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复苏补助: 常见问题
哪些人可获得加拿大复苏补助？
对于申请加拿大复苏补助的加拿大居民，在申请补助的两周中，您必须
身处加拿大，并符合以下条件：


在补助期的第一天，年满 15 岁；



拥有有效社会保险号（SIN）；



2019 年、2020 年或首次申请此项补助之日前 12 个月，来自以下
一项或多项来源的总收入至少达到 5000 加元：



o

就业收入；

o

自雇收入；或

o

失业保险（EI）孕产或育儿福利，或魁北克育儿保险计划
（QPIP）。

在补助申请期内至少符合以下一项条件：
o

因 COVID-19 相关原因而停止工作；或

o

因 COVID-19 相关原因，就业收入或自雇收入减少了至少
50％。



申请期内正在寻找工作；



2020 年 9 月 27 日当天或之后，没有因为不适当的原因而不工
作，除非有合理的理由；



2020 年 9 月 27 日当天或之后，没有辞职或自愿终止工作；



没有以下情况：
o

在合理的情况下，在雇主提出要求时未能重返工作岗位；

o

在合理的情况下没有恢复自雇工作；或

o

拒绝了在两周申请期内开始的合理工作邀约。



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EI）的资格；



没有领取加拿大复苏看护补助（CRCB）、加拿大复苏病假补助
（CRSB）、短期残疾补助、工伤补助、任何失业保险（EI）或魁
北克育儿保险计划（QPIP）福利。

在寻求收入支持的两周结束之后您必须重新申请，并证明自己继续符合
要求。
为了鼓励人们工作，只要您继续符合其他要求，您也可以在获得就业和
/或自雇收入的同时领取补助。
但是，为了确保补助针对的是最需要的人，对于年净收入超过 38,000
加元（不包括获得的加拿大复苏补助）的部分，则需要在申报所得税时
为每 1 加元收入退还 0.50 加元补助，最多不超过您在一个日历年度中
收到的加拿大复苏补助总额。退还金额将不包括在您的应税收入中。
如果我不是公民或永久居民，可以领取复苏补助吗？
可以，只要您在申领补助期内在加拿大居住，并符合其他资格标准。
我什么时候可以领取复苏补助？
与 CERB 和 CESB 不同，复苏补助期是追溯性的。也就是说，申请人
只能在要申请补助的时期结束后提出复苏补助申请。此外，申请人必须
在要申请补助的时期结束后 60 天内提出申请。
CRA 于 2020 年 10 月 5 日启动了加拿大复苏病假补助（CRSB）和加
拿大复苏看护补助（CRCB）的申请流程。
2020 年 10 月 12 日开始接受加拿大复苏补助（CRB）的申请。
如何申请复苏补助？

申请任何复苏补助的最佳方式是通过 My Account 在线申请。但是，无
法访问互联网的加拿大人也可以通过 CRA 的双语免费自动电话进行申
请，电话号码是：1-800-959-2019 或 1-800-959-2041。
如需获取关于如何申请复苏补助的进一步信息，请访问过渡到新补助网
页。
在 2020 年 9 月 27 日至 2021 年 9 月 25 日之间，我能否领取多项复苏
补助？
可以，只要您符合相应的资格条件。
但是，您不能为同一时期申请多项复苏补助。
如果同一时期内您已获得失业保险、省孕产或育儿福利或任何其他带薪
休假福利，则不能领取复苏补助。
我是否可以在领取复苏补助的同时获得失业保险？
不可以。
您不能在领取任何失业保险、省孕产或育儿福利或任何其他带薪休假福
利的同时领取复苏补助。
收到第一笔补助金后，我是否会自动收到下一笔补助金，而无需采取任
何行动？
不是，补助金不会自动续期。
您必须为每个需要补助的资格期提交新的申请，证明您无法工作。
我的税率会如何确定？
加拿大税务局会在发放复苏补助时按照 10%的税率进行预扣。
我应该申请 EI 还是加拿大复苏补助？
如果您已作为雇员支付了 EI 保险金，并有至少 120 小时的工作时间，
那么您可能符合领取失业保险的条件，应该申请失业保险。

