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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无雇主技术移民评估 

 

新新源移民--高知圈移民代理 

 

前文说明： 

（1）新西兰技术移民自 2017 年 8 月 17 日起，对于无新西兰雇主或新西兰硕博留学经验的

申请人，已经关闭了直接申请移民获得永久居民签证的通道。只有新西兰技能就业或有 offer，

以及在新西兰获得过至少 2 年的硕士或博士学历的申请人可以发 residence visa（永久居民签

证），海外申请人分数够只能发 job search visa。如果海外申请人在新西兰（新新源移民），

则 jsv 有效期 9 个月；如果海外申请人在海外，则 jsv 有 12 个月有效期。jsv 只能主申请人去

新西兰，不能带家属。原来的 case 会延期审理，找到工作后继续审核，如果有效期内没找到

工作，则 case 关闭。 

（2）澳洲目前主申必须要雅思四个 7，女方会计师作为主申，职业代码为 221111 –会计师。

主申考到这个雅思，不超过 33 周岁，国内工作满 5 年（我看时间不一定满了 5 年），澳洲工

作满 1 年（我感觉国外不一定可以写成会计师的 title），学历在学士级，非博士，澳洲非偏远

地区四年学习经历，打分为 75 分（如果国内不满 5 年，澳洲不满 1 年，再扣 10 分，就是 65

分）。现在会计 189 类的挑选分为 80 分，不够。其他担保中国会计师的州和领地，只有南澳

和新南威尔士。申请南澳的补充清单类，需要裸分至少 70 分+489 提名的 10 分，但是目前

南澳补充清单不给这类高分值类和亲属担保类提名了，只给雇主和南澳毕业生类提名。剩下

一个新南威尔士，该职业在新南威尔士上的 190 清单上（提名后会加 5 分）。如果考到四个 7，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48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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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希望被新南威尔士挑选的。总之，澳洲可以一边考雅思，一边继续关注新南威尔士。等雅

思真考出来的时候，再看看那个时候的政策情况。如果考不出四个 7，就不用关注了。 

（3）加拿大无雇主项目通俗的讲，指的是不必须具有加拿大雇主 offer，不必须已在加拿大

就业，不必须有加拿大留学经历，不必须已在加拿大居住等要求，仅需要学历、年龄、职业、

工作经验、语言等综合条件满足打分及其他要求即可移民的项目。项目是一步到位的永久居

民签证（美国叫绿卡，加拿大叫枫叶卡，永久居民不是公民），周期从 6 个月到一年不等。加

拿大无雇主项目目前有加拿大联邦 Express Entry 项目、加拿大安省项目、加拿大萨省项目、

加拿大 NS 新省项目、加拿大曼省项目、加拿大 nb 省项目、加拿大魁省 qsw 项目。其中曼

省必须有加拿大直系近亲，一般人不会有。 

 

加拿大无雇主项目评估情况请参考第四部分。 

 

一、职业定位（新新源移民）： 

备注：魁省只关注近 5 年的工作经验，新省关注近 6 年的工作经验，其他省技术移民关注近

10 年的工作经验。联邦项目 67 分计算分值可以算所有工作经验（包含不同代码），而其他省

项目 67 分都只计算同一个代码的工作经验。 

主申： 

主申女方近 6 年（2012 年 9 月-2018 年 9 月）有 4 年会计师经验，近 10 年有 1 年会计师助

理，5 年会计师经验。会计师的代码和会计师助理的代码如下： 

1111-财务审计师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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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263/index.html 

会计师可能执行部分或全部如下岗位职责—新新源移民： 

-计划、建立和管理会计系统，为单位（组织、商业和其他机构）内的个人或部门准备财务信

息； 

-检查会计记录，准备财务报表和报告； 

-建立和维护成本发现、报告和内部控制流程； 

-检查会计账目和记录，准备所得税申报； 

-分析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并提供财务、商业和税务建议； 

-可能作为破产程序的信托人； 

-可能监督和培训实习生、其他会计师或行政工作人员； 

1311-会计技术员与簿记员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654/index.html  

