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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夏 洛 特 敦 投 资 概 要

2010 年加拿大最佳投资地区荣誉提名
加拿大复兴杂志

2011 年加拿大文化中心
加拿大遗产局提名

北美地区最低投资成本地区之一
2014 年安侯建业 (大陆译称“毕马威”)

引言
美丽的夏洛特敦市地处爱德华王子岛南部，加拿大东海岸圣劳伦斯海

湾，与加拿大大陆相隔诺森伯伦海峡。城市占有面积44.33平方公里。

夏洛特敦为爱德华王子岛省会城市，号称加拿大邦联发源地—1864年夏

洛特敦会议之后成立加拿大邦联。

夏洛特敦拥有丰富的历史以及文化底蕴。很多省级和联邦级办公室，健

康，教育机构都坐落在这里。

60分钟车程即可从夏洛特敦抵达各大岛屿出入点。

网址：www.charlottetow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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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Trans Canada高速公路与该市相连。东面是木岛渡轮通往新斯科舍省，西面是联邦大桥通往新不伦       

瑞克省。

2.1 距离 

距离       Km  Miles

联邦大桥（前往新不伦瑞克）    56 km  35 miles

萨默塞德      71 km  44 miles

木岛渡轮（前往新斯科舍省）    61 km  38 miles

与夏洛特敦距离：     Km  Miles

哈利法克斯，新斯科舍省（走木岛码头）   238 km  149 miles

哈利法克斯，新斯科舍省（走联邦大桥）   331 km  207 miles

蒙克顿，新不伦瑞克省     158 km  98 miles

圣约翰，新不伦瑞克省     315 km  197 miles

蒙特利尔，魁北克          1194 km          744 miles

多伦多，安大略                1738 km         1080 miles 

圣斯蒂芬，新不伦瑞克省 加拿大/美国边境         417 km           258 miles

波士顿, 马萨诸塞州     1018 km  636 miles

纽约市，纽约      1354 km  846 miles

这里每天都有通往大陆火车线路的大巴车。

2.2 乘坐飞机
夏洛特敦机场距离市中心仅10分钟车程（约3公里）。Air Canada Jazz, Westjet, Delta and Sunwing这

几家航空公司在此提供航班服务。2010年来往旅客数超过289000人次。飞行时间：哈利法克斯：40分钟，

多伦多2小时，蒙特利尔1小时30分钟。 

大城市航线
1. 纽约 夏季提供航班
2. 多伦多 直飞
3. 蒙特利尔直飞
4. 渥太华直飞
5. 哈利法克斯，新斯科舍省  直飞

爱德华王子岛机场提供登岛离岛的企业包机服务。夏洛特敦机场拥有两条7000英尺x 150英尺和5000英尺

x 200英尺的跑道。

机场联系电话902-566-7994，网址www.flyp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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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海路
历史悠久的夏洛特敦海港是岛上最繁忙的海路运输终端。 该港口由夏洛特敦海港局（CHAI）负责运

营。CHAI负责夏洛特敦港口的发展以及成长。

港口的主要业务是游轮业。聚集—负责省级高速公路以及商务建设需求—石油产品和农业肥料是运输至港

口的主要商品。土豆以及一些耐寒作物也由这里运出。近年来，游轮旅游迅猛发展，成为了省级旅游业的主

要经济活动。

海滨发展法案包括游轮欢迎中心和终端的扩建，将要为大型船只提供安全的泊位，泊位长183米（600.41英

尺）宽13-13.5米（44.3英尺）。

东泊位（2号泊位）150米（492.1英尺）；南泊位（1号泊位）183米（600.4英尺）

泊位深：东泊位7米（23英尺）；南泊位13.5米（44.3英尺）

潮差2.75米（9英尺）

Channel depth: 航道水深：最低均潮10米（33英尺）

水源供给：是

照明：是

开放舷门：是

安保：是

医疗：是

南泊位

系船柱: 50吨，柱间距12-18米

护舷系统：贝塔500H Sumito垂直挡板；中心距4.6米 

掉头区：420米（1375英尺

系船柱: 每30米50吨

护舷系统: 垂直低摩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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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人口及房地产统计资料

