衛生官員的建議. 企業和居民可以通過訪問找到
值得信賴的新冠肺炎 COVID-19 信息和更新 markham.ca/covid19.

受新冠肺炎 COVID-19 影響的城市服務
雖然許多城市設施對公眾關閉，直至另行通知, 我們的民選官員和工作人員仍然在努力工作，並
且將繼續向我們的社區提供基本服務. Service levels | What’s open & closed

安全信息和資源
至關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都要繼續儘自己的一份力量來保護彼此的安全. 現在不是放鬆警惕的
時候. 每一個動作都很重要.

● COVID-19 Safety Tips 新冠肺炎安全提示 (英語、泰米爾語和簡體中文)
● Mandatory Masks 強制性戴口罩 (英語、泰米爾語和簡體中文)
● Temporary Patio Extension Program 臨時庭院延期計劃
● Online services 在線服務

新冠肺炎 COVID-19 合规
我們 24/7 工作以確保萬錦安全. 希望更好地了解 COVID-19 (新冠肺炎) 健康和安全法規的企業
可以訪問 markham.ca/CovidEnforcement. 我們隨時為您提供幫助. 不遵守 COVID-19 (新冠肺
炎) 安全措施的當地企業將被開罰單並處以罰款，屢犯者可能面臨暫時關閉. 那些遵守 COVID-19 
規定的人們 - 我們感謝您幫助維護社區安全.

 信息有英語、簡體中文、繁體中文、泰米爾語和波斯語版本.

小型企業幫助
在這些充滿挑戰的時期，金融、稅務和法律研討會以及預先錄製的網絡研討會將繼續通過萬錦小
企業中心 Markham Small Business Centre 提供. 見單獨的頁面.

獲取最新的緊急信息和更新
Sign up for the City of Markham’s eLerts 註冊萬錦市的 eLerts 電子警報，以獲取安大略省政
府顏色編碼的 COVID-19 (新冠肺炎) 響應框架內有關 COVID-19 (新冠肺炎) 限制變化的最新信
息和其他重要新聞.

www.visitmarkha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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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克區經濟發展:
約克鏈接 York Link 對企業應對 COVID-19 (新冠肺炎) 的支持
yorklink.ca/covid19
edo@york.ca

概述
約克區與該地區的當地城鎮合作，通過 York Link 約克鏈接, 
作為一個可訪問的一站式商業信息和資源商店，特別是對於 
COVID-19 (新冠肺炎) 資金和支持計劃. 有關業務支持的信
息包括有關不斷變化的法規、業務補助金和補貼的最新信
息，請訪問 yorklink.ca

對企業的公共健康和安全資源
約克區市政府擁有多種資源，可就必須遵守的嚴格健康和安全措施向雇主、員工和客戶提供建
議，包括適當的社交距離、消毒規程, 和更多:

● COVID-19 in York Region 新冠肺炎在約克地區
● Preventing COVID-19 in the Workplace

工作場所新冠肺炎預防
● Enforcing COVID-19 Regulations 執行新冠肺炎法規

資金資源
為了幫助約克區居民了解可用的政府支持，可在下方和網址上找到適用於企業的聯邦和省級計

劃的簡介 yorklink.ca/covid19

● Primary Federal and Provincial Funding Program Summary (PDF)
主要聯邦和省投資計劃的概要

後續步驟
● 無論您是在尋找小型企業支持、創業資源還是有關我們行業的信息，您都可以在這找到

yorklink.ca/COVID19
○ 有關標牌信息指南，請參閱“重新營業”並查看以下

The Regional Municipality of York 約克地區城市
● 聯繫約克地區的經濟發展團隊進行查詢或通過

edo@york.ca 獲取更多信息

www.visitmarkha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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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Ontario
安大略省旅遊業協會
www.tiaontario.ca/cpages/home
membership@tiaontario.ca

概述
安大略省旅遊業協會 Tourism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Ontario (TIAO) 的使命是成為安大略省多元
化旅遊業的統一聲音，以實現增長和繁榮. 他們總共代表了近 200,000 家企業和 400,000 名員工. 他
們代表安大略省的旅遊業從事政府關係，與教育部、勞工部、財政部、基礎設施部、交通部以及
文化遺產部、體育部、旅遊部和文化產業部等部門合作. 他們提倡對安大略省的旅遊業進行進一步
投資，並努力影響可能對其產生衝擊的政府政策.

