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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生意主的选择性保险 

 
曼尼托巴省的大多数劳工都有劳工赔偿保险。在其因工受伤或生病后，以及在其康复期

间，这一保险让他们能获得所需的赔偿金以及帮助来尽可能安全且快速地恢复健康并重返

工作。 

 

作为生意主，除非您从曼尼托巴省劳工赔偿委员会（WCB）处购买了选择性保险（此前

名为个人保险），否则您在工作场所中发生的伤病并不在保险范围内。 

 

无论您是否为自己购买选择性保险，如果您雇佣的劳工享有 WCB 保险，那么当他们在

Manitoba 出现伤病且相关索赔被接受时，可保护您免遭法律追究。 

 

什么是选择性保险? 

 

选择性保险是专为独资经营者、业务合作伙伴、企业董事或自雇个人（由劳工赔偿委员会

（WCB）判定）提供的自主劳工赔偿保险。 

 

如果您发生工作场所伤病且已购买选择性保险，您有资格获得与其他劳工相同的医疗和康

复服务及死亡赔偿。此外，如果您可以证实有收入损失，可以获得全额或部分的工资损失

赔偿金。 

 

我如何申请或如何知道我是否有资格购买选择性保险？

 

要购买选择性保险，您必须能够证明您在经营某项生意。WCB将通过商业测试来确定这

项资格。  

 

您或您的代表仅需拨打1+ 204-954-4505或在加拿大和美国境内拨打免费电话

1-855-954-4321转4505，联系劳工赔偿委员会（WCB）的评估服务部

（Assessment Services），我们将帮助您确定您是否符合资格。 

 

您也可以通过WCB网站www.wcb.mb.ca的在线服务（Online Services）使用我们的在

线雇主注册申请（Employer Registration Request）系统。 

 

如果您还没有 WCB 的劳工保险账户，您需要提供您的企业名称、运营名称、完整的联系

信息以及一份生意活动的描述。 

 

购买选择性保险后，我有资格获得哪些赔偿金？ 

 

如果您出现工作相关的伤病，选择性保险可为您提供享受WCB赔偿金和服务的资格。具

体包括： 

 

• 支付相关的医疗费用 

http://www.wcb.m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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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治疗需要而产生的旅行费用 

• 工资损失赔偿金 

• 永久性损伤补助金 

• 职业性康复 

• 出现死亡情况时的家眷赔偿金 

 

选择性保险的费用是多少？ 

 

选择性保险的保险费率与劳工的保险费率相同。费率将根据涉及您的工作所属的类别和您

过去的索赔费用而有所不同。  

 

每个行业都有 WCB 指定的行业类别和费率。选择性保险的费用是通过将您的行业费率乘

以您购买的保险金额然后除以 100 来计算得出的。 

 

举例说明，如果您的行业费率是$1.25，且您购买了$30,000 的保险，那么您的选择性保

险费用为$375。当您来电注册时，我们会告知您的行业费率。 

 

我应该购买多少金额的保险？ 

 

每年，劳工赔偿委员会（WCB）会设置选择性保险的最低和最高金额。您可以在最低和

最高金额之间购买任意保险金额。2023年，最低金额为$27,670，最高金额则为

$153,380。 

 

在选择适当的保险金额时，您应该考虑您的收入水平和您的其他保险来源。购买的保险金

额太低可能意味着，如果出现受伤或疾病，您的赔偿金将会不足。另一方面，购买超出您

需要及能够证实收入情况的保险金额则会导致您支付超出必要的保费。在做出决定之前，

您可能需要咨询您的财务顾问或私人保险公司。 

 

如果我购买最低金额的保险会怎样？ 

 

如果您购买最低金额的保险，当您因工作相关的伤病而无法参与日常生意运营时，您将有

权获得基于最低金额的工资损失赔偿金，多数情况下我们无需证实您的收入。 

 

如果我购买超过最低金额的保险会怎样？ 

 

