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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无雇主技术移民评估（不需要 job offer） 

 

新新源移民--高知圈移民代理 

 

前情说明： 

加拿大没有雇主（JOB OFFER）就可以申请的项目（这里仅列出可以主动申请的项目，不包

含被动邀请申请项目，也不包括临时突发开放项目，也不包含必须有法语才可以申请的项目，

也不包括无雇主留学生及亲属担保项目），主要有联邦 Express Entry 项目（周期 6个月）， 安

省 400 分人力资源项目（周期一年），SK萨省 OID及 EE高分挑选项目、NS新省 EE 项目、

NB 省 EE 宣讲会项目、魁省 Arrima 高分挑选项目等 6 个项目。以上这些项目，不需要加拿

大的雇主就可以申请，只需要根据申请人的年龄、学历、工作经验、职业、语言进行综合打

分，符合打分及其他要求即可申请。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新新源移民） 

主申男方： 

现 35 周岁，最高学历为硕士，本科为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硕士专业为机械电子工程，。雅

思 G类听读写说 7 8 6 6.5。注意，语言是 2 年有效期。没有加拿大相关的留学、工作、直系

亲属等背景。 

副申女方： 

现 32周岁（2019年 9 月份 33周岁），最高学历为生物工程硕士，本科专业不详。雅思 G类

成绩不会超过四个 6，也没有加拿大相关的留学、工作、知悉亲属等背景。 

孩子：1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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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有亲属加分的申请人，如果是联邦项目，则除魁北克的 close family 不能加分外，

都可以加分，如果是省项目，则只有在该省定居满一年的公民或永久居民身份的 close family

才可以加分。 

 

另外说明：移民是主申+副申+ 22 周岁以下的孩子同时获得永久居民签证，但不包括主申副

申的父母。 

 

 

二、移民职业定位（新新源移民）： 

备注：魁省只关注近 5年的工作经验（可以不同代码，注意是近 5 年），新省只关注近 6 年的

工作经验（注意是近 6年），其他技术移民项目关注近 10年的工作经验。联邦 67分计算分值

可以计算近 10 年所有工作经验（包含不同代码），而其他省（除魁省外）都只计算同一个代

码的工作经验，注意这个省是近 10年，还是近 5年，还是近 6年。 

主申： 

加拿大除非职业及其低端，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人的职业都在NOC 0 A B 范畴，如链接详情：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84/index.html 

 

如果仅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职业履历信息（但是感觉申请人自己写的职责，有因为其本人想按

照 1226会议及活动策划来申请移民，而将职责着重这方面的倾向，可能并不是自己的全部岗

位职责），主申履历分 2 段，一段是机械工程师，另一段是会议组织策划。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84/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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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9年 7月-2011年 7月(2年)，中车机械工程师（NOC 2132） 

2132-机械工程师 

官方职责：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284/index.html  

机械工程师执行部分或全部如下岗位职责： 

--就机械、部件和系统的可持续性、设计。运行和性能进行研究分析； 

--对项目进行规划和管理，准备物料、成本估算、进度估算和相关报告，为机械和系统设计规

格； 

--进行发电机、机械、部件、工具、附件和设备的设计工作； 

--分析机械系统和结构的动力学和振动参数（新新源移民）； 

--在项目现场，监督和检查机械系统的安装、修订和试车过程； 

--建立维护标准、计划和程序，为维护团队提供指导； 

--研究机械故障和非预期的维护问题（新新源移民）； 

--为工业工程和维护工程准备合同文件，对招投标进行评估； 

--监督技师、技术人员和其他工程师的工作，并对设计、参数计算和成本概算进行复核和核准； 

 

（二）2011 年 7 月-至今（7 年， 还有几个月满 8 年），中车及事业单位的会议及活动策划

（NOC 1226） 

官方岗位职责：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625/index.html 

1226—会议和活动策划师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284/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625/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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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岗位职责-Mainduties-新新源移民 