資源
TIAO 負責向安大略省酒店和旅遊業的利益相關者頒發安全旅行蓋章 #SafeTravelsStamp. 此蓋章
是世界旅行和旅遊理事會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 (WTTC) 創建的國際符號，向當前和潛在
旅行者發出信號，表明企業、目的地或政府遵循全球標準化的健康和安全協議，從而提高消費者
的信心. TIAO 還通過其網站和時事通訊提供有關新立法和正在審查立法的相關信息和及時更新，
僅限會員的訪問資源以及企業和合作夥伴的協作網絡.

效益

TIAO 被公認為服務於安大略省多元化
旅遊業的傘式政府倡導組織. 借助南安大略聯邦經濟發展局 FedDev 
Ontario’s RRRF COVID-19 新冠肺炎資金提供的 3000 萬元, 
TIAO 為南安省的目的地營銷組織 Destination Marketing 
Organizations (DMOs) , 包括目的地萬錦, 自COVID-19 新冠肺炎 
大流行開始以來，經歷了嚴重的收入短缺. 

DMO 對當地旅遊經濟至關重要，有助於依賴旅遊業的中小企業的
生存和復蘇.

後續步驟
● 成為 TIAO 會員, 目前提供 2021 年免費會員資格!
● 訪問他們的網站以獲取更多信息或聯繫目的地萬錦以獲取中英文翻譯申請表，申請您

的安全旅行蓋章 #SafeTravelsStamp

www.visitmarkha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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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Counties Tourism中部縣旅遊
centralcounties.ca
info@centralcounties.ca

概述
中部縣旅遊 (CCT) 是一個非營利組織，致力於在哈德沃特斯 Headwaters、約克 York 和

達勒姆 Durham 地區建立更強大、更具競爭力的旅遊業. CCT 專注於目的地研究和開

發，是有關消費者需求和市場趨勢的寶貴信息來源，並提供幫助行業合作夥伴發揮潛

力的計劃. CCT 的職責是在泛區域旅遊中進行戰略營銷、產品和勞動力開發以及招商

引資.

效益、資源和後續步驟
● 註冊 CCT 的每月電子通訊，了解旅遊業的事件、新聞和更新

● 考慮一個能吸引遊客到該地區和/或讓他們在這裡停留更長時間但缺乏資金的項目? 申請 CCT 的

行業合作夥伴計劃 CCT’s industry partner program 如果獲得批准，他們將承擔高達 40% 的項目

成本! 提案提交截止日期因項目開始日期而異，請參閱網站.

York Region Arts Council -  Experience York Region
約克區藝術委員會 - 體驗約克區
Experienceyorkregion.com
info@experienceyorkregion.com

概述
體驗約克區是約克區藝術委員會 (YRC) 和約克區經濟戰略處之間的一項合作計劃. 

它們共同提供了一個中央在線資源，以發現該地區九個城市的事件、活動和景點，

其中之一是萬錦市! 該網站包括從小徑到餐廳的所有信息以及一個包含精選內容的

博客，使其成為一個有價值的旅行計劃工具.