          夏洛特敦市       大夏洛特敦地区       爱德华王子岛省 

人口（估计值    33,177   64,306   143,166 

人口密度/平方英里   748.4   88.33   25.19 

人口规划    
  -2016      68,411   147,721 

  土地面积   44.33 平方英里  728 平方英里   5,683.91 平方英里
 

 劳动力：

  - 男性      18,283   41,009 

                      - 女性      18,216   39,230 
 

 失业率：       8.8%   9.25%   11.8%  

 劳动参与率：    

                    - 男性      72.9%   72.2% 

                      - 女性      65.4%   64.4% 

教育程度(25岁以上)    

 -无证书或文凭      6,618   22,758

 -高中       9,624   22,505

 -大专及以上学历      11,808   19,508

 -硕士       1,749   2,770

 -博士       362   481
 

就业领域                     

 -销售与服务业      9,068   17,583

 -商业，金融以及行政     6,528   12,868

 -贸易，运输及设备     4,598   11,574

 -管理类       3,417   6,268

 -社会科学，教育，政府.     3,592   6,619

 -医疗产业      2,591   4,813

 -科研等相关职业      2,412   3,981  

 -基础产业特有职位     1,912   9,273

 -艺术、文化、娱乐、休闲     1,179   1,937

 -加工、制造及能源业     892   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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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夏洛特敦              爱德华
                  夏洛特敦  地区      王子岛省 

建筑业：    

 -批准的建筑许可项目价值 
 -2010    $92,104,000
 -2010    $105,881,000
 -2012    $116,788,000
 -2013    $95,815,000
 -2014    $82,286,000
 

私人住宅数量:       26,023   56,930 

工程价格指数    

    - 新住宅    1997 = 100  加拿大 = 148.80   夏洛特敦 = 117.8
 

家庭住户：    

 -平均家庭收入      $74,014   $67,669  

 -家庭可支配收入      $56,501   $52,285  

 -家庭投资平均净值     $21,073   $19,360 

母语:   英语      61,476   136,523

   法语     500   2,705

   其他      902   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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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商业及工业
该市有大约640英亩的工业园区。大型工业/商业园区坐落在西皇家区和夏洛特敦机场。

这里有各种类型的购物中心，占地面积超过一百万平方英尺（数据来源：夏洛特敦市），这些区域包括：

  - 大西洋超级市场

  - 夏洛特敦购物中心 

  - 联邦购物中心

  - 港畔建筑群 

  - 丽城广场 

  - Maypoint广场

- 沃尔玛广场 

- 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 

- 舍伍德购物中心

- 圣阿瓦德的商店

- 大学广场

- 西尔斯发展区

- 春天公园广场

- 艾伦小河广场

- 柯克伍德马厩

- 其他各种零售发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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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