--和贸易专业协会及其他群体成员会面，商讨会议、会展服务的事宜； 

--和赞助商和组织委员会会谈，协商活动的范围和形式，制定和监控预算，审核行政程序和活

动进展；（新新源移民） 

--统筹活动的所有的协助服务事项，比如参与者的住宿和交通、会议和其他设备、餐饮、引导

标识、显示器、翻译、特别需要要求、视音频设备、打印和安全； 

--组织参与者的签到事项，准备项目和宣传资料，宣传活动； 

--为参与者规划娱乐和联谊会； 

--招聘、培训和监督活动组织人员； 

--确保遵从法律要求；（新新源移民） 

--进行服务合同协商，开具供应商发票，维护财务记录，审核最终的客户账单，准备报告； 

 

（三）关于移民职业代码的其他说明 

由于 1226 会议及活动策划，并不是常见移民职业代码，目前仅一次出现在萨省职业清单上。

如果万一这个职业代码消失，则需要寻求其他可以靠近和替代的移民职业代码（岗位职责需

要调整，同时工作推荐信需要当时的主管或 HR签字确认，仅签字即可，不需要盖章）。比如

2011 年 7 月-2014年 7月（3年），职责可能调整为 1123 市场广告公关（市场技术/服务/

产品/品牌推介），2014年 7月-至今（4年），职责可能调整为 1121 人力资源专业人员（企

业人才规划、招聘、培训等）。 

 

1123-广告/市场/公关人员—（市场技术/服务/产品/品牌推介） 

官方岗位职责：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327/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32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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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并分析市场信息，制定产品市场推广策略和方案； 

--举行市场相关活动，准备推广材料，进行产品/品牌/形象等进行市场宣传和推广； 

--建立和各媒体/记者等的联络，并维护良好关系； 

--安排活动过程中或活动后的新闻发布、采访等事宜； 

--准备活动报道传播的相关资料； 

--对市场推广情况进行跟踪并反馈，及时调整策略和方案； 

 

1121 人力资源专业人员（帮助企业人才规划、招聘、培训等） 

官方岗位职责：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325/index.html 

--根据企业或单位人力资源需求，规划、制定、实施和评估人力资源和劳动关系战略，包括政

策、规划和程序； 

--就人力资源政策、薪酬和福利、集体协议等，给予经理和雇主解答和建议； 

--代表雇主或劳动者，进行集体谈判，调节劳资纠纷，提出合理建议；（新新源移民） 

--研究和准备职业分类、工作描述、薪资水平、胜任评价的措施和系统； 

--对成员、薪酬总额、培训和职业发展、雇员关爱、就业平等，进行规划和管理； 

--对人力资源信息和相关记录系统进行维护； 

--招聘和监督员工培训；（新新源移民） 

--统筹雇员业绩考核； 

--对雇员福利和健康安全进行研究，对既有政策提出改善意见； 

 

副申： 

2013 年-今  SGS 青岛分公司  报告审核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325/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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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信息不详细，预估为生物工程方面负责报告审核的工程师，工作经验为 5 年。由于基本

不可能作为主申，不需要确定移民职业代码。 

 

三、评分表和目前各省职业清单（新新源移民） 

（一）评分表 

（1）联邦 67分评分表：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82/index.html  

（2）联邦和安省 Express Entry1200 分打分表：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83/index.html  

（3）萨省 60分打分表：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11/index.html  

（4）萨省 67分打分表：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12/index.html  

（5）NS新省 67 分打分表：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20/index.html  

（6）NB省 67 分打分表：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45/index.html  

（7）安省 67分打分表：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37/index.html 

（8）魁省 50分/59 分打分表：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73/index.html  

 

备注： 

--以上联邦和各省 67分打分表，对没有在该省留学加分，亲属加分，工作加分的人，是一样

的。能使用这些表的人，绝大部分人都是无这些适应性因素加分的，所有 67 分打分表看（1）

联邦 67 分表格就行。 

--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如果是申请NS 新省项目，计算工作经验是近 6 年的工作经验（新新源