效益、資源和後續步驟

● #ReadyWhenYR  "當你準備好" 是一項旅遊營銷活動，旨在通過鼓勵對當地藝術和文化以

及旅遊和酒店業的支持來促進經濟復甦. 目標是向居民和遊客展示企業已安全重新開業並

準備好迎接他們. 通過填寫註冊表 registration form 並下載社交媒體工具包 social media
toolkit 邀請企業、活動和組織參與.

www.visitmarkha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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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Dev Ontario 南安大略聯邦經濟發展局
(南安大略地區發展局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for Southern Ontario)
feddevontario.gc.ca
免費電話: 1-866-593-5505

概述
加拿大區域發展局 Canada's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 (RDA) 與企業和創新者密切合
作，推動經濟增長，為加拿大人創造更多高薪的中產階級工作，使區域經濟多樣化，從而幫助
社區繁榮發展. 加拿大有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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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和後續步驟
南安大略聯邦經濟發展局 FedDev Ontario 提供三個核心資金流:

1. Business Scale-up and Productivity 業務擴展和生產力

✓ 為面向全球的企業加速發展, 將創新產品和技術商業化的高潛力公司，以及具有擴大規模
以提高生產力以實現全球競爭力和市場擴張的公司

2. Reg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區域創新生態系統

✓ 為非營利組織提供有利於業務創新和增長的環境, 經濟利益相關者在代表性不足的群體中
培養創業人才，以支持鄉村企業的創新和增長機會和網絡

3.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versification 社區經濟發展和多元化

✓ 在小型和農村社區實現包容、可持續的增長，幫助他們充分參與經濟機會並從中受益，

讓這些社區的合作夥伴應對其獨特的經濟條件（發展, 多樣化, 轉型）

應對新冠肺炎 COVID-19 資金: Regional Relief and Recovery Fund (RRRF)
 區域救濟和恢復基金 

● 全國超過 20 億元的財政援助（其中 25% 保留給旅遊部門）和 4.364 億元通過南安大略聯邦經濟發
展局 FedDev Ontario 提供給 (a) 申請其他聯邦救濟措施但未能獲得資金或 (b) 獲得了聯邦新冠肺炎
COVID-19 救濟措施（以及通過其他級別政府提供的救濟措施）並繼續因新冠肺炎 COVID-19 大流行
而陷入困境

● 旨在支持持續運營和成功恢復. 符合條件的成本包括現有設備和機械的資本租賃付款、每月保險付

款、個人防護設備和清潔費用，以及其他可用的聯邦新冠肺炎 COVID-19 救濟措施未涵蓋的部分租

金、工資和財產稅

有關截止日期和資格等最新信息，請訪問 feddevontario.gc.ca/RR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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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承诺
postpromise.com
info@postpromise.com

概述
POST (People Outside Safely Together)（人們在外面安全地在一起) 承諾是一項雙語、國家和

私營部門主導的倡議，旨在幫助加拿大人在新冠肺炎 COVID-19 大流行期間自信而安全地訪問

並在當地企業工作. 它標誌著企業致力於實施和實踐工作場所安全的五個關鍵步驟, 從而有助於防止新

冠肺炎 COVID-19 的傳播. 該計劃由加拿大商業委員會 Business Council of Canada, 加拿大零售

委員會 the Retail Council of Canada, 加拿大獨立商業聯合會 the Canadian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和加拿大餐館業會 Restaurants Canada, 並擁有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 
CIBC, 福特 Ford, 凱迪拉克 費爾維尤 Cadillac Fairview, 麥卡錫·泰特羅 McCarthy Tétrault, 和多

倫多大學 University of Toronto 等合作夥伴.

工作場所安全的五個關鍵步驟:
1. 保持身體距離
2. 身體不適就待在家裡
3. 需要時戴面罩

4. 定期清潔消毒
5. 洗手並消毒

效益和資源
POST 承諾將各行各業的所有企業聚集在一起
實施一種通用方法，然後通過一致的視覺提示進行傳達. POST 承諾不是任何監
管機構的 “證明” 或 “批准”. 

所有企業仍需遵守當地公共衛生辦公室和政府機構的法律和推薦指南. 完成後，

為企業提供所需的溝通和實施工具, 

例如用於打印和採樣社交媒體內容的 PDF，以教育員工並使客戶了解已做出的承諾. 還可以購

買促銷工具包（$10.00 元，可選）.