主要岗位职责-Mainduties-新新源移民 

--保留财务记录，人工或使用计算机簿记系统，建立、维护和平衡各种会计账目； 

--贴出日记账，并确保会计账目一致，制定账目的试算表，维护总分类账目，准备财务报表； 

--计算和准备用于工资单、实用工具、税务和其他账单的支票；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263/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654/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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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和提交税务表格、工资补偿表格、养老金表格和其他政府文件； 

--准备退税和执行其他个人簿记服务；（新新源移民） 

--准备其他统计、财务和会计报告； 

 

副申： 

副申职业代码为石油工程师，title 低一些可以是地址和矿物技术员，根据项目职业情况，可

以调整。总工作 2 年+3 年=5 年。如果作为副申，无论副申哪个代码不影响主申的移民申请。 

2145-石油工程师（这个职业只安省有提名过，需要雅思接近 8777）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291/index.html 

2212-地质和矿物技术员和技师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658/index.html  

Note：2212 这个职业 title 较低，曾经在萨省职业清单上，如果以后加上来，需要男方雅思

6666, 萨省打分为 61 分。萨省 2018 年 7 月 16 日起，高分挑选，2018 年 8 月 22 日第一次

挑选分数为 68 分。 

 

二、申请人基本情况（新新源移民） 

主申女方：现 32 周岁，最高学历硕士，本科商务英语，第二学士会计学专业，硕士应用金融

专业。雅思约四个 6，10 年前曾经 A 类 6.5。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291/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658/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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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申男方：现 31 周岁，最高学历硕士，本科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专业，双硕士地质工程专业

（油气田开发地质方向）/石油地质专业专业。雅思预估四个 6 左右。 

 

孩子：孩子约 11 月出生。 

 

其他：没有亲属、留学和工作经验等适应性因素加分。 

 

特别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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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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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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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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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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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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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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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职业满足 400 分都能被挑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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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省主申会计学专业加9分，副申地质学专业加3分。具体可以查看2018年魁省海外受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37/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7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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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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学历（PAR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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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ress Ent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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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们如果主申和副申都是雅思四个 6 的水平，则只有 347 分，请参考 EE 打分表配偶版

PDF 附件。如果主申 8777，副申 6666，则有 449 分。联邦 EE 历史上最低挑选分是

413 ， 目 前 都 是 440 分 。 联 邦 历 次 挑 选 分 数 请 参 考 ：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87/index.html 。因此，这个项目如

果能考到 8777，就可以重点关注，考不到就完全可以不关注，任何一项达不到都不

行。 

（2） 安省：周期一年左右。需要满足 EE 打分 400 分。也需要 8777，任何一项达不到就不

够分，达到的话，直接走联邦，没有必要走安省项目。可以不关注这个项目。 

（3） NS 新省：周期一年左右，目前新省职业清单上有 1111 会计师。要求满足新省 67 分

评分标准。你们新省计算 4 年工作经验，主申 6666，副申 4.5 3.5 4 4 即可满足该要

求。请参考附件 67 分打分表。需要说明的是，新省是加拿大目前仅剩的唯一一个抢

配额的移民项目，而且配额极为极为不好抢，每次抢新省配额新省系统都崩溃。后续

也将效仿其他省，采用高分挑选。所以，建议你们主申雅思越高越好，副申考多了也

没用。 

（4） NB 省：周期一年左右，目前 1311bookkeeper 这个职业在该省优先职业列表上，但

是 1111 会计师不在。1311 这个职业代码，比会计师 title 要低很多。要求是满足 NB

省 67 分即可，你们 NB 计算一年工作经验，主申雅思 7.5 6.5 6 6，副申 4.5 3.5 4 4，

则打分为 67 分。请参考 NB 省 67 分打分表附件。NB 省的申请需要参加 NB 省在全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88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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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宣讲会，目前 NB 省在全球各地召开宣讲（全球其他国家的宣讲会，比如越南、

迪拜、波兰、拉脱维亚、巴西等，目前也允许中国大陆申请人注册申请参加），预计很

快也会在中国申请人最多的香港举行。宣讲会必须参加，否则没有申请资格。最近的

一次香港宣讲会是 2016 年 5 月。2 年内参加的有效。宣讲会以前不需要任何条件即

可参加，目前都需要先注册，NB 省从注册的申请人中选择部分人参加。这个项目看

似有不确定性（比如不一定能获得邀请），但确是非常靠谱的项目，请特别注意和关注。 

（5） 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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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魁