夏洛特敦的几个主要经济部门
生物技术
生物技术是增长最快的城市经济部门中之一，

主要合作伙伴正在一起努力，在公共设施，企

业，机构和人才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该部门被国家研究发展委员会称为爱德华王

子岛的“油砂”已被列为重点部门。爱德华王子

岛大学以及一些公司（包括诺华动物保健公司

和威达生物公司）正在夏洛特敦大力投资。

信息技术
夏洛特敦将信息技术列为近年来主要基础建

设投资点，大量新兴技术公司已经在此落脚。

新大西洋技术中心为当前和即将来此的公司

提供大力支持，其中电脑游戏产业目前在全球

范围蓬勃发展。

多元生产业
这里有多元的生产业，包括金属加工，农业食

品生产，海鲜加工以及饮料加工，产品畅销全

球。 毕马威常年将这里列为低成本投资生

产地

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算是夏洛特敦市比较年轻的经济部门，但是

已经开始改变中心地区的经济面貌，这里的公司包括

景顺以及加拿大赛瑞迪恩等。为了平衡部门发展，夏

洛特敦市大力减少了劳动力和设施建设成本，金融服

务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战略目标。

旅游业
旅游业是岛上最大的服务输出产业，并且也是全省的

支柱产业。 1997年竣工的联邦大桥对于旅游业有着

深远的影响，并且永久性的改变了游客登岛的方式。 

这里的夏洛特敦节久负盛名，这里是经久不衰的“安

妮小屋”诞生地。这里的旅游业刺激了服务业的高速

发展，提供各种类型的酒店以及娱乐服务。

会议
夏洛特敦是一个海港旅游城市，这里的娱乐，夜生

活，海滩，高尔夫球场全国知名。这里为高端会议提

供高质量的设施服务。Delta酒店是这里主要的会议

场所，可容纳1500人与会。



12-夏 洛 特 敦 投 资 概 要

商业服务部门信息

夏洛特敦市政府，经济发展局

可帮助您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寻找合适的资源及

合作伙伴。经济发展局还管理城市投资税收减免项

目等。 

电话号码：(902) 629-4128，传真：(902) 566-4701，

电子邮件：ron.a@charlottetown.ca

夏洛特敦市政发展公司（CADC）

二十五年来，夏洛特敦市政发展公司（CADC）已策划

并参与了众多改善和促进夏洛特敦市中心及滨海区的

物业发展项目，如：

•港畔项目（公寓，商务写字楼，省级法院和最高法

院）

•皮克码头（商店和码头）

•滨海游客信息中心

•联邦之父会堂项目等

夏洛特敦市政发展公司现仍拥有许多核心地产，能够

继续自筹资金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资本基础。夏洛特

敦市政发展公司与省政府及夏洛特敦市政府合作，希

望吸引投资者，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实现经济增长。

电话号码：(902) 892-5341，传真 (902) 368-1935,

网址www.cadcpei.com

夏城商会

夏城商会是由商界及专业人士组成的非盈利

组织。商会成员有着共同的目标——促进大

夏洛特敦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发展。目前，该商

会已有超过640名会员，为本地各行各业的

不同规模企业开拓沟通渠道，并代表商界进

行宣传。

联系地址：

爱德华王子岛省，夏洛特敦市，肯特街127

号，

第67号邮政信箱

邮编：C1A 7K2

电话号码：(902) 628-2000，

传真：(902) 368-3570

网址：www.charlottetownchamber.com

探索夏洛特敦

 - 该机构主要对本地旅游产品开发进行研究

和推广，通过不断开拓市场将夏洛特敦打造成

为加拿大的旅游胜地。

网址：www.discovercharlottetow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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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敦城市建设公司

成立于2004年的夏洛特敦城市建设公司是一

家地区性商业发展促进组织。该公司致力于使

市区环境更具活力，更清洁，更安全，鼓励业

主经营，让消费者和游客能够在这里享受愉快

时光。该组织代表中心商业区的业主，通过收

取0.15%的商业税筹集资金。该组织还与各级

政府及私人机构密切合作，为中心商业区的业

主们发声。

电话号码：(902) 368-8636, 

传真：(902) 368-3570,

网址：www.downtowncharlottetown.com

爱德华王子岛省商业创新局   

作为全省创新及商业投资的引领者，省商业创

新局致力于吸引新投资，保持现有商业规模，

并力争不断扩大。

电话号码：(902) 368-6300

北美免费电话：1-800-563-3734

传真：（902) 368-6301

网址：business@gov.pe.ca

加拿大商业服务网络-爱德华王子岛服务中心

加拿大商业服务网络爱德华王子岛服务中心

向投资者提供相关的商业信息。无论是刚起

步，在扩展市场或已运营多年的企业，商务服

务中心均拥有多种资源可提供帮助。

电话号码：(902) 368-0771, 

传真：(902) 66-7377,

网址：www.canadabusiness.ca

加拿大大西洋机遇署（ACOA）

加拿大大西洋机遇署（ACOA）是一个总部设在大西

洋地区的联邦政府机构。加拿大大西洋机遇署的目标

是通过帮助企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从而发展加拿

大大西洋地区的经济。大西洋机遇署对企业家的创业

和发展项目提供多种支持。

电话号码：1-800-871-2595,

网址：www.acoa.gc.ca

加拿大工业部

加拿大工业部的使命是建立有竞争力的，以知识为基

础的加拿大经济。该部与全国各地多方协作，致力于

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加拿大的创新绩效，增加加拿大

的全球贸易份额，并建立一个公平，高效和有竞争力

的市场。

电话号码：(902)566-7382 传真：(902) 66-6859

爱德华王子岛省建筑业协会

省建筑业协会的任务是通过代表和支持其会员，促进

和推动爱德华王子岛建筑行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提升。

电话号码：(902) 368-3303 传真：(902) 894-9757,

网址：www.cape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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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敦港务公司