後續步驟

● 要做出承諾，請訪問 postpromise.com/en/make-the-promise/
● 要了解有關 POST 承諾, 觀看我們的“建立消費者信心” “Building Consumer

Confidence” 視頻在  visitmarkham.ca/past-workshops/ 從2021年2月起, 由總裁勞

拉·赫恩 Laura Hearn 主持

● 採取下一步行動，獲取您的安全旅行蓋章 Safe Travels Stamp, 請參閱單獨的頁面或聯繫 DMC
www.visitmarkha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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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
世界旅遊及旅行理事會
#SafeTravelsStamp 安全旅行蓋章
tiaontario.ca/cpages/safetravelsstamp
wttc.org/COVID-19/Safe-Travels-Global-Protocols-Stamp 
info@tiaontario.ca

萬錦市擁有 100 多家安全旅行蓋章 #SafeTravelsStamp 企業!

概述
世界旅行和旅遊理事會(WTTC) 努力支持世界各地的旅行和旅遊業從新冠肺炎 COVID-19 中恢復

過來. 與其成員、政府和衛生專家協商，並遵守世界衛生組織 (WHO) 和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的指導方針, WTTC 制定了稱為 “新常態全球協議” “Global Protocols for the New Normal”
的通用標準，以確保大流行期間和之後的勞動力和旅客的安全. 這些全球協議因行業而異，每個
指導文件都可以在 WTTC 網站上找到.

效益和資源
安全旅行蓋章 SafeTravelsStamp 旨在讓旅行者識別採用這些全球標準化
健康和衛生協議的目的地和企業. 然後通過一致的視覺提示傳達這種常
見的方法，鼓勵遊客自信地返回並感到安全.

後續步驟
● 在安大略省從事旅行和旅遊的公司必須通過安大略省旅遊行業協會 Tourism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Ontario (TIAO), WTTC 的成員, 申請安全旅行蓋章 #SafeTravels Stamp.  符
合條件的包括景點、餐廳、酒店、戶外購物和旅行社等. 了解更多信息和申請, 請訪問
tiaontario.ca/pages/safetravelsstamp !

● 鼓勵企業在申請前完成 POST Promise 承诺.

安全旅行蓋章 #SafeTravels Stamp 收件人現在會收到 DMC 提供的免費促銷套件!

安全旅行蓋章 #SafeTravels Stamp 計劃中包含的行業:

酒店  餐廳  交通和機場  航空公司  景點  

遊輪旅行社  短期租賃  汽車租賃  戶外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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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
世界旅遊及旅行理事會
#SafeTravelsStamp 安全旅行蓋章
tiaontario.ca/cpages/safetravelsstamp

info@tiaontario.ca

分步指南：申請安全旅行蓋章

如需協助您的申請，或接收英文-中文翻譯申請表，請

電郵 ambassador@visitmarkham.ca 或  info@visitmarkham.ca

1. 通過訪問下載申請表格 tiaontario.ca/cpages/safetravelsstamp 或從 目的地萬錦

(visitmarkham.ca/safety) 要求

2. 確定您的企業或組織根據您所在的行業遵循哪些 “新常態全球協議”
請瀏覽 “Global Protocols for the New Normal”
訪問 wttc.org/COVID-19/Safe-Travels-Global-Protocols-Stamp.

3. 制定計劃以實施並確保符合您所在行業的協議.

4. 通過訪問並同意 Terms & Conditions 條款和條件

wttc.org/SafeTravels-Stamp-Terms-Conditions.

5. 將您填妥的申請表通過電子郵件發送至 info@tiaontario.ca

6. 認證成功後通知 "目的地萬錦"!

其他符合條件的行業特定健康與安全協議:

 

酒店/汽車旅館: Safe Stay 

由加拿大酒店協會 Hotel Association of Canada 提供 
hacsafestay.com

餐廳/餐飲服務業: DineSafe

由安大略餐廳酒店和汽車旅館協會
Ontario Restaurant Hotel & Motel Association 提供 

dinesafe.ca www.visitmarkha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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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ham Small Business Centre 萬錦小型商業中心
網站: markham.ca/msbc 電郵: msbc@markham.ca 電話:  905.477.7000 分機 6722

|
概述
由萬錦市和安大略省政府資助的萬錦小企業中心 (MSBC) 通過一對一諮詢和小組教育研討會

為新的和成長中的萬錦企業提供免費和保密的商業建議和信息. 他們專注於小型企業的初創
和早期發展，還為符合條件的全職和學生企業提供指導和小額資助機會.

