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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人社函字〔2017〕9 号 

 

关于转发实施中加社会保障协定的通知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现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加社会保障

协定的通知》（人社厅发〔2016〕190 号）转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7年1月22日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7 年 1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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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实施 

中加社会保障协定的通知 
 

人社厅发〔2016〕19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局）： 

  2011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以

来，为有效解决中加两国在对方国工作的人员双重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问题，中加两国政府通过多轮谈判于 2015 年 4 月 2 日正

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社会保障协定》

（以下简称《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与加拿大就业和社会发展部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加拿大政府社会保障协定的行政协议》（以下简称《行政协

议》）。双方商定，《协定》和《行政协议》于 2017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为确保《协定》和《行政协议》的贯彻执行，现

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协定》主要内容   

  （一）互免险种范围。 

  中国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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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老年保障法案及据此制定的法规、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及据

此制定的法规。 

  （二）中方适用免除在加缴纳相关社会保险费的人员。 

  1.派遣人员。指受雇于中国领土上有经营场所的雇主，该

雇佣关系受中国法律规定管辖，在雇佣期间被其雇主派到加拿

大领土上工作的人员。 

  2.自雇人员。指在中国领土上居住，在加拿大或中加两国

领土上为自己工作的人员。 

3.在船舶和航空器上的雇员。 

4.政府雇员。指受中国法律规定管辖并受雇于中央、地方

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被派往加拿大领土上工作的人员。 

5.例外。中加两国主管机关可对任意个人或人群就适用

《协定》第五条至第八条作例外处理，条件是所涉及人员受中

加两国任一国法律规定管辖。 

（三）加方适用免除在华缴纳相关社会保险费的人员。 

  加方适用免除在华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员与中方适用人员

的条件类同。 

  （四）派遣人员免除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期限。 

  就派遣人员而言，免除缴费期限最长为 72 个月。如派遣期

限超过 72 个月，经中加两国主管机关或经办机构同意，可予以

延长。 

  （五）主管机关、联络机构和经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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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管机关：中方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加方为负责加

拿大法律实施的一名或几名部长。 

  2.联络机构：中方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合作司；

加方为加拿大税务局立法政策司。 

  3.经办机构：中方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加方为负责加拿大法律实施的部门和机构。 

  二、 依据《协定》免除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管理办法 

  （一） 中方在加人员办理免缴养老保险费《参保证明》的

流程。 

  已在中国国内按规定参加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并按时足额缴纳保险费的人员，可以按照以下

程序办理申请免除在加缴纳养老保险费。具体流程如下： 

  1.申请人填写《根据中加社会保障协定出具的〈参保证

明〉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样式附后），并加盖所

在单位公章。《申请表》可从部门户网站上下载，网址：

www.mohrss.gov.cn（进入后点击“服务之窗”中的“表格下

载”）。申请人也可在部门户网站查阅“中加社会保障协定参

保证明办事指南”（点击“服务之窗”中的 “办事指南”）。 

  2.申请人或代理人将填写后的《申请表》（一式 2 份）提

交参保所在地（省、市、县区）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经

办机构在审核其参保缴费情况无误后，加盖印章并留存 1 份

《申请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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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申请人或代理人将盖章后的 1 份《申请表》挂号或快递

寄至部社保中心。（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

皇城国际 B 座，收信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保中心国际合

作处，邮编：100011，电话：010-89946777） 

  4.部社保中心收到《申请表》后予以审核。如审核通过，

将在 15 个工作日内出具并向申请人邮寄《参保证明》；如审核

未通过，及时向申请人说明原因。 

  5.例外情况涉及人员填写《申请表》时，需附个人简要情

况及相关说明材料。部社保中心收到《申请表》后，由中加两

国主管机关共同决定是否同意作例外处理。如同意，部社保中

心向申请人出具《参保证明》；如不同意则向申请人说明原

因。 

  6.申请人向加拿大经办机构提交《参保证明》，并申请免

除缴纳相应的养老保险费。 

  （二） 加方在华人员免除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管理办法。 

  1.加方在华人员向参保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交由加

拿大经办机构出具的《参保证明》，其参保所在地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审核原件，留存复印件备案。核准信息后，依据其《参