夏洛特敦港务公司负责管理加拿大交通部在夏洛特敦所拥有

的海滨区域资产。夏洛特敦港务公司负责运营现有设施，并正

在对港口设施进行大型改造。改造工程包括建设更大规模的

邮轮港口及设施，夏洛特敦游艇俱乐部码头，完善的商业设施

以及陆地区域的开发。

电话号码：(902) 388-1510, 566-7974     

  

工业园区               

西皇工业园 

西皇工业园是一个较为成熟且维护良好的中小型工业园区，

占地100英亩，共进驻了约47家企业，雇用超过1500名制造业

和服务业人员。园区内全部使用三相电源，并可以安装光纤网

络。西皇工业园由爱德华王子岛省商业发展局管理运营。

夏洛特敦机场商业园

该商业园位于夏洛特敦机场附近，距离夏洛特敦市中心仅5公

里。夏洛特敦机场商业园适合技术型或与航空运输相关的高附

加值企业。该区域包含跑道两侧和地勤部分共约55英亩的场

地，并被划分成0.8至8.9英亩的地块。该园区为业主提供便捷

的航空货运等全方位服务，包括光缆、高速互联网与会议设施

等。该园区由夏洛特敦机场管理局负责管理。

夏洛特敦浏览器

夏洛特敦浏览器为想要了解夏洛特敦详细信息的人提供了新

工具。信息包括各地区的劳动力，住房，收入，教育，家庭采购，

交通，娱乐设施等。夏洛特敦浏览器非常适合企业和零售店参

考。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harlottetow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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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住在夏洛特敦

住在夏洛特敦

夏洛特敦生活的精华，在于城市可为市民提供

高质量的生活。原木小径绵延美丽的夏洛特

敦南部的大部分港口沿线。夏洛特敦是一个

旅游度假胜地，也是一个干净安全的居住社

区，同时是全省活动，购物，娱乐，以及投资

的中心。其古典的中心建筑吸引着游客和居民

外出散步，进行文化活动。夏洛特敦是一个简

单但充满人情味的所在，这里的生活质量首屈

一指。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tourismcharlottetown.com

休闲娱乐  

夏洛特敦市以其高档休闲娱乐服务和设施而

闻名，其城建项目和设施的多元化，吸引来自

各地的人们所关注。

市内的公园和休闲地都是夏洛特敦市政府的

主要资产，彰显夏洛特敦作为本省省会保护文

化传统和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形象。令人印象

深刻的公园和娱乐设施包括，毗邻省总督府的

维多利亚公园，一个占地40英亩的海滨公园，

为人们带来许多美好时光；联邦奠基公园，也

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海滨公园，周围有许多餐馆

和商店，这里在夏季还会举办大型特别活动和

节日庆典。维护社区活动场所是夏洛特敦城市

的重要策略之一，以保证居民家庭在住所附近

就可进行休闲。

为满足户外运动爱好者的需求，城市还管理维

护总长达40多公里的徒步小径。从自然路径到高人

流量的海滨栈道，许多小径的建设都旨在让游客欣赏

到最美的自然景观。

有3700个座位的夏洛特敦文娱中心是加拿大青年冰

球联盟——夏城队的主场，也是城市的娱乐场所，全

年举办音乐会和其他各种大型活动。

与爱德华王子岛省立大学和邻镇斯特拉特福亲密合

作，夏洛特敦市还享有先进的休闲运动比赛的水上运

动场地，包括竞技泳池等。这也是爱德华王子岛省立

大学冰球校队和大西洋冰球学校的主场。

该城市还与爱德华王子岛省立大学共同建造了一个可

调节大小的人造草地球场，每年运营8-9个月以服务

当地的体育爱好者。

市内正在规划更多公园和休闲空地工程，将确保居民

能有更多机会得到休闲和放松。

 