效益和資源
● 新冠肺炎 CCOVID-19 商業新聞、信息和公告的最新網站列表
● 關於基本商業知識主題的免費研討會和講習班，例如: 業務規劃、啟動法規和要求、預算

和財務預測、銷售和營銷、數字戰略、稅收等
● 特殊商業計劃 (指導和小額贈款資助)
● 有關受新冠肺炎 COVID-19 影響的企業的各種數字機會的信息

後續步驟
● 聯繫 MSBC 的商業顧問:  msbc@markham.ca

● 註冊經濟發展電子通訊 Economic Development e-newsletter 以了解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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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詳情訪問 Markham Small Business Centre website (markham.ca/msbc)

/BusinessMarkham @BusinessMarkham

www.visitmarkha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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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ham Board of Trade 萬錦貿易委員會
markhamboard.com
info@markhamboard.com

概述
萬錦市貿易委員會 (MBT) 是萬錦市首屈一指的商業協會，自1982年以來一直為社區服務. 
MBT是一個非營利組織，旨在促進社區、商業和工業的發展，並代表企業面向各級政府進行
倡導.

效益和資源

MBT 為其會員提供獨家計劃和服務，以幫助他們發展業務和
網絡，同時通過首選定價計劃和獎勵供應商關係為他們節省
資金. 委員會還代表其成員倡導，定期與各級政府代表會
面，以確保萬錦市有利於業務發展的環境.

MBT 還組織了許多活動，例如一年一度的貿易展和社交活動以及一年一度的女士社交午餐會. 
他們負責萬錦市領先的商業出版物, 萬錦之聲 Markham VOICE, 為當地企業提供各種廣告機會, 以
及以當地產品和服務為特色的年度採購指南 Annual Buyer’s Guide.

為應對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MBT 推出了萬錦開業 “Open In Markham”， 
一個在線目錄，萬錦企業可以在其中提交他們的列表，以與公眾分享有關產品和
服務、營業時間和聯繫等信息. 企業被分類以幫助潛在消費者找到他們正在尋的

的東西!

後續步驟
● 點擊這裡 here 或訪問 markhamboard.com 了解更多信息, 報名參與 MBT 的公眾電子

通訊, 或了解會員的益處.
● 訪問 openinmarkham.com 提交列表並瀏覽本地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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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ham Public Library 萬錦公共圖書館 
Markhampubliclibrary.ca | markhampubliclibrary.ca/business 
mplchats@markham.library.on.ca
(905) 513-7977

概述
萬錦公共圖書館 (MPL) 有 8 個分館，為約 250,000 名居民提供服務，由於新冠肺炎 COVID-19，
目前服務有限（請訪問他們的網站以獲取最新的運營信息）. MPL 還提供廣泛的資源，通過

他們的研討會、時事通訊和圖書館員協助萬錦市內的小型企業和求職者.

效益和資源
MPL 為萬錦市居民提供新的商業通訊 business newsletter,
在線編程 online programming, 在線商業資源 online
business resources, 和商業書籍 businessbooks. 他
們每個月還主持與業務相關的虛擬節目, 職業, 而及
健康和保健等. MPL 還擁有龐大的資源數據庫，可根據您
的業務需求為您推薦, 

例如教育和培訓平台訪問和其他支持計劃. 在新冠肺炎COVID-19 大流行期間，MPL 在其網站和
社交媒體渠道上展示了許多本地企業. 圖書館顧客還將找到有助於在大流行期間保持健康生活的

文章，例如有關如何管理焦慮和壓力的文章.