保证明》上规定的期限免除其相关社会保险缴费义务。 

  2.加方在华人员在其《参保证明》规定的免缴期限内，已

产生的参保缴费，中方没有返还该缴费的义务。 

3.凡不能提交《参保证明》的加方在华人员，各地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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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经办机构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在中国境

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部令 16 号）的规

定，督促其参加中国的社会保险。 

4.除《协定》规定的免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外，加方在华

人员应按《社会保险法》和部令 16 号的规定，参加中国其他社

会保险险种。 

以上规定自《协定》和《行政协议》生效之日起开始执

行。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各地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应本着如实、便捷的原则及时办理核准和免缴

有关手续。在审核时要认真核对相关信息，防止欠费和虚假现

象发生。各地在执行中如发现问题，请及时向我部报告。 

   

联系人：王晓辰      

电话：010-89946776，89946770（传真） 

 

   附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社会保障协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加拿大 

就业和社会发展部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加拿大政府社会保障协定的行政协议 

          3.根据中加社会保障协定出具的《参保证明》申请 

表（样表） 

        4.中方《参保证明》（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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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加方《参保证明》（样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2016 年 12 月 2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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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 

社会保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为发展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加拿大（以下称缔约两国）友好关系之目的，愿加强在社

会保障领域的合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部分  总则 

第一条  定义 

  一、为本协定之目的： 

  经办机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系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

事业管理中心或由该部指定的其他机构； 

  在加拿大，系指负责加拿大法律实施的部门和机构。 

  主管机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系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在加拿大，系指负责加拿大法律实施的一名或几名部长。 

  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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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系指与第二条规定相关的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其他法律文件； 

  在加拿大，系指第二条规定的法律和法规。 

  二、本条中未定义的词语应具有缔约两国各自适用法律规

定赋予的含义。 

第二条  法律适用范围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协定适用于与下列制度相关的

法律规定： 

  （一）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二、在加拿大，本协定适用于下列法律规定： 

  （一）老年保障法案及据此制定的法规； 

  （二）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及据此制定的法规。 

  三、本协定同样适用于对第一款、第二款所指法律规定进

行修订、补充、合并、替代的法律法规。但本协定不适用于以

建立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为目的的法律规定的修正案，除非缔约

两国主管机关同意其适用。 

  四、除非本协定另有规定，本条所提及的法律规定不包括

缔约一国可能与第三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缔结的条约或其他国际

协定，及为具体实施这些条约或国际协定之目的颁布的法律法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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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人员适用范围 

  本协定适用于属于或已属于缔约一国或缔约两国法律管辖

的任何个人，以及根据缔约任一国可适用的法律规定从上述个

人获得权益的人员。 

第四条  平等对待 

  缔约一国应对本协定适用范围内的所有个人，就其在该缔

约国法律规定或本协定下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给予平

等对待。 

 

第二部分  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 

第五条  关于雇员和自雇人员的一般规定 

除非第六条至第九条另有规定： 

（一）在缔约一国领土上工作的雇员，就此项工作而言，

仅受该缔约国法律规定管辖。 

（二）如自雇人员在缔约一国领土上居住，在缔约另一国

或缔约两国领土上为自己工作，就此项工作而言，该自雇人员

仅受首先提及的缔约一国法律规定管辖。 

第六条  派遣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个人： 

  （一）受雇于在缔约一国领土上有经营场所的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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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该雇佣关系而言受该缔约国法律规定管辖； 

（三）在雇佣期间被其雇主派遣到缔约另一国领土上工

作，就此项工作而言，仅受首先提及的缔约一国法律规定管

辖，如同此项工作仍在该缔约国领土上进行一样。派遣期限最

长为 72 个月。 

  二、如派遣期限超过第一款规定，在缔约两国主管机关或

经办机构同意下，首先提及的缔约一国法律规定将继续适用。 

第七条  船舶和航空器上的雇员 

  对于受缔约两国法律规定管辖的船舶和航空器上的雇员，

就该雇佣关系而言，仅受该雇员居住地所在缔约国法律规定管

辖。 

第八条  政府雇员 

  一、本协定不影响 1961 年 4 月 18 日签订的《维也纳外交

关系公约》和 1963 年 4 月 24 日签订的《维也纳领事关系公

约》中社会保障相关条款的适用。 

  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如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规定管辖并受雇于中央、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的雇员，被