夏洛特敦滨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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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曾经布满油罐，该区域已被改造成夏洛特敦的著

名景点。滨海区现在充满生机，它是屡获嘉奖的联邦

奠基公园的中心区域，新民居和新商铺的焦点，全省

最大的会议中心所在地。最重要的是，居民在这里通

过休闲还可认识新朋友。

一个繁荣的社区
通过参加“绽放的社区”国际社区评选活动并成功获

奖，夏洛特敦已经吸引了全国乃

至世界各个国家的目光。“以人

为本，保护生态，引以为傲”一直

是整个城市贯彻执行的方针。该

活动中，夏洛特敦分别于2001年

和2007年赢得了全国大奖。城市

对这一奖项非常重视，因为这是对我们在遗迹保护、

城市整洁、保护环境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

肯定。 

艺术与文化
夏洛特敦的文化创意产业充满活力。该产业为城市带

来逾6000万加币财政收入，直接雇佣1200名各个职

位的员工，占本市工作岗位总数的5％。  夏洛特敦节是

这个繁华社区的标志性文化活动之一，其中在著名的

联邦艺术中心每年均上映“红发安妮”音乐剧。夏洛特

敦是加拿大联邦的诞生地，这一历史背景对社会发展

影响深远，是这座城市无可争议的宝贵文化遗产。

夏洛特敦——加拿大的文化之都
夏洛特敦在2011年被评选认证为加

拿大的文化之都。这个称号不仅是对

本市在艺术和文化方面成就的表彰，

也是对成功举办多项文化活动的肯

定。本市与多元文化合作伙伴一起，

向世界展现卓越的艺术才华。

主要文化机构/设施：
联邦艺术中心

联邦艺术中心建立于1964年，为纪念国父们

1864年于议会大楼讨论建立加拿大联邦的会

议举行100周年，各级政府共同拨款建造了该

艺术中心，以为纪念。

该艺术中心覆盖城市的一整个街区，原址为

夏洛特敦的集市。艺术中心内设有多个剧院，

艺术画廊，餐厅和礼品店等，全年向公众开

放，向人们展示加拿大最上乘的视觉和表演

艺术。

• 主舞台大剧院

该剧院有两层，可容纳1102人。

• 画室剧院

该剧场位于艺术中心主层，美术馆的内部入口

一侧，共有180个座位。

• 麦肯齐剧院

麦肯齐剧院位于格拉夫顿街和大学路的交界

处，共有190个座位。

联邦艺术中心为国家的历史和多元文化而喝

彩，同时让居民的才能得到培育和展示。

电话号码：(902) 628-1864, 

网址：www.confederationcentre.com

行会剧院
行会剧院位于市中心的文化区，是一直很受关

注的文艺机构，内部设有演出剧场，画廊展区

和办公区。

电话号码：(902) 368-4413,

网址：www.theguildpei.com

主要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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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住在夏洛特敦