如果您购买超过最低金额的保险，您可以选择在购买保险/续保时证实您的收入，或者选

择在您出现工作相关的伤病申请工资损失赔偿金时证实您的收入。 

 
请牢记，如果您选择不在购买保险/续保时证实您的收入，而且然后您发生工作相关的受

伤或疾病，您的工资损失赔偿金最初将基于最低水平的保险金额计算。2023 年，最低金

额为$27,670。一旦 WCB 能够核实更高的收入水平，其将对该金额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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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决定在购买保险/续保时证实您的收入，则此获准的收入水平将在当前和下一年度

保持有效。  

 

我如何证实我的收入？ 

 

为了核实您的收入，WCB会审查您前一年到两年的所得税申报表和证明文件。WCB可以

从加拿大税务局（CRA）或特许专业会计师（CPA）或报税员等其他独立来源签署获取

此信息。有时，WCB可能要求额外的文件来核实您的收入。 

 

在对在一家公司所有权超过50%的董事收入进行核实时，WCB按董事的持股比例将净营业

收入和折旧/摊销加回到您所上报的T4收入中。 

 

在对在一家公司所有权低于50%的董事收入进行核实时，WCB仅考虑上报的T4收入。  

 

在核实独资经营者和合伙人的收入时，WCB将资本成本补贴和用于生意的家庭开支的扣

除金额加回到您上报的净生意收入中。 

 

举例说明，如果您是独资经营者且您的所得税申报表中记录的业务净收入为$25,000，资

本成本补贴减扣额为$4,000，商业用房减扣额为$1,000，那么劳工赔偿委员会（WCB）

将以此核算您的收入为$30,000。 

 

一旦WCB核实了您的收入，工资损失赔偿金将基于以下较小的金额：  

 

(1) 您购买的保险金额，或  

(2) WCB能够核实的您前几年的收入。  

 

如果您已核实的收入低于最低保额等级要求，则您将仍按最低等级获得赔偿。  

 

注：在提交工资损失或死亡赔偿金索赔且索赔获得受理后，如果经证实的收入金额低于您

所购买的保险金额，则您可以要求WCB退还您为所要求的保险金额已支付的保费与您本

需支付保费之间的差额（基于您的已核实的较低收入金额与最低保费金额间的差额）。  

 

如果您在购买保险或续保时没有证实您的收入，则批准的工资损失赔偿金将首先根据最低

保险等级$27,670计算。在证实之后，工资损失赔偿金可能根据证实的收入水平而重新计

算。您的工资损失赔偿金中的调整可追溯至您受伤或生病之日。判决人或案例管理员将定

期与您联系，以审核您的健康状况以及获得工资损失赔偿金的资格。  

 

我在受伤或生病后参与生意的能力强弱是否会减少我的工资损失赔偿金？ 

 

如果您的医疗限制影响您从事业务的能力，您将与判决人或案例管理员进行讨论，以确定

您能够执行的业务活动的百分比以及任何限制如何影响您的收入能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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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您因工作相关的伤病导致仅允许您执行 40%的业务活动，则将使用该百分比来

反映对您的收入能力的影响。  

 

如果您已核实的平均收入为$30,000 且您能够执行 40%的业务活动，您的收入能力损失将

会按照$30,000 的 60%来计算，等于$18,000。  

工资损失赔偿金如何确定，如果我受伤或生病，我将获得多少赔偿？ 

 

您获得的工资损失赔偿金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 基于医疗限制确定您的收入能力损失以及这些限制对您从事业务的能力的影响 

• 选择性保险的最低等级（2023年为$27,670） 

• 您已购买的选择性保险等级 

• 您经证实的收入 

• 可能考虑您因同一项伤病而获得的任何其他工资替换赔偿金，也被称为附带赔偿

金，并可能降低您的WCB工资损失赔偿金。 

 

每个人的个人和职业情况都可能不同，并影响到他们实际的工资损失赔偿金金额。WCB

会计算您的净收入，从而得出您的工资损失赔偿金比率。因此，下表仅显示工资损失赔偿

金的近似值。 

 