派往加拿大领土上工作，则该雇员就该雇佣关系而言，仅受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管辖。 

  三、对于加拿大而言，如受加拿大法律规定管辖并受雇于

政府的雇员，被派往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工作，则该雇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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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雇佣关系而言，仅受加拿大法律规定管辖。 

第九条  例外 

  经缔约两国主管机关同意，可对任何个人或人群就适用第

五条至第八条作例外处理，条件是所涉及人员受缔约任一国法

律规定管辖。 

第十条  加拿大法律规定关于居住期限的定义 

一、为老年保障法案之目的： 

（一）如受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或加拿大省级综合养老金计

划管辖的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逗留或居住，则该逗留或居住

期限被视为在加拿大的居住期限；与该人员共同居住的配偶或

普通法伴侣和受抚养人，如未因雇佣或自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规定管辖，则其逗留或居住期限亦被视为在加拿大的居住

期限。 

（二）如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管辖的人员在加拿大

逗留或居住，则该人员及与其共同居住的配偶或普通法伴侣和

受抚养人的逗留或居住期限将按照加拿大法律的规定进行认

定。 

  二、为第一款之目的，加拿大认为： 

  （一）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逗留或居住的人员在其逗留

或居住期间因雇佣或自雇向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或加拿大省级综

合养老金计划缴费时，该人员才被视为在该逗留或居住期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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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上述计划管辖。 

  （二）只有在加拿大逗留或居住的人员在其逗留或居住期

间因雇佣或自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缴费时，该人员

才被视为在该逗留或居住期间内受上述法律规定管辖。 

 

第三部分  行政和其他规定 

第十一条  行政安排 

  一、缔约两国主管机关将签署行政协议，制定实施本协定

的必要措施。 

  二、在行政协议中，缔约两国主管机关将指定各自的联络机

构。 

第十二条  信息交流 

  一、缔约一国应当通过其主管机关或负责协定实施的经办

机构： 

  （一）在其法律允许范围内，向缔约另一国提供关于实施

本协定和本协定所适用法律规定的任何必要信息； 

  （二）及时向缔约另一国通报其采取的关于实施本协定的

措施或因其法律规定修改而影响本协定适用的有关情况。 

  二、除非缔约一国法律对信息公开另有要求，所有根据本

协定从缔约一国传输给缔约另一国的个人信息均应保密，并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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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实施本协定及协定适用法律规定之目的。接收信息的缔约

一国不得向其他人员、机构或国家公开其接收到的所有个人信

息，除非发送信息的缔约另一国已获其通知，认为公开上述信

息是适当的，并认为对上述信息的公开与公开这些信息的初始

目的一致。 

第十三条  费用减免 

  一、如缔约一国法律规定，办理适用该国法律规定所需的

证书和文件可免除或部分减免法律、领事或行政费用，则该减

免规定也同样适用于办理适用缔约另一国法律规定所需的证书

和文件。 

  二、为实施本协定而需要出具的任何官方性质的文件无须

外交、领事部门及第三方认证。 

第十四条  交流语言 

  一、为实施本协定之目的，缔约两国主管机关和经办机构

可以使用本国任一种官方语言直接进行交流。 

  二、缔约一国不得仅因文件是用缔约另一国官方语言写成

而拒绝受理。 

第十五条  争端解决 

  一、关于本协定解释或适用方面的任何争端应由缔约两国

主管机关根据本协定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尽可能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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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如依据第一款未能解决争端，缔约两国应尽快通过协

商方式解决。 

第十六条  与加拿大省级部门签署谅解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部门可与加拿大省级部门在其管辖权

限内签署任何关于社会保障事务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

应与本协定相一致。 

 

第四部分  过渡和最终条款 

第十七条  过渡条款 

  为适用本协定第六条之目的，即使人员的派遣始于本协定

生效前，该派遣的期限仍从协定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十八条  生效、期限和终止 

  一、缔约两国应当以外交照会方式相互通知已完成使本协

定生效所必需的国内法律程序。本协定自后一份通知收到当月

后的第四个月的第一天生效。 

  二、本协定长期有效。缔约一国可在任何时候提前 12 个月

通过外交渠道以书面形式通知缔约另一国终止本协定。 

  三、如本协定终止，个人依据本协定已获得的任何权益应

予保留。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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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守。 