爱德华王子岛省立大学
作为一座公立综合性学府，爱德华王子岛省立

大学不断鼓励和促进严谨的创造性和独立性

思维模式。

爱德华王子岛省立大学的200余名教职员工在

文科，理科，商科，教育，护理学，兽医学等多

个学科，向超过4000名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

生提供丰富多元的课程。继续教育等部门还协

作提供研究生课程（包括动物医学，化学，生

物，岛屿研究和教育专业等），以及多种实习

机会和国际交换生项目等。

该校距离海滨沙滩和夏洛特敦的市中心都近

在咫尺。校园占地130英亩，共有9栋教学楼

和3栋宿舍楼——其中最新的一栋宿舍楼于

2006年新投入使用，另外还有食堂、图书馆、

校园中心，一个现代化的托儿所，配备人造光

源的球场和8400多平方英尺健身中心的加拿

大青年体育运动中心，以及墨菲学生活动中

心，著名的大西洋兽医教学医院和多家科研院

所等机构。

电话号码：（902）566-0439，

网址：www.upei.ca

荷兰学院
荷兰学院在全省范围内共有13个校区，2600

多名全职学生和4070名非全日制学生。这些学生来

自不同工作和教育背景。

荷兰学院提供包括航空航天，商科，餐饮，卫生，执

法，海洋，旅游，贸易和技术，体育和娱乐领域的多项

课程。荷兰学院通过基于实际操作的技能培训，向世

界各地输送优秀的实用型人才。

专业：

•成人和社区教育

•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

•大西洋警察学院

•商务研究

•计算机

•加拿大烹饪学院

•健康与社区研究

•工业技术和贸易

•海事训练

•传媒

•体育和休闲

•旅游服务

电话号码：1-800-446-5265，

网址：www.hollandcollege.com

各项活动
1864年各政党领袖在此聚集，商讨加拿大联邦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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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至今为止，夏洛特敦举办了许多值得纪念的活动。

直至今天，加拿大的诞生仍然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历

史事件。虽然活动的举办往往需要借助现代设施，但

夏洛特敦仍时常举办传统活动项目。作为爱德华王子

岛省的省会，其举办的各项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夏

洛特敦一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引领游客进行体

验。作为爱德华王子岛省最大的城市，夏洛特敦也成

功承办了大量的体育文化活动及国际国内会议。其一

流的设施和场地，热情好客的居民和志愿者，以及积

极向上的风气，让每项活动都成为独特的风景。

无论是国内国际体育赛事，如：加拿大高校男子足球

联赛、泰勒斯杯全国冰球锦标赛、北美青年男子垒球

锦标赛和爱岛女子世界杯自行车赛，还是狂欢节如夏

洛特敦艺术节、 爱德华王子岛爵士与蓝调音乐节、 

夏洛特敦音乐节、 杰克·福瑞斯特儿童节等，夏洛特

敦不断举办受居民和游客喜爱的多样而丰富的文体娱

乐活动。

传统文化遗产
夏洛特敦市拥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建筑。由于最早讨论

建国的会议是在夏洛特敦举行，这里因此拥

有十一个国家级历史遗址。市中心仍保留着

1771年的市区规划，街道两旁树木葱郁，适

宜行走。市政府也特别注意维护滨海区的景

观。

由于造船业的辉煌历史，夏洛特敦市区的房

屋大都采用以优质木材复合结构为主的特别

外观。1866年大火中被烧毁区域的房屋则使

用了显眼的红砖修复。虽然在建成初期，大部

分建筑物外观不使用色彩，但近年大西洋地

区的新流行趋势也让不少建筑外墙刷上了多

样色彩。

夜生活/餐饮
作为全省的商业和旅游中心，夏洛特敦拥有

超过100家餐厅和酒吧，大多集中在城市中心

区，这里也是举办各种节日和大型活动的区

域。本地服务业成长迅速，不断适应旅游需求

的增加和城市的扩张。

教堂
夏洛特敦有超过30所教堂，代表不同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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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住在夏洛特敦