省主申专业加分 9 分，副申专业加分 3 分，生孩子后，主申 5445 雅思，副申不用考，

计算近 5 年工作经验，打分为 62 分。打分情况请见魁省打分 PDF。已婚申请人 59

分即可满足申请资格。2018 年 8 月 2 日后，魁省也实行高分挑选，分数越高越容易

被邀请，目前还未开始第一轮挑选。这个项目你们也可以关注。 

（6） 萨省：周期一年左右，男方 2212 这个职业，曾经在萨省职业清单上，如果以后加上

来，需要男方雅思 6666, 萨省打分为 61 分。请参考附件萨省打分表。萨省 2018 年

7 月 16 日起，高分挑选，2018 年 8 月 22 日第一次挑选分数为 68 分。目前该省也没

有该职业，也不能申请。可以稍微关注，但是不是主要关注点。 

备注： 

(1)总的来说，你们目前符合的项目就是 NB 省项目、NS 项目、魁省项目。保险起见，可以同

时准备。 

(2)雅思报名建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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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 省项目系统说明：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cat-4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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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999/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cat-40/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cat-44/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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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NS 省项目系统说明：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cat-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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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关于需要抢配额的项目：目前联邦、安省、NB 省、萨省、魁省不需要抢配额，其中

联邦、萨省、魁省实行高分挑选制，安省、NB 省实行邀请制。NS 新省需要抢配额，

非常难抢，一抢系统就会崩溃，奔溃后能不能重新进入系统，就看运气了，目前 NS

新省对外的风向是准备实行高分挑选和定向邀请，其中定向邀请的项目已经开展了一

次，后续新省高分挑选制应该也会很快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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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4/index.html  

（2） 新新源移民代理服务费标准：http://www.newnewland.cn/index.php?topic=187.0 

 

七、基本问答：-该申请没有提问，列举常见问题如下。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cat-37/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987/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766/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794/index.html
http://www.newnewland.cn/index.php?topic=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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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不是加拿大省提名（含魁省）必须居住在该省？ 

不是，原则上省提名希望提名人，工作和居住在该省，为该省经济做贡献，但是加拿大不论

联邦技术，还是省提名（含魁省）项目，都发的是联邦的签证。联邦的签证宪法是有自由迁

徙权的。具体请看此文表述：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762/index.html 

 2.移民的话，是不是一家人拿到签证？ 

移民申请，是一个人主申，主申自己、配偶、19 周岁或 18 周岁以下的孩子同时获得永久居

民签证（即申请人+配偶+19 周岁以下的孩子）。不包含申请人双方的父母在内。切记。父母

团聚需要走另外的移民渠道，周期比较长。 

 3.移民拿到的是绿卡吗？ 

移民拿到的是永久居民身份。美国的永久居民身份证件俗称“绿卡”，加拿大的永久居民身

份证件俗称“枫叶卡”，澳洲和新西兰就叫“永久居民”。永久居民不是公民，永久居民居

住满一定年限后，可申请公民。比如加拿大，5 年内注满 2 年，可以保持永久居民身份，5 年

内注满 3 年(2017 年 10 月 11 日生效）可以申请成为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和公民的福利和

待遇基本一致，但是永久居民无选举和被选举权。 

 特别备注： 

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一旦成为别国的公民，自动失去中国国籍。一般人为了利益最大化，

都只保持永久居民身份，不申请公民身份。公民无居住时间限制。 

 4.拿到移民签证就可以自由出入加拿大，是吗？ 

http://www.newnewland.com/?/article/id-76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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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加拿大移民的申请人，最后会拿到一个大信封，大信封里有登陆纸（landing paper+护