後續步驟
● 訪問 MPL 的網站 markhampubliclibrary.ca 以註冊他們的電子通訊和新冠肺炎

COVID-19 大流行期間服務修改的更新
● 如需即時幫助（一般問題、瀏覽電子資源等），請使用名為問 Ask MPL ! 的實時聊天

服務！每週日上午 10:00 至下午 5:00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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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Business Supports - Federal

Highly Affected Sectors Credit Availability Program (BDC HASCAP) Guarantee
高影響區域信貸可用性計劃保證
Business Development Bank of Canada  加拿大商業發展銀行 
https://www.bdc.ca/en/special-support/hascap?ref=shorturl-hascap

BDC HASCAP 擔保為收入因新冠肺炎 COVID-19 而至少三個月（不一定是連續）下降 50% 或
更多的中小企業提供 $25,000 至 $100 萬元的擔保低息貸款支付他們的運營成本.. 要獲得資格,

企業必須已收到 CEWS 和/或 CERS 的付款； 否則，他們必須提供反映合格收入減少的財務報表.

✓ 還款期限最長 10 年，本金支付延期最長 12 個月，利率為 4%
✓ 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之前可通過您的主要金融機構獲得

Business Credit Availability Program (EDC BCAP) Guarantee 商業信用可用性計劃保證
Export Development Canada 加拿大出口發展部
https://www.edc.ca/en/solutions/working-capital/bcap-guarantee.html#

EDC BCAP 擔保為各種規模、行業和地區的企業提供高達625萬元的擔保貸款，這些企業的收入
因新冠肺炎 COVID-19 而減少，以支付其運營成本. 企業無需出口即可獲得資格.

✓ 還款期限為 5 年，本金支付延期 6 個月
✓ 2021 年 6 月之前可通過您的主要金融機構獲得

Regional Relief and Recovery Fund (RRRF) 區域救濟和恢復基金
Fede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gency for Southern Ontario (FedDev Ontario)
南安大略聯邦經濟發展局

https://www.feddevontario.gc.ca/eic/site/723.nsf/eng/h_02581.html?OpenDocument

RRRF 正在全國范圍內向以下企業和組織提供超過 20 億元的援助（其中 25% 為旅遊區域預留）, 
這些企業和組織(a) 申請其他聯邦救濟措施未成功，或(b) 獲得其他聯邦救濟措施並繼續因 
新冠肺炎 COVID-19 而遇到困難. 這筆資金旨在支持他們的持續運營和恢復.

5.364 億元可通過南安大略聯邦經濟發展局 FedDev Ontario 獲得，優先考慮那些在旅遊部門
經營的人和在經濟中代表性不足的群體.

✓ 符合條件的成本包括現有設備和機械的資本租賃付款、每月保險付款、個人防護設備
以及其他聯邦救濟措施未涵蓋的部分租金、工資和物業稅

✓ 選項 1 - $60,000 元或以下的資金：有條件償還的無息貸款
○ 2023年1月1日前無需還款，2025年12月31日前全額還款
○ 如果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償還剩餘的 $40,000 元，則可免除 $20,000 元
○ 申請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6 月 30 日

✓ 選項 2 - 高達 $1,000,000 元的資金：無條件償還的無息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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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Business Supports - Federal 
金融業務支持 - 聯邦 繼續

Canada Emergency Wage Subsidy (CEWS) 加拿大緊急工資補貼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subsidy/emergency-wage-subsidy.html

CEWS 通過覆蓋高達 75% 的員工工資來幫助符合條件的加拿大雇主，這些雇主的收入因新冠
肺炎 COVID-19 而減少，使企業能夠防止進一步失業、重新僱用工人並恢復正常運營.