  本协定于 2015 年 4 月 2 日在渥太华签订，一式两份，每份

均用中文、英文和法文三种语言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加拿大政府           

代表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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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 

加拿大就业和社会发展部关于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 

社会保障协定的行政协议 

  

  依据 2015 年 4 月 2 日在渥太华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加拿大政府社会保障协定（以下称“协定”）第十一条，为

协定实施之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加

拿大就业和社会发展部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 

本行政协议中所使用的术语与协定中的含义相同。 

第二条  联络机构 

  根据协定第十一条，缔约两国主管机关指定以下机构为联

络机构：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合

作司； 

  （二）在加拿大，加拿大税务局立法政策司。 



 

 — 18 — 

第三条  表格和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办机构和加拿大联络机构将共同制定实

施协定和本行政协议必要的表格和程序。表格和程序的变更须

经缔约两国经办机构和联络机构同意。 

第四条  参保证明书 

  在协定第五条第二款、第六条和第九条所述情况下，法律

规定适用的缔约一国经办机构或联络机构将出具参保证明书，

证明就某项工作而言，雇员及其雇主或自雇人员，受该缔约国

法律规定管辖。 

  （一）如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向雇员或自雇

人员出具参保证明书，并向加拿大税务局立法政策司提供副

本。 

  （二）如适用加拿大法律规定，加拿大税务局立法政策司

向雇员及其雇主或自雇人员出具参保证明书，并向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提供副本。 

（三）在缔约一国法律规定项下免除参保的期限应与缔约

另一国出具的参保证明书上规定的期限一致。但如在规定免除

期限内依据首先提及的缔约一国的法律规定产生了参保缴费，

该缔约国没有返还该缴费的义务。 

 



 

 — 19 — 

第五条  申请程序 

  一、如依据协定第五条第二款或第六条第一款申请出具参

保证明书，缔约一国经办机构或联络机构将对该申请进行审

核。如审核通过，将出具参保证明书。 

  二、如依据协定第六条第二款提出参保证明书延期申请，

缔约两国经办机构或联络机构将及时对申请进行审核。如审核

通过，法律规定适用的缔约一国经办机构或联络机构将出具参

保证明书。 

  三、如依据协定第九条提出例外申请，缔约两国经办机构

或联络机构将及时对该申请进行审核。如审核通过，法律规定

适用的缔约一国经办机构或联络机构将出具参保证明书。 

第六条  统计数据交换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办机构和加拿大联络机构将在出具

参保证明书的次月交换依据协定第五条第二款、第六条和第九

条所出具证明书的副本。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办机构和加拿大联络机构将在每年

一月交换上一年度依据协定第五条第二款、第六条和第九条所

出具证明书数量的统计数据。 

第七条  行政协助 

  一、缔约两国应免费提供为实施协定和本行政协议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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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协助。 

  二、缔约两国主管机关，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办机构和加

拿大联络机构可在必要时会面，讨论任何关于协定或本行政协

议实施的问题。 

第八条  行政协议的地位 

  本行政协议将依据协定实施，不对缔约国产生新的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义务。 

第九条  生效、期限与修改 

  本行政协议于协定生效之日生效，直至协定终止之日。缔

约两国主管机关可以双方书面同意的方式对本行政协议进行修

改。 

  本行政协议于 2015 年 4 月 2 日在渥太华签署，一式两份，

每份均用中文、英文和法文三种语言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

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加拿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就业和社会发展部 

              代表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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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根据中加社会保障协定出具的《参保证明》申请表 

编号：        

1.姓名          拼音  2.性别   3.出生年月   4.民族   

5.身份证号码   6.护照号码   7.出境日期   

8.本人在国内住址 

（中英文填写） 
  联系电话   

9.本人在加拿大住址 

（中英文填写）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10.国内工作单位名称 

（中英文填写） 
  

本人职务   

地  址（中英文填写）   邮编   

11.在加拿大企业名称 

（中英文填写） 

  

  

地址（中英文填写）   邮编   

12.人员类型 1.派遣人员（可申请延长） □      2.自雇人员  □      3.例外  □ 

13.在加拿大工作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14.申请免除在加拿大缴纳保险

费期限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年   月  至   年   月 （首次 □  延长 □）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年   月  至   年   月 （首次 □  延长 □） 

