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项目要求 

Manitoba Business 
Immigration 

曼省商业移民项目 

Saskatchewan Business 
Immigration 

萨省商业移民项目 

New Brunswick Business 
Immigration 

新不伦瑞克省移民项目 

Prince Edward Island 
Province Immigration 
爱德华王子岛移民项目 

Quebec  
Immigration 
魁北克移民 

个人合法

净资产 
CAD $350,000以上 CAD $500,000以上 CAD $300,000以上 

 
CAD $600,000以上 

 
1. 投资移民项目需 CAD 
$1,600,000以上 
2. 企业家项目需 CAD 
$300,000 

个人工作

经验 
1. 企业家申请需至少 3年
以上的企业拥有和管理

经验，或者 
2. 受雇申请者需要至少 3
年以上的高级管理经验 

1. 至少拥有 3年以上相关
行业的管理经验，或者 

2. 在过去 10年有 3年以上
的企业运营经验 

在过去 5 年内有 3 年的与投
资生意密切相关的企业拥有

和高管经验 

官网没有明确注明工作经验

年限，但是必须管理经验。

推荐有 3年的与投资生意密
切相关的企业拥有和高管经

验 

1. 投资移民项目申请人在申
请之日起最近 5 年中有 2 年
的企业管理经验，而且这些企

业需要是在农业、工业和商业

领域的。	
2. 企业家项目在递交申请的
前 5年，申请人在盈利和合法
的企业至少 2 年持有 25%公
司股权，个体 100%股权 

教育程度 未要求 详见打分表 高中以上学历 高中以上学历 无 
年龄 详见打分表 详见打分表 22-55岁 21-59岁 在适合的年龄段和获得加分 

购买生意

项目 
1. 新建生意或购买现有生意 
2. 入股现有生意(持有三分
之一以上股份) 

1. 新建生意或购买现有生意 
2. 入股现有生意(持有三分
之一以上股份) 
注意：如果在 Regina和
Saskatoon投资，还必须新创
造两个就业机会 

1. 新建生意或购买现有生意 
2. 入股现有生意(持有三分
之一以上股份) 

1. 新建生意或购买现有生意 
2. 入股现有生意 (持有三分
之一以上股份) 

向加拿大政府指定并担保的

基金投资 80万加币，五年后
无息返本 

需要通过

评估项目 
Adaptability Assessment 

Matrix 
（最低需 60分以上） 

外加 EOI 

Expression of Interest (EOI) 
（无最低线，但是越高越

好） 

打分制，无 EOI 
（最低需 50分以上） 

无打分制，无 EOI 无 

最小投资

额 
新建生意或购买现有生意需

要投资 CAD$150,000 以上。
在 Regina和 Saskatoon投资
CAD$300,000以上，其他地

新建生意或购买现有生意需

要投资 CAD$125,000以上。
新建生意或购买现有生意需

要投资 CAD$150,000以上。
1. 投资类 
a. 全额投资 80万加币(约为



	

	

对于入股生意，必须持股 3分
之一以上。如果投资超过$1，
000,000，则没有股份占比限
制  

区投资 CAD$200,000以上。
对于入股生意，必须持股 3
分之一以上。如果投资超过

$1,000,000，则没有股份占比
限制 

对于入股生意，必须持股 3
分之一以上。如果投资超过

$1,000,000，则没有股份占比
限制 

对于入股生意，必须持股 3
分之一以上。如果投资超过

$1,000,000，则没有股份占比
限制 

500万元人民币)，5年后无
息返还 

或 
b. 贷款投资 22万加币(约为
140万元人民币)，无返还. 
 
2. 企业家类 
申请人可以独自经营或以股

东人的身份与人合资，申请

人或配偶至少持有参股企业

25%的股权，投资额不低于 
10万加元 

投资和获

得 PR流
程 

曼省不需要先进行投资，才

能获得 PR。流程是先获得省
提名评估，然后取得 PR，之
后再到曼省进行投资 

1年之内（完成投资后），所
有条件满足之后获得省提

名，之后才能申请 PR 

新不伦瑞克省不需要先进行

投资，才能获得 PR。流程是
先获得省提名评估，然后取得

PR，之后再到新省进行投资 

爱德华王子岛不需要先进行

投资，才能获得 PR。流程是
先获得省提名评估，然后取得

PR，之后再到爱省进行投资 

1. 投资类在完成投资并获得
审批之后就能获得 PR登陆
加拿大。 
2. 企业家项目可以先获得
PR，然后再到魁省运营生
意。生意需要运营 1年以
上，并且为本地永久居民创

造一个就业机会 
押金 完成省提名评估后支付 CAD 

$100,000的押金，然后申请
PR。获得 PR后登陆加拿大
后完成所需投资，则该定金

可以返还。 

无 完成省提名评估后支付 CAD 
$750,000的押金，然后申请
PR。获得 PR后登陆加拿大
后完成所需投资，则该定金

可以返还。 

完成省提名评估后支付 CAD 
$200,000的押金，然后申请
PR。获得 PR后登陆加拿大
后完成所需投资，则该定金

可以返还。 

N/A 

语言要求 语言实行打分制，具体分值

详见打分表 
可以不需要提供语言成绩，

但是在进行申请人个人评估

时，语言不好，分就低。分

低了就不一定会被抽中。 

必须能用英语或法语进行日

常交流 
雅思 4.0以上 有法语和英语成绩能获得加

分 

商业考察 提交 EOI之前可以不做商业 虽然不是必须的，但是如果 必须进行商业考察，5个工 必须进行商业考察 无 



	

	

考察，但是 EOI通过后必须
进行商业考察，并且提供考

察报告和市场调研材料。5
个工作日以上。 

进行了 5个工作日以上的商
业考察，那么在评分系统里

可以获得 15分。 

作日以上。 

申请费 CAD $2,500 CAD $2,500 CAD $2,000 CAD $2,500 N/A 
移民代理 可以自己申请，或只能找本

省认证的移民代理 
可以自己申请，或只能找本

省认证的移民代理 
可以自己申请或移民持牌顾

问 
可以自己申请，或只能找本

省认证的移民代理 
可以自己申请，或只能找本

省认证的移民代理 
名额 5000（总 PNP名额数，商业

类加技术类）商业类预计在

550 

5500（总 PNP名额数，商业
类加技术类） 

停止审批  投资移民-1750，中国名额为
1200人 

企业家移民-150 
申请周期 2-3年 15.2个月 停止审批 12-15个月 两个项目均在 2年以上 
项目最新

动态 
截止到 2015年 2月 26号，
曼省对符合分数的人发出了

683份邀请，其中 304位申
请人递交了省提名申请 

 （该项目于 2013年 9月 6日
暂停至今） 

 新一轮的投资移民从 2016年
5月 30号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