✓ 最後一次索求期於 2021 年 6 月 5 日 結束（建議延長至 2021 年 9 月 25 日）
✓ 申請或修改的截止日期是每 4 週索求期結束後的 180 天
✓ 如果您錯過了索求期的最後期限，CRA 現在會在某些情況下在該索求期的最後期限

後 30 天內考慮您的索求
Canada Emergency Rent Subsidy (CERS)  加拿大緊急租金補貼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subsidy/emergency-rent-subsidy.html

CERS 直接向合格的企業和組織提供高達 65% 的符合條件的費用的租金或抵押貸款支持. 
那些經營受到強制性公共衛生命令顯著限制的人可以在索求期內獲得額外的 25%. 沒有收入最低
下降的要求, 才有資格.
✓ 補貼高達 90% 的符合條件的費用，每個營業地點最高 $75,000 元，所有地點一起最

高 $300,000 元（合併）
✓ 最後一次索求期於 2021 年 6 月 5 日 結束（建議延長至 2021 年 9 月 25 日）
✓ 申請或修改的截止日期是每 4 週索求期結束後的 180 天
✓ 如果您錯過了索求期的最後期限，CRA 現在會在某些情況下在該索求期的最後期限

後 30 天內考慮您的索求

Canada Emergency Business Account (CEBA) 加拿大緊急商業賬戶
https://ceba-cuec.ca/

CEBA 向收入因新冠肺炎 COVID-19 而減少的小型企業和非營利組織, 但有不可遞延的費用，如
租金、水電費、保險和物業稅, 提供高達 $60,000 元的無息、部分可免除的貸款.

✓ 2023 年 1 月 1 日之前無需還款，之後為每年 5% 的利息，並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全額
還款

✓ 如果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償還剩餘的 $40,000 元，則可免除 $20,000 元
✓ 通過主要金融機構申請 $60,000 元貸款或 $20,000 元擴展（截至 2020 年 12 月 4 日）的截

止日期為 2021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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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Business Supports - Federal
金融業務支持 - 聯邦 繼續

Black Entrepreneurship Loan Fund 黑人創業貸款基金

Black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 (BEP) 黑人創業計劃
https://www.ic.gc.ca/eic/site/150.nsf/eng/home

BEP 是聯邦政府、黑人領導的商業組織和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在四年內投資高達 2.21億元

作為該計劃的一部分，黑人創業貸款基金將向加拿大各地的黑人企業主和企業家提供高達 $250,000 
元的貸款. 該基金將由非裔加拿大經濟學聯合會 Federation of African-Canadian Economics (FACE) 管理, 

該聯合會是一個由黑人領導的組織組成的聯盟，致力於刺激非洲裔加拿大人的經濟增長.

 2021 年 5 月 開放申請（有關最新信息，請訪問上面的網址）

Indigenous Businesses Initiative 原住民企業倡議

https://www.sac-isc.gc.ca/eng/1588079295625/1588079326171

聯邦政府將向中小型原住民、因紐特人和梅蒂斯企業提供高達 $60,000 元的無息貸款，
其中包括不償還的補助金，金額高達 3.068 億元. 該支持由全國土著資本公司協會

National Aboriginal Capital Corporations Association (NACCA) 
和加拿大原住民服務機構 Indigenous Services Canada (ISC) 管理, 並可通過土著金融機构 
Aborigi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FIs) 和梅蒂斯資本公司獲得.

✓ 這一舉措反映了加拿大緊急商業賬戶 Canada Emergency Business Account (CEBA).
✓ 在收到的 $40,000 元中，$10,000 元是不償還的補助金，$30,000 元是無息貸款. 在收到

的 $60,000 元中，$20,000 元是不償還的補助金，$40,000 元是無息貸款.
Indigenous Community Business Fund 原住民社區商業基金
https://www.sac-isc.gc.ca/eng/1596809415775/1596809469296

該基金將提供1.17 億元的不償還補助金，以支持原住民、因紐特人和梅蒂斯社區-或因新冠肺炎
COVID-19 而收入減少但不符合其他聯邦救濟措施的集體所有企業.它旨在支持他們的持續運營和
恢復，並持續接受申請.