派。有关信息，请拨打志愿者资源理事会电话（902）368-7337。

社区组织
夏洛特敦的现有各俱乐部包括： 

• 青年商会    • 夏洛特敦敬思俱乐部

• 夏洛特敦同济俱乐部   • 夏洛特敦哥伦布骑士会

• 夏洛特敦狮子会   • 帕克代尔 - 舍伍德地区狮子会

• 扶轮社    • 爱岛长者联合会

• 加拿大皇家退伍军人协会，夏洛特敦

• 基督教青年会志愿者俱乐部

气候 
夏洛特敦的气候，平均每年有238天以晴天为主，年平均降雨86厘米，平均降雪337厘米。夏季平均温度20 

- 30℃，冬季平均温度-3到 - 11℃。

公共交通
每天，夏洛特敦的公交车繁忙穿梭于指定公交沿线。按照夏洛特敦的公交规程，周一 至周六上午6:30 至午

夜12：00运营。票价为2加币。

电话号码：（902）566-9962，电子邮箱：charlottetowntransit@pei.com

新居民可用的其他资料
•爱德华王子岛省新移民协会 - www.peianc.com

•爱德华王子岛省移民局 - www.gov.pe.ca/immigration/

•爱德华王子岛省市政便民网 - www.gov.pe.ca/accesspei

•加拿大公民与移民网 - www.cic.gc.ca

•爱德华王子岛省卫生厅 - (902) 368-6130

•加拿大卫生部 - www.hc-sc.gc.ca

•加拿大人力资源部（HRSDC） - www.sdc.gc.ca

•爱德华王子岛信用咨询 - (902) 892-2441

爱德华王子岛省房地产信息 - www.peire.com/ www.mls.ca

大西洋电力公司- 1-800-670-1012

宽带网络 – 东联公司 - (902) 367-2800,

      贝尔 - 800-565-4737

垃圾处理 - www.iwmc.pe.ca

新闻报纸 - www.theguardian.pe.ca

联邦大桥信息 - www.confederationbridge.com

渡轮信息 - www.peiferry.com

运动及休闲设施 - www.sportpei.p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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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税收

夏 洛 特 敦 投 资 概 要

税收

市政税率：

市政征收税率：对经评估为商业的物业，每

100加元评估价值收取2.36加元物业税，对居

民的自有物业则收取0.42加元到0.67加元的

物业税。单户住宅每年收取184加元供水费和

327加元污水处理费。省物业税在市政税之外

收取。

爱德华王子岛省采用14％的统一消费税

（HST）。产品一般标明税前价，如果需要加

税的话，会在收银时添加14%的税。

目前大多数住宿酒店物业征收3％的市场推

广税。

市中心区一些特殊区域内的公司评估价值每

100加元需另外交纳0.15加元的商业促进区

域税。.

税收减免项目

税收减免政策

夏洛特敦市政府设有多种税收减免政策以鼓

励新投资进入。

税收减免政策的目的是鼓励扩大夏洛特敦市

的商业。该战略旨在加强和保持城市的活力，

提升未来商用物业的基础。

税收减免政策主要鼓励三个方面的投资：

1) 在生物技术，金融服务业务及信息技术领域的新投

资或追加投资。

2) 对现有的商业物业重新开发商业用途的项目。

3) 对不符合现阶段要求的企业进行迁址的项目。

该项目对五年内物业评估的增值部分产生的税款给

予退税。该退税项目仅指市政税收部分。

遗址税冻结计划

为指定的历史文化遗产物业提供5年税收减免以促进

其发展。

对文化遗产的原有建筑物新建或改建而产生的评估

增值，可通过该项目从市政税收中减免所增加的物

业税。

另外：

遗产拨款计划

旨在改善指定的文化遗产资源。市政府将补助工程总

成本的30％， 最高不超过4000加元。



夏 洛 特 敦 投 资 概 要 22-

1. 引言
2. 交通
3. 统计数据
    -人口统计资料-房地产
4. 经商
5. 住在夏洛特敦
6. 税收
7. 政府

7. 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

市政府
夏洛特敦市涵盖了舍伍德 – 希尔斯伯勒地区，帕克代尔 – 

拜文迪地区，夏洛特敦 - 国王广场地区，夏洛特敦 - 罗奇

福德广场地区，夏洛特敦 - 春天公园地区，斯坦霍普 - 东

部皇家地区，以及温斯洛 -东部皇家地区等省选选区。夏洛

特敦本身也是一个联邦议会选区。

市长：克利福德·李
首席行政官：罗伊·梅恩
邮寄地址：98号邮政信箱，爱德华王子岛省夏洛特敦市，办
公地址：皇后街199号，邮编：C1A 7K2
电话号码：（902）566-5548
传真：（902）566-4701
网址：www.charlottetown.ca

市政服务
市政府在城市中心大多数地区都有机构，可提供全面的服

务。

经济发展
参见第12页。

规划部门 
规划及发展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制定规划，文化遗址保护和建

筑许可的审核等。所有涉及土地性质变化或新建建筑需由规

划发展部门审核。除一般维修之外的大部分工程项目都需由

其批准。请注意，建筑许可申请表可在市政厅1楼规划部门

领取。

电话号码：（902）629-4158，
传真：（902）629-4156，
电子邮箱： dpoole@charlottetown.ca

活动推广部门
该部门为城市吸引新的活动和节日庆典，以及在资金和管理

方面提供支持。

电话号码：（902）629-4023
电子邮箱：wlong@charlottetow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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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 交通
3. 统计数据
    -人口统计资料-房地产
4. 经商
5. 住在夏洛特敦
6. 税收
7. 政府