移民），而其他项目都是计算近 10 年的工作经验。适应性方面的打分，如果不是 NS 省定居

是的亲属，也不能加分。 

--如果在其他省留学或工作过，或有亲属，，申请另外一个省的移民，有可能会被要求解释在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82/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83/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11/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12/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20/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45/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37/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7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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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移民申请省定居的意愿。 

 

（二）各省职业清单 

（ 1 ） 联 邦 职 业 清 单 ： NOC 0 A B 职 业 即 可 ， 请 参 考 ：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84/index.html。绝大多数的职业都在这个范

围内，因此可以视为无职业限制（新新源移民）； 

（2）安省职业清单：对外没有职业限制，也是 NOC 0 A B 职业即可，但是安省移民局内部

会根据劳动力市场情况进行甄选，不是所有的职业都能被挑选（新新源移民）。安省法语类项

目不管什么职业，只要符合安省 67分，达到法语和英语水平，一定可以挑选。每年都招不满。 

（3）萨省职业清单：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13/index.html 

（4）NS新省职业清单：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21/index.html 

（5）NB省职业清单：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46/index.html 

（6）魁省受训列表：魁省只看近 5年的工作经验，职业要求是 NOC 0 A B C D，绝大多数

职业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因此可以视为没有职业限制。不过魁省评分表有各专业的加分，各

个专业加分情况可以参考: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74/index.html 

 

备注：魁省主申机械或电子专业做主申是 9 分专业，做副申是 3 分专业；副申生物工程做主

申是 9 分专业，做副申是 3 分专业。 

 

四、移民项目分析（无加拿大 job offer/加拿大工作经验/加拿大留学经历要求的项目）： 

（1） 联邦 EE项目：周期半年左右。不限制职业，但是需要雅思听读写说 8777或法语同等

水平。绝大多数人几乎不可能考到雅思 8777（或法语相应等级）的水平，可以不关

注。目前你们的情况是，男方雅思 7 8 6 6.5，女方雅思即便 5455，EE 打分为 346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84/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13/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21/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46/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74/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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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历史上最低邀请分是 413 分，一般邀请分是 440 分，远远不够。可以参考附件

ExpressEntry-配偶版（6月 6日）。总之，这个项目可以不考虑。 

（2） 安省人力资源 400分项目：周期一年左右。需要满足 EE打分 400 分。基本上也要求

雅思听读写说 8777 或法语同等水平，绝大多数人几乎不可能考到雅思 8777（或法语

相应等级）的水平，你们可以参考上面联邦项目的配偶版打分情况 346 分，这个项目

也可以不考虑。 

（3） 萨省：周期一年左右。目前萨省职业清单上有 1226 会议及活动策划（7 年），近 5年

是 5 年经验，前 6-10 年是 2 年。目前男方主申雅思为 7866.5，萨省 60 分评分标准

为 63分，萨省 EE 67分评分标准为 69 分。如果是 2年内的雅思，则均已经达标。萨

省项目副申不需要考雅思，考了也没用。萨省目前是高分挑选，63 分被邀请的情况很

常见。可以参考萨省 EOI 历史邀请情况（2018 年 8 月 21 日开始至今）：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1018/index.html 。由于既满足萨省60分标准，

又满足萨省 67分标准，所以可以直接走萨省 EE通道。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萨省的专

业问题。萨省官方 guideline 里明确说明，申请萨省移民职业必须和学校专业相关：

Have at least one-year work experience in the past 10 years In your field of 

education or training occupation。但是从近几年的接收情况来看，以前英语专业

做计算机都能获签，并不是非常严格的审核。但是从 2017 年下半年开始，因为有中

国签证官进入萨省签证审核部门，从而萨省对专业的审核加大。我们有 2位申请人因

为专业不相关，一位是商务英语本科/计算机硕士，申请市场广告公关类职业，因为专

业和职业不相关被拒，还有一位是化学专业，申请仪器仪表技术员职业，也因为专业

和职业不相关被拒。因为这个专业和职业是否相关，很难从客观上进行把握，签证官

主观性很大。所以，我们这里难以判断您的专业是否能通过萨省的检验。具有很大的

风险性。请您特别知悉。关于萨省专业不相关的详细说明可以参考：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1018/index.html%20。由于既满足萨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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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xpressentry.cn/index.php?page=sinp-major-problem 。总的意见，