✓ 在 資金流 1下，不需要申請. 資金直接轉移到社區和集體.
✓ 在資金流 2 下，資金是基於提案的. 對於符合條件的原住民和因紐特人企業，將由加拿大

土著服務部 Indigenous Services Canada (ISC) 管理, 對於符合條件的梅蒂斯企業，將由選
定的梅蒂斯組織管理.

✓ 有關完整的計劃詳細信息、資格標準和申請流程，請訪問上面的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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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Business Supports - Provincial

Ontario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mall Business Support Grant 安大略省旅遊和酒店小企業支持補助金
https://www.ontario.ca/page/businesses-get-help-covid-19-costs

這筆一次性補助金為旅遊和酒店業中符合條件的小型企業提供 $10,000 至 $20,000 元的資金，這
些企業未 獲得安大略省小型企業支持補助金. 符合條件的企業包括酒店、汽車旅館、旅行社以及
娛樂和過夜營地.

✓ 企業不可以獲得以前的安大略省小型企業支持補助金
✓ 如果業務在 2019 年 7 月 2 日之前被收購或開始運營：業務必須經歷至少 20% 的收入下降
✓ 如果企業在 2019 年 7 月 2 日之後和 2021 年 1 月 1 日之前被收購或開始運營：如果滿足所

有其他標準，企業將獲得最低 $10,000 元

✓ 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員工人數不超過 99 人
✓ 申請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6 月 25 日

Property Tax & Energy Cost Rebate Grants 物業稅和能源成本回扣補助金
https://www.ontario.ca/page/businesses-get-help-covid-19-costs

這些補助金為因省級公共衛生措施（修改後的第2 階段、控制、封鎖或全省範圍內關閉）而需
要關閉或嚴重限制服務的企業提供市政和教育部分的物業稅以及電力和天然氣能源成本的回扣.

✓ 有資格獲得安大略省小型企業支持補助金的企業, 為合格
✓ 整個公共衛生措施期間均可獲得資金
✓ 必須提交費用證明，例如物業稅賬單和在實施公共衛生措施之日或之後收到的第一份

能源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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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的業務資源
有關最新信息，請訪問提供的網站，或發送電郵至 info@visitmarkham.ca

Ontario’s COVID-19 Sector-Specific Guidance 新冠肺炎特定行業指南
在工作場所預防新冠肺炎 COVID-19 的資源.
下載模板以製定強制性書面新冠肺炎 COVID-19 安全計劃
（必須在檢查時出示）.
尋找個人防護裝備 PPE 和消毒供應商.
為您的工作場所下載多語言海報.
ontario.ca/page/resources-prevent-covid-19-work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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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安大略人尋找有關經營小型企業的支持、信息和建議的資源.
資源鏈接包括法律建議、當地企業支持中心、資金資源、企業對
企業資源、稅務信息等. 這是一般資源（非 COVID-19 專用. ）
www.ontario.ca/page/small-business-access

Tourism HR Canada: COVID-19 Tourism Workforce Recovery Toolkit
加拿大旅遊局人力資源部：新冠肺炎COVID-19 旅遊勞動力恢復工具包

為旅遊業提供免費資源和網絡研討會，重點關注經濟復甦.
特色主題：通信、勞動力、預算與財務、營銷和戰略.
tourismhr.ca
tourismrecovery.ca

CANATRACE: Created by GroundLevel Insights
加拿大跟踪：由"基層洞察"創建

CANATRACE™ 是一種免費、快速且安全的解決方案，用於
根據省級COVID-19 法規進行業務接觸跟踪. 通過專門為您的
企業創建的二維碼，顧客/員工被路由到一個安全的、帶有品
牌標識的登錄頁面，需要輸入簡單的接觸信息. 所有 "加拿大
跟踪" CANATRACE™ 數據均安全存儲.
canatrace.com

Canadian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es (Ontario)
加拿大獨立企業聯合會（安大略省）

會員制非營利組織，為小型企業提供寶貴的信息和業務資源，
例如訪問會計軟件、最新資金信息、一對一輔導等. CFIB 還與政
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一起倡導小企業成員.
cfib-fcei.c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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