2023年购买频次最高的各级选择性保险

金额 

基于净收入90%的双周工资损失赔偿金估计值* 

（以单身人士计算，仅申请个人税收抵免） 

$27,670（最低保险等级） $842 

$30,000 $853 

$40,000 $1,051 

$50,000 $1,283 

$60,000 $1,486 

$70,000 $1,705 

$80,000 $1,932 

$90,000 $2,142 

$100,000 $2,346 

*如果您的净收入小于或等于最低年收入，您的赔偿金额将以净收入的100%为基准。 

 

所有计算都默认生意主无需支付就业险（EI），所以上述计算中未考虑可能的就业险保

费。 

 

请注意：生意主的工资损失赔偿金基于生意主继续经营生意的能力。上述金额是基于生意

主完全无法履行其在受伤或生病之前所履行的职责。如果企业主仍然能够承担部分受伤前

的职责，则其获得的工资损失赔偿金将相应降低。 

 
如果您因同一项伤病而从另一家保险公司获得了赔偿金，这些款项可能被视为附带赔偿金

并且可能降低您的WCB工资损失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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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出现工作相关的伤病时您年满61岁或以上，则工资损失赔偿金的支付不会超过受伤

日期后48个月。 

 

我的选择性保险何时被激活？ 

 

您的保险将在您的申请被接受后生效，并将在每年的 1 月 1 日按照您申请时的相同保险等

级自动续保。但是，如果您购买了最低保险金额，那么您在下一年的保险将以最低保险金

额续保。例如，如果您购买了 2022 年的最低保险等级（$27,060）。在 2023 年 1 月 1 日

续保时，您的保险等级将提高到 2023 年最新的最低保险等级（$27,670）。  

 

如果您选择取消保险或更改保险金额，您需要在每年的12月31日之前通知WCB。  

 

保险有效期多长？

 

选择性保险一直有效，直到您自行取消保险或劳工赔偿委员会（WCB）因您不遵守劳工

赔偿委员会（WCB）的报告和支付要求而取消您的保险。 

 

如果我受伤了该怎么做？ 

 

您应尽快寻求医疗救助，并向WCB报告您的伤病情况。请务必告诉医生您的伤病与工作

有关，  

 

您可以通过几种方法报告您的受伤情况。 

 

1. 打电话报告您的受伤情况，请拨打1+ 204-954-4321或拨打加拿大及美国境内的免

费电话1-855-954-4321致电劳工赔偿委员会（WCB）索赔服务中心（Claims 

Service Centre），其工作时间为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8:00至晚上7:00。 

 

2. 通过WCB的网站https://www.wcb.mb.ca填写在线劳工事故报告表 

 

3. 填写纸质版事故报告表并将其邮寄或送到WCB，地址为：  

Workers Compensation Board of Manitoba 

333 Broadway 

Winnipeg, MB, R3C 4W3 

  

https://www.wcb.mb.ca/


 

 

该出版物用于基本信息参考，并不用作法律意见且不作为法律依据。如需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劳
工赔偿法律法规（The Workers Compensation Act and Regulations）以及劳工赔偿委员会
（WCB）政策。这些文件可以从劳工赔偿委员会（WCB）网站 www.wcb.mb.ca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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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获取更多有关赔偿金的计算或支付的信息，我该与谁联系？  

 

如果您对工资损失赔偿金的计算或收入证实存有疑问，请拨打 1+ 204-954-4321 或拨打免

费电话 1-855-954-4321 联系我们的索赔服务中心（Claims Service Centre），并与赔付

评估员通话。您也可以将信寄至：  

 

Workers Compensation Board of Manitoba 

Compensation Services 

Attention:Payments Department 

333 Broadway, Winnipeg, Manitoba R3C 4W3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wcb@wcb.mb.ca 

 
如果您对购买选择性保险有任何疑问，请拨打 1+ 204-954-4505 或在加拿大以及美国境内

免费拨打 1-855-954-4321 转 4505，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assessmentservices@wcb.mb.ca。您可以传真 1+ 204-954-4900 或在加拿大以及美国

境内免费拨打 1-866-245-0796，或写信至： 

 

Workers Compensation Board of Manitoba 

Assessment Services  

333 Broadway  

Winnipeg, Manitoba R3C 4W3 
 

mailto:wcb@wcb.mb.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