照贴签，贴签是一次性的签证），在无犯罪证明和体检有效期内必须登陆加拿大（体检有效

期一般是 1 年，比如 9 月体检，12 月下签，签证一般有效期是 12 月-次年 9 月），登陆可长

登（定居生活）或短登（激活枫叶卡），登陆后，激活枫叶卡，2-3 个月左右可以拿到枫叶卡。

枫叶卡只寄往加拿大地址，短登的话，一般需要朋友帮忙寄回来。短登回国后，下次登陆必

须持有枫叶卡才行。有了枫叶卡，只有出入加拿大。配偶和孩子一般不能先于主申登陆。 

 5.可以我和孩子先去，配偶不去吗？ 

可以，配偶可以填写不随行声明，然后主申和孩子获得签证，配偶不获得签证。但是，处于

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没有必要这样做。可以申请的时候一家人都随行，但是 5 年内不住满 2

年，配偶移民身份自动失效。 

 6.移民到那边可以好找工作吗？ 

移民只是拿到永久居民身份，政府不会负责后续的工作和定居问题。但是会提供相应的帮助

和补助。移民过去后，大部分要经历一段调整期。可能先去读书后就业，也可能直接就业。

就业也分体力型工作（好找）和专业技能性工作（较难，但是要不断努力，最终实现人生理

想），即便是“累脖”工作，也能基本养家糊口，区别就是生活是不是更为舒适和品质。 

要找到好工作，需要在语言、专业技能、其他社会能力方面做很大提高，提请申请人保持谦

虚自律，好好学习和进步，玉帝和上帝都不会辜负有心人。 

 7.是不是只能按照申请时的职业代码找工作？比如申请萨省，按照程序员申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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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进入加拿大后，可以选择不就业，可以选择先读书后就业，也可以选择直接就业，就

业可以选择任何职业，政府只会提供帮助，而不会限制职业范围，某些特定职业需要注册或

执照才能从事。 

 8.技术移民主要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大体基本的材料主要如下，每个 case 的经历不一，最终的材料都是 personalized。新新源顾

问会根据客户提供的基本信息，给出最合适的材料清单和办理指南（所谓最合适，即不要求

提供的不想当然提供，要求提供的以有利无害的方式提供，权衡处理进度和规避误解风险）。 

身份类：护照、照片、户口、出生等； 

教育类：学位、学历、成绩单、其他证明等； 

关系类：夫妻关系证明、朋友关系证明； 

语言类：雅思、法语、其他成绩等； 

资金类：存款证明、流水等； 

工作类：推荐信等； 

品行类：无犯罪； 

1.我的条件一定可以移民吗？移民成功率有多大？ 

从学术上来讲，“成功率”是对于万千移民 case 的一个统计数据，而不是对于个体移民成功

与否的概率上的判断。不过还是接地气的来讲，比较好理解。一个 case，综合职业、工作经

验、语言、学历、其他等方面的资格评估或评分后，符合项目要求，同时项目开放，抢到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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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后期审核材料真实，一家人无犯罪历史，一家人体检健康，则基本上 100%能拿到签证，

其中，配额是关键之关键。 

 2.乙肝能否移民？ 

可以，关于乙肝患者（大三阳、小二阳、小三阳、携带者等）的移民申请者，比如加拿大移

民局，可能会根据 DNA 指数的次方来判断是否发 FL 信。主申是乙肝携带者，小二阳 DNA

四次方；主申健康，副申 DNA 七次方/八次方都有通过的案例。2015 年 11 月 3 日，新新源

移民从小二阳的客户（未收到 FL 信）处获悉，她所了解的乙肝患者，凡是收到 FL 信的，最

后都收到了 PL 信（取签信）。另外，通过特定的药物，DNA 是可以下降的。 

5.移民期间可以变更复申的婚姻关系吗 

可以，只要变更后依然符合移民条件，是可以变更的。我们新新源移民有中途申请人离婚的

案例、中途申请人变更性别的案例、中途申请人变更同性伴侣的案例等； 

6.同居伴侣（包括同性伴侣）是否可以一起移民？ 

是的。只要有共同生活满一年的相关证据，比如照片、水电缴费记录、租房等证据，同时写

好 love story（申请人按照新新源移民要求提供资料，我们来写丰富和饱含感情的 lovestory），

加上做好面试和调查的准备即可。部分一结婚就申请移民的 case，商婚的嫌疑很大，也可能

会要求补类似的资料，但是不会受限于一年的共同生活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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