7. 政府部门

旅游服务部门
该部门运营市旅游局的办公室，并在信息查

询，宣传材料，地图等方面提供协助。

联系方式：(902)629-4117

电子邮箱：dhurry@charlottetown.ca

警察服务部门
夏洛特敦警察部门与社会各界携手合作，共

同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并为夏洛特敦

的市民与游客提高生活质量。夏洛特敦警察

局共有53名正式警员，以及14名文职人员。该

警察局也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并新加入了国

家武装力量部队（NWEST）。该部门的部分成

员也是紧急响应小组（ERT）和其他战术部队

成员。

电话号码：（902）566-4455

消防服务部门
夏洛特敦消  防服务的使命是保护生命和财产

的安全，在消防、救援、法规实施、研究方面提

供专业、优质的服务，尽其所能向市民推广消

防安全教育信息。

电话号码：（902）629-4083

公用事业
工程部门 

该部门提供短期和长期工程规划，对现有供水和污

水设施进行全新设计和施工，维护测绘和记录，规划

和审核公用事业以及检验承包商设备，监测水质并与

客户保持沟通，接受开发商和承包商的咨询和解决投

诉等。

施工部门

施工部门负责城市的供水和污水系统以及泵站的维

护和修理。

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厂负责全市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和

修理。

电话号码：（902）629-4009

电子邮箱：cwalker@charlottetown.ca

公共工程
夏洛特敦的公共工程部门负责维护城市道路，人行

道，雨水系统，停车收费表修理，街道照明，以及除去

娱乐设施和供水下水道外的市政建设维护。

电话号码：（902）894-5208

电子邮箱：pjohnston@charlottetow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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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ottetown has it all.  It is a beautiful city highlighted by excellent              
restaurants, world-class music and theatre and year-round family friendly entertain-
ment. Invesco is proud to be a part of the Charlottetown business community.”
               
Adam Runge, Vice President
Invesco Enterprise Services

www.city.charlottetown.pe.ca
Economic Development Office, P.O. Box 98, Charlottetown, PE, C1A 7K2 Ph: 902.566.5548  Fax: 902.566.4701 Email: econdev@city.charlottetown.pe.ca

Charlottetown, Prince Edward Island, Canada. 
Home to many burgeoning business sectors, including financial 
services, supported by a high quality labour pool, a great cost 
environment and an unsurpassed quality of life. 

Invesco thinks so, and so will you.

” 

If you’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Invesco, visit www.invesco.com.
Invesco and all associated trademarks are trademarks of Invesco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used under license.

省政府
夏洛特敦市为爱德华王子岛省的省会，居民可享受省

级政府部门的便利服务。

经民众选出的省议会负责立法并为爱德华王子岛政府

提供资金供给。在省长的带领下，省政府的行政议会（

也被称为内阁） 属执法机构，制定全省的政策和方

向。省内的日常管理由九个部门和其他议事会，委员会

和各个机构负责，每个部门都受到内阁成员监督。

省政府部门

•司法和公共安全厅

•劳工及高等教育厅

•卫生厅

•家庭和公共事业厅

•农业及渔业厅

•财政厅

•交通，基础设施及能源厅

•社区、土地和环境厅

•教育和文化厅

•经济发展和旅游厅

联系方式：
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省夏洛特敦，邮政信箱2000，
邮编： C1A 7N8
电话号码：（902）368-4000 1800 236-5196
传真：（902）368-5544，
电子邮箱：island@gov.pe.ca

联邦政府部门
爱德华王子岛省共有4 名联邦议会成员，其中包括一

名夏洛特敦选区联邦议员。联邦政府的许多部门在夏

洛特敦设有办事处，包括加拿大大西洋机遇署、 加

拿大公共服务中心公共工程服务处、 加拿大文化遗

产部等。

在本地最重要的联邦机构是退伍军人事务部。这是联

邦政府机构在渥太华之外的唯一一个总部。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省商业

服务中心：1-800-668-1010，

网址：www.cbsc.org/p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is document, or for
any other inquiries, please contact:

(902) 629-4128
ron.a@charlottetow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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