萨省可以尝试，但是目前阶段风险很大，除非赶上该职业劳动力市场非常紧缺，申请

人比较少，或者您提交的阶段审核从严格变宽松。当然，除了 300 加币的申请费外，

即便拒签了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4） NS 新省：周期一年左右，目前新省职业清单上没有 1226 会议及活动策划（7 年），

历史上也没出现过这个职业，倒是目前有 1123 市场广告公关（近 6年有 1 年）、以前

还出现过 1121 人力资源专业人员（近 6 年有 4 年）。目前新省的政策是满足新省 67

分评分标准即可。如果 1123（1 年经验）职业一直在 NS新省清单上，则主申 G类雅

思听读写说 7866.5，副申雅思 4.5 3.5 4 4，则有 68 分（自己可以下载 67分评分表

打分）；如果职业清单变化，出现 1121 人力资源（4 年经验），则主申目前 7866.5，

副申不考雅思也已经有 67 分（自己可以下载 67 分评分标准打分）。新省目前是抢配

额，也是加拿大无雇主项目中仅剩下的唯一一个需要抢配额的项目（安省、萨省、魁

省、NB省都已经实行邀请制或高分挑选制）。新省配额还非常难抢，因为每次抢配额，

系统都崩溃，运气好才能进入填写信息完成提交 ，抢配额可以参考

https://www.expressentry.cn/index.php?page=NS-Quota 。NS 省 67 分打分表

下载：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20/index.html  

（5） NB省：周期一年左右，NB省目前也没有 1226会议及活动策划。但是有可能出现 1123

市场广告公关，最有可能出现 1221 人力资源。NB省看近 10年工作经验，近 10年，

申请人有 2 年机械工程师经验、3 年 1123（职责需要调整往上靠），4 年人力资源（职

责需要调整往上靠））。如果出现 1123，则主申目前 7866.5，副申需要考雅思 G 类

4.5 3.5 4 4加 5 分，达到NB省 67分评分标准（这种情况下为 70分，自己可以参考

67分评分表打分）；如果出现 1221，则主申目前 7866.5，副申不考雅思也已经有 67

分（自己可以下载 67 分评分标准打分）。需要说明的是，NB 省需要参加 NB 省移民

https://www.expressentry.cn/index.php?page=sinp-major-problem
https://www.expressentry.cn/index.php?page=NS-Quota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2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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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宣讲会，2016年以前在香港或全球其他国家举行，2016年至今香港再没举行过，