15.首次参保时间和当前缴费状

态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年     月    日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年     月    日   

当前缴费状态              正常□  欠费□  暂停□  退保□           

16.申请单位意见 

 

（签字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17.参保所在地养老保险

经办机构意见 

 

（签字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18.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意见 

 

                                                                      （签字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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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1—14 栏由申请人及单位填写；15、17 栏由参保所在地经办机

构填写；16 栏由单位填写。  

2.该表一式 2份（当地养老保险经办机构、部社保中心各保存 1

份）。 

3.此表可复印，可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页下载。 

网址：www.mohrss.gov.cn（进入后点击“服务之窗”中的“表

格下载”）。申请人也可在部门户网站查阅“中加社会保障协定参

保证明书办事指南”（点击“服务之窗”中的 “办事指南”）。 

4.如在 12 栏人员类别中选择“例外”，需附个人简要情况及相关

说明材料。 

 

联系方式： 

此表填写、审核盖章后，请寄至以下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号 皇城国际 B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社保中心 国际合作处 

邮政编码：100011 

电话：010-89946777 

传真：010-89946770 

 

 

 

重要提示： 

请申请者或经办人在邮寄此申请表的同时，同信封另附纸

张，将中国国内回邮地址、收件人姓名、联系电话、邮政编码一

同邮寄至以上地址,以方便我中心及时向您回邮《参保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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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Social Insurance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China 
Administration de l'Assurance sociale, ministère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e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Chine 

中–加 1 

参保证明 
CERTIFICATE OF COVERAGE 

CERTIFICAT D’ASSUJETTISSEMENT 
中加政府间社会保险协定第五条第 2段、第六条和第九条 

ARTICLE 5 PARAGRAPH (2) AND ARTICLES 6 AND 9 OF THE SOCIAL SECURITY AGREEMENT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ANADA 
ARTICLE 5 PARAGRAPHE (2) ET LES ARTICLES 6 ET 9 DE L’ACCORD DE SÉCURITÉ SOCIALE ENTR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T LE CANADA 
1. 人员信息 / PERSONAL INFORMATION / INFORMATION PERSONNELLE 

a) 全名 / Full name / Non et prénom  [姓/Surname / Nom、名
/Given name(s) / Prénom(s)] 
 

b) 国籍 / Nationality / Nationalité 
 

c) 永久居住国 / Country of permanent residence / Pays  
dont vous êtes résident permanent 
 

d) 生日 / Date of birth (D/M/Y) / Date de naissance (J/M/A)  
 

e) 中国社会保障号 / Chinese insurance number / Numéro d’assurance de la Chine  
 

g)人员类别 /  (Category of request)  / Catégorie de demande 
□ 派遣人员 / Detachment / Détachement 
□ 自雇人员 / Self-employed persons / Travailleur autonome  
□ 例外/ Exception / Exceptions 
h) 互免期限 / Exemption period (D/M/Y) / Période d’exemption (J/M/A) 
首次免除期限 / Initial exemption period / Période d’exemption initiale  自 / From / du                  至 / To / au              
延长免除期限 / (Extension of initial exemption period) / Prolongation de la  
première exemption intiale 
                                       自/ From / du                    至/ To / au                  
2. 在中国的单位资料 / INFORMATION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IN CHINA / Informations concernant l’employeur en 

Chine 
a)单位名称 (自雇人员，注明从业类型) / Name of establishment 
(nature of activity) , if self-employed 
Nom de l’employeur   nature des activités), si travailleur autonome 

b)地址 / Address / Adresse  
 

3. 在加拿大的单位资料 / INFORMATION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IN CANADA / Information concernant l’employeur  
au Canada 
a)单位名称 (自雇人员，注明从业类型) / Name of establish-ment 
(nature of activity)  if self-employed / Nom de l’employeur nature des 
activités), , si travailleur  
autonome   

b)地址 / Address / Adresse 
 

4. 中国主管机构证明 / CERTIFICATION OF CHINESE AUTHORITY – Certification de l’Autorité Chinoise  