如果您没有达到最低小时数，但符合其他条件，那么您可能符合加拿大
复苏补助的资格。
加拿大复苏补助可以领取多长时间？
从 2020 年 9 月 27 日至 2021 年 9 月 25 日，加拿大复苏补助最多可领
取 26 周。
我在 6 月底之前一直领取加拿大紧急救助金，后来找到了工作，现在虽
然仍然在职，但雇主要求我减少工作时间。我是否符合加拿大复苏补助
的领取资格？
如果您的收入由于 COVID-19 而减少了 50%或更多，并且符合所有其
他条件，那么您可能符合加拿大复苏补助的领取资格。
什么情况才属于与疫情前相比收入减少？ 减少 1 加元也算吗？
如果您仍然在职，要符合加拿大复苏补助的条件，则必须达到每周平均
收入与疫情之前相比至少减少了 50%。
收入损失的定义是，两周补助期的就业和自雇收入的平均总收入比上年
的两周平均收入减少了。
要计算平均收入的减少金额，请使用：


您 2019 年的净收入，或申领期之前 12 个月的净收入（如果申请
2020 年的补助），或



您 2019 或 2020 年的净收入，或申领期之前 12 个月的净收入
（如果申请 2021 年的补助）

除以 26，计算出两周的平均收入。
例如，Deborah 2019 年的净收入是 39,000 加元。要确定她在疫情之前
的两周平均收入，则用 39,000 除以 26，得出 1,500 加元。Deborah 目
前的收入是每两周 700 加元，那么她的收入减少了超过 50%，符合申
请加拿大复苏补助的条件。

我由于疫情原因无法正常工作，但我是一名季节性工人，因此不符合
EI 资格。 我是否符合加拿大复苏补助的资格？
如果您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的资格，但由于 COVID-19 而无法工作或减
少了工作时间，您可能可以领取加拿大复苏补助，只要您符合其他所有
条件。
这包括在上一个日历年度或您首次申领加拿大复苏补助之前的 12 个
月，您的就业收入或自雇收入至少达到 5000 加元。而且您必须是由于
COVID-19 而无法工作，或收入至少减少 50%。
我从 2019 年底才开始工作，所以无法赚取 5000 加元，但如果不是由
于 COVID 而失去了工作，我在 2020 年的收入原本可以达到 5000 加
元。我是否符合加拿大复苏补助的资格？
否。
要符合加拿大复苏补助的资格，您必须在 2019 年或 2020 年，或在首
次申领 CRB 之前的 12 个月内获得了至少 5,000 加元的就业和/或自雇
收入。
如果我在申请加拿大复苏补助后又因为之前完成的工作而获得了收入，
这是否会影响我领取补助的资格？
您可以在获得就业和/或自雇收入的同时领取加拿大复苏补助，只要您
继续符合其他要求。这包括与疫情之前相比，您的两周收入由于
COVID-19 而减少了 50%或更多。
但是，如果您这一年的收入超过了 38,000 加元（不包含加拿大复苏补
助），那么每超出 1 加元，您需要返还 0.50 加元的补助收入。这包括
您这一年在申请加拿大复苏补助之前获得的收入。
返还补助所要求的 38,000 加元净收入都包括哪些收入？
当您的净收入（不包括领取的加拿大复苏补助）达到 38,000 加元后，
就需要实行返还条款。

如果我在本税务年度的净收入超过 38,000 加元会怎样？ 如何返还加
拿大复苏补助？
当领取加拿大复苏补助的个人全年净收入（不包括加拿大复苏补助）超
过 38,000 加元时，将需要通过所得税申报返还部分或全部补助。换言
之，对于您的全年净收入超过 38,000 加元的部分，每超过 1 加元需要
返还 0.50 加元的补助，最多不超过您领取的补助金额。
这将在您为该日历年度申报所得税时进行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