但是其他国家有举行过。2016年以前任何人都可以参加，2016 年以后先注册，移民

局再从注册的人群中邀请部分人参加。总之，宣讲会的举办具有不确定性。NB省 67

分打分表：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45/index.html  

（6） 魁省：历史上周期为 3-5年。政策多次追溯（前一年的申请人要符合后一年提高后的

申请标准，比如 16 年的申请人要符合 17 年的申请标准，否则拒签），极为不稳定。

而且近期魁省还一刀切的撤销了 2016年提交的 18000个技术移民申请（提交了 2 年

后，魁省移民局说 2016年提交的申请全部不要了）。这是历史背景。2018年 9月至

今魁省移民改革成利用Arrima高分挑选系统进行移民申请，符合未婚 50分/已婚 59

分的申请人即可进入 Arrima 系统等待高分挑选。不过新系统至今没有挑选过。你们

魁省的打分情况是正确的，主申专业加 9 分，副申专业加 3 分，主申雅思达到 5445

（实际主申雅思 7866.5,2 年有效期），打分为 64 分，已婚 59分即可入池等挑选。打

分情况请见 2019 年魁北克技术移民自动评分表（2018-08-02）。截止目前，arrima

系统里候选人有 10多万。相比 59 分，你们 64 分会有略微的优势，不过优势也不大。

能不能挑选，会不会按职业挑选，暂时无从得知，看看后续魁省这个系统运行情况。

按照魁省移民局官方说法，实行 arrima 系统后，将把移民时间由原来的 3-5 年缩短

到 6个月。备注：魁省的专业加分是怎么判定的？魁省签证官会对申请人的学校成绩

单的课程，魁省学校相应专业的课程，如果大体匹配，就会给予相应的分值。（这个大

体的尺度，依据签证官的不同会有差别。）。最好是专业名称和受训列表中的名称相同

或大体相差不大，这样签证官比较容易，不产生误解，给予相应的分值。对于专业名

称不相同，课程也只有部分匹配的，最好不要去计算相应的分值。大环境下，魁省的

签证官既没有耐心，也不会去费力去甄别专业的匹配性。由于是否能加分，都是签证

官把握，其他任何人也只能根据 case情况，进行预估，不能保证 100%和最终结果相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45/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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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备注： 

(1)以上标红部分为目前可试或可行项目。其中魁省可行，萨省可试。其他的 NS 省和 NB 省

待观察，可观望。 

(2)雅思报名是 G 类，因为其他省都只接受 G 类考试成绩，不接受 A 类。报名请参考：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999/index.html  

(3)魁省省项目系统说明：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cat-44/index.html  

(4)萨省项目系统说明：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cat-36/  

(5)NS 省项目系统说明：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cat-37/  

(6)NB省项目系统说明：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cat-40/index.html  

五、风险提示（新新源移民） 

（1） 关于成功率，大部分人都是符合申请条件，只要雅思考到，一家人无刑事犯罪，体检

健康，基本就是走一个移民程序（新新源移民），然后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签证。虽

然大部分人成功，但是依然还是有一部分人是不成功的，所以要做好心里预期，明确

移民风险。 

（2） 关于移民的风险因素请参考：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987/index.html。 

（3） 关于加拿大移民体检请参考：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766/index.html 

 

六、委托代理事务（如有意向）： 

（1） 新新源移民代理服务流程：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999/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cat-44/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cat-36/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cat-37/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cat-40/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987/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766/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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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xpressentry.cn/index.php?page=service-procedure  

（2） 新新源移民代理服务费标准： 

https://www.expressentry.cn/index.php?page=service-fee 

（3） 移民总费用 

https://www.expressentry.cn/index.php?page=fee-in-total  

七、基本问答： 

1．我的专业和学历与要求不符，但是我看雇佣要求中提到多年的工作经验可以取代正规教育

的要求，不知道是否意味着在这个职位中只要工作经验符合，专业是什么无所谓？如果有影

响，对于受邀的影响大约有多少，比如说 50%？还是 80%？还是很小？ 

 

 

 

 

？ 

 

 

 

 

 

 

 

 

--这个是NOC 职业代码中关于个体就业的要求，基本上只用于某类岗位技能评估或其他应用

时工作经验可以替代学历的不足。但是在移民申请中，工作经验无法弥补学历的不足。在第

四部分萨省项目评估中，关于萨省专业和职业不相关申请萨省移民的的问题，我有详细解析，

您可以参考。总的来说，目前情况下，除非该职业在萨省劳动力市场特别紧缺，申请人较少，

否则大概率情况下可能因为专业和职业不符合，被拒。因为萨省的审核近几年关于专业相关

https://www.expressentry.cn/index.php?page=service-procedure
https://www.expressentry.cn/index.php?page=service-fee
https://www.expressentry.cn/index.php?page=fee-in-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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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关是否获签有很多不同结果的 case，所以，从客观上是无法把握获签可能性的。当然，

我们也说，可以尝试，如果拒签，除了申请费 300加币，其他没有任何影响。 

 