兹证明上述人员继续参加中国的养老保险，根据中加社会保险协定的规定在下述工作期间免除加拿大年金计划的缴费。 We certify 
that the employee, self-employed person named above remains subject to China’s Old-Age Insurance and is exempt from Canada 
Pension Plan for work period described below by virtue of Agreement on Social Insurance between China and Canada./Nous 
certifions que l'employé, travailleur autonome nommé ci-dessus reste soumis à l'assurance  
vieillesse de la Chine et exempté du Régime de pensions du Canada pour la période de travail décrit ci-dessous en  
vertu de l'Accord de sécurité sociale entre la Chine et le Canada 
 
                       自/ From - Du                 至/ To - Au                 (D/M/Y) (J/M/A) 

日期 / Date (D/M/Y) / Date (J/M/A)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负责人签字 / Signature of authorized 
officer of the Social Insurance Administration / Signature de 
l’agent autorisé de l’Administration de l’Assurance sociale 

单位印章 / Official seal / 
Sceau officiel 

编号/Reference number / Numéro de réfé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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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Certificate of Coverage Under the Canada 
Pension Plan Pursuant to Article 5 
Paragraph (2) and Articles 6 and 9 of the 
Social Security Agreement Between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ertificat d’assujettissement au Régime 
de pensions du Canada en vertu de 
l’article 5 paragraph (2) et les articles 6 et 
9 de l’Accord de sécurité sociale entre le 
Canada et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参保证明书 

依据加拿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

会保障协定第五条第二款、第六

条和第九条 

 Employed person – Travailleur salarié – 雇员  Self-employed person – Travailleur Autonome – 自雇人员 
 

Name of worker – Nom du travailleur – 姓名 
 

 

Canadian social insurance number – Numéro d’assurance sociale au Canada –加
拿大社会保险号码 

 
 

Date of birth – Date de naissance – 出生日期 
 
 
 

Address – Adresse – 地址 

Citizenship – Nationalité – 国籍 

 

 

 
Date of hire – Date d’embauche – 雇佣时间 
 
 
 

Name of employer in Canada – Nom de l’employeur au Canada – 在加拿大的雇主

名称 

Business number in Canada – Numéro d’entreprise au Canada – 加拿大企业号码 
 
 
 RP 

Address of the employer in Canada – Adresse de l’employeur au Canada – 在加拿大的地址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business where the worker will be working in the foreign country – Nom et adresse de l’entreprise où le travailleur travaillera dans le pays 
étranger –在国外工作地企业的名称和地址 

Initial detachment – Détachement initial – 首次派遣 
 

 
Expected period  Durée prévue du 首次派遣期限 
of initial detachment détachement initial  
 
 
 
 
 

Extension – Détachement prolongé – 派遣延期 
Exception – Exceptions – 例外 

 
Expected period of  Durée prévue du détachement 派遣延期期限 
extended detachment (for prolongé (pour les  （请一并填写首

次 
extensions also indicate  prolongations, indiquer les 派遣的日期） 
date of initial detachment) dates du détachement initia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rom – du – 从 to – au – 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rom – du – 从 to – au – 到 

I hereby certify that,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request is accurate and 
complete 

Par la présente, j’atteste qu’au meilleur de mes 
connaissances, les renseignements fournis dans la 
présente demande sont exacts et complets. 

本人兹上述信息准确完整及为事实之全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int name and title of authorized officer –Nom et titre de la personne  Signature of authorized officer – Signature de la personne autorisée – 
 autorisée en lettres moulées – 获授权人员姓名及职务 获授权人员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ephone – Téléphone – 电话 Date – 日期 
 
CPT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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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E OF COVERAGE 
Canada Revenue Agency  

 
The worker named above is subject to the coverage 
provisions of the Canada Pension Plan and exempt from 
the law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garding 
social security by virtue of Article 5 paragraph (2) and 
Articles 6 and 9 of the agreement during the period: 

CERTIFICAT D’ASSUJETTISSEMENT 
Agence du revenu du Canada 

 
Le travailleur susmentionné est assujetti aux 
dispositions de participation du Régime de pensions du 
Canada et exempté des lois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concernant la sécurité sociale en 
vertu de l’article 5 paragraphe (2) et des articles 6 et 9 
de l’accord pendant la période : 

参保证明书 

加拿大税务局 
 
上述人员受加拿大年金计划管辖，依据协定第五条

第二款、第六条和第九条，在此期限内不受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会保障法律管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rom – du – 从 to – au – 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uthorized officer of CRA – Agent autorisé de l’ARC – 加拿大税务局获授权人员 Date –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