2．在省提名捞人阶段，是只看分数进行捞人（只看你个人的条件是否符合），还是会横向比

较受邀人？比如其他申请人是相关专业然后又有经历，是否会影响到我的受邀？ 

--萨省 EOI 阶段，只看分数捞人。同一分数的，按照提交时间先后顺序。但是审核过程中，

我们感觉会根据萨省劳动力市场情况，有略微的倾向。这个倾向就体现在专业和职业相关审

核的严格程度。我们根据 case 情况感知，title 特别高的，比如 manager，被专业和职业不

相关审核的可能性会大，某个职业申请人特别多的，也非常可能。 

魁省 Arrima系统，目前有 10多万人，还没有邀请过，静待后续施行情况。 

 

3.目前的单位是企业服务中心，属于事业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如果提供

照片，很多照片上会显示活动的主办单位，这个会不会影响到申报以及后期的安全调查？如

果不主动提及主管部门是不是会留下不好的印象。 

--移民工作证明，只需要提供签字的推荐信，个税、社保等材料，不需要其他辅助材料。没有

印象不印象的区别，该提供的必须提供，不要求提供的不需要提供。具体的材料是签约后，

我司顾问会根据您的详细情况列材料清单。 

--关于背景调查，移民局有背景调查的审核程序，但是一般都不会调查，只根据纸质材料审核，

特别材料有很多问题。省阶段不会涉及安全调查，联邦阶段才会涉及安全调查，国企、军工、

外交、华为等公司都是重点安全调查 case，事业单位也有可能，不过也不安调的 case，比如

政府金融办公室的我们客户就没有被安调。需要看移民局当前的工作重点和倾向。 

关于移民局安全调查请参考：https://www.expressentry.cn/index.php?page=safe-check  

 

https://www.expressentry.cn/index.php?page=safe-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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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报过程中特别是安全调查过程中是否会联系单位？短期内并不太想单位知道移民相关事

宜。 

--安全调查会联邦阶段，不会在省阶段。而且安全调查任何手段都可能，不过是否安调申请人

是不知道的，只是从时间上因为比同批申请人落后才能发觉。 

--关于单位这个问题，是所有人都会面临的问题，但是工作推荐信必须找当时的领导签字，只

签 字 即 可 ， 不 用 盖 章 。 这 个 问 题 我 们 也 写 了 文 章 ， 请 参 考 ：

https://www.expressentry.cn/index.php?page=reference-letter-problem。 

 

5.以前的单位是央企中国中车下属子公司，是否影响申报以及后期安全调查，这段经历也有部

分会议和活动策划的内容，省提名中是否可以加分，这段经历对于申请的利弊能否帮忙分析

一下？ 

--我已经把这段经历计算在1226的履历当中，增加工作经验分值。不管这段经历是什么代码，

央企都是背景调查重点核查单位，只要在这里面工作过。而且，任何工作履历都必须如实申

报给移民局，无法隐瞒。所以不存在利弊的权衡，必须全部如实申报。 

 

6.如果申报这个职位，材料可能倾向于会议、活动策划，如果这次失败了，申报失败后这些材

料在加拿大那边会不会保留？如果后续考出 8777想申报联邦或者省提名的工程类职位，申报

职位的较大不同会不会对后续产生影响？ 

--提交的材料如果在省阶段被拒，则省阶段会保留。因为没有进入联邦阶段，所以联邦移民局

是不知悉的。如果到了联邦阶段被拒，联邦阶段会保留资料。不过一般省提名获签了，联邦

阶段只负责核查无犯罪、安调、体检，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关于提交的职业代码，各省申请的职业必须一致或相关。不能一个省申请会计，另一个省申

请计算机。这样是提供虚假材料。比如市场和采购职业是有相关性的，计算机程序员、软件

https://www.expressentry.cn/index.php?page=reference-letter-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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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等等也是相关的，这样换代码是可以的。您的情况是 1226 市场会议策划和 1123市场

广告公关有相关性。所以后期可以再相关的职业代码中调整移民申请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