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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移民联盟 普拉特社区发展中心

纽约移民联盟是一家非营利性机构，旨
在帮助纽约州移民更好地融入社区，享
受公平待遇，有机会追求梦想，从而帮
助纽约州发展得更好。纽约移民联盟将
移民、联盟成员及其他团体团结起来，
从而帮助纽约人民发展得更好。

普拉特社区发展中心融合了城市规划、
调研、政策倡议、小企业帮扶等，旨在
帮助中低收入群体更好地规划未来，为
纽约人民创造一个更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的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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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人：

大家好！如果没有我们的移民企业家，我们所了解和热爱的纽约将毫无意
义。移民是纽约市本地经济的支柱，劳动力参与率和企业拥有率都很高。
事实上，移民拥有纽约市一半的企业。2017年，移民为纽约市的GDP贡献
了2280亿美元。然而，专门用于帮助潜在移民企业所有者的资源却很少。
我很高兴能将这一资源加入纽约市的政策工具之中，以支持日益增长的移
民所有的企业。这是确保我们继续为所有纽约人消除成功障碍的重要一步。

在努力工作的纽约移民受到来自联邦政府的阻碍时，我为市议会支持编制
这份指南而感到自豪。“您的事业，您的未来”创业指南是在与移民、商
业和税务领域的法律专家以及移民服务团体和企业家广泛磋商后的成果。
从许多方面而言，这都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本指南为所有对创业感兴
趣但不确定下一步该做什么，甚至不确定要创办哪种类型的企业的纽约移
民提供了清晰的指导和有用的信息。

本指南不仅对纽约人来说是一个重要工具，而且它在此时的出版也发出了
一个来自议会的强烈信号，即纽约欢迎纽约移民，政府重视纽约移民对纽
约做出的众多深远贡献。希望这份指南能激励所有纽约人迈出下一步！

在任议长
科里·约翰逊

纽约市议会议长科里·约翰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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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多年来，纽约一直为移民提供机会的源泉。移民继而又为纽约的经济提
供动力。移民占纽约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并为当地收入贡献了数十亿美元。
但移民不仅仅推动纽约的劳动力，还积极塑造纽约的劳动力：8.3万多名纽
约市企业所有者是移民，在全部小企业所有者中占绝大多数。 

纽约移民联盟和普拉特社区发展中心非常荣幸能提供这份指南，其可以作
为帮助移民成功创业和维持企业的一种可获得的资源。社区团体、孵化中
心、小企业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提供者组成了一个庞大网络，为企业家提
供重要服务，但许多人发现，可获取的材料却采用的是难以理解的语言。
而这对所有企业家来说都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对于移民而言，他们面临语
言和文化障碍。

本指南通过提供多种语言的无障碍信息，着手解决移民面临的一些特有障
碍。这一教育资源将有助于实地工作的社区合作伙伴为移民社区提供关键
的支持性企业服务。支持移民创业以及移民创造的就业机会，对纽约的整
体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并将为所有纽约人带来更多机会。

此致！

Steve Choi Adam Friedman
执行董事 执行董事
纽约移民联盟 普拉特社区发展中心

执行董事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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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创业
您需要了解的内容

如何使用本指南

移民创业是美国经济的支柱。在纽约州，移民企业所有者占全部个体居民
的33.8％，贡献的营业收入达72亿美元。1 虽然移民创业的可能性是美国出
生公民的两倍多，但专门用于帮助移民企业所有者的资源却很少。2

本指南适用于所有现有移民企业家和有志成为移民企业家的人士。不论您
的移民身份如何，本指南都可以帮助您了解在纽约州创业和经营时可以进
行的多种选择。本指南提供的信息可以帮助您确定适合您的企业结构类
型、成立企业的要求以及预期的一些费用和税项，以便您在创业时可以有
多种选择。

本指南不涉及特定行业或职业可能需要的执照或许可证等的要求。本指南不
提供法律或税务建议。强烈建议移民企业家就其个人移民、商业或税收要求
和限制寻求法律建议。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本指南的各类资源部分。

本指南中的数据截止2018年10月，此后无更新。

1. “移民在纽约”（2017年10月4日）。美国移民委员会。www.americanimmigrationcouncil.org/research/immigrants-in-new-york 
2.  “欢迎移民企业家的经济案例”（2015年9月8日）。考夫曼基金会 

www.kauffman.org/what-we-do/resources/entrepreneurship-policy-digest/the-economic-case-for-welcoming-immigrant-entrepren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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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指南

独立订约人与员工的区别（及其重要性） 

许多移民在美国寻求高薪就业时会面临阻碍。拥有企业可以让移民有机会
在经济上不断得到提升。具体而言，如果您未获得在美国作为员工工作的
许可，那么创办自己的企业可以帮助您谋生。

雇主聘用其知悉未获得在美工作许可的人属于违法。每个雇主都必须通过
以下方式确认员工是否有获得工作许可：

•	填写表格I-9
•	审核员工的身份证明文件（如社会保障号、绿卡、护照等）

联邦法律和纽约州法律并未专门禁止未获得工作许可的移民拥有企业或者
成为个体企业家。个体企业家有时被称为“独立订约人”。独立订约人在
开始签订新合同时，并不总是需要为其客户填写表格I-9。如果以本指南
所述的独立法人形式成立企业，则法人本身就可以开展业务，包括提供商
品和服务以及签订合同。

实际上，许多移民不论移民身份如何，都可以通过创业来谋生。作为企业
家，必须遵守适用于经营企业的法律，包括纳税。还应该了解的是，创业
需要向政府机关和银行提交文件，但这不意味着不会被美国驱逐出境，也
不能提供获得合法身份的途径。但在某些情况下，拥有企业和缴纳税款在
移民诉讼的法官予以考虑时比较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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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您是否为独立订约人

您难以确定自身是独立订约人还是员工时，应该始终就自身的具体情况寻
求法律建议。 

独立订约人为自己开展业务，并为其客户提供商品或服务。您（而不是您
的客户）掌控自身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方式以及业务的财务方面越多，您就
越有可能被视为独立订约人，而非您的客户的员工。下一页提供了一些比
较员工与独立订约人身份的示例一览表。

如果为企业设立独立法人，法人本身可以向客户提供商品或服务。一般而
言，如果您既拥有也控制企业，您很可能不会被视为员工。因此，建议没
有获得工作许可的企业家：

•	全部或者大部分拥有其企业，并且 
•	控制其企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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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订约人一览表

我是一名家政管家，为各类客户提供服务。

我拥有一个网站，其中介绍了我所提供服务

的费用。我凭借提供的服务获得报酬，而不

是获得小时工资。客户可以在线预约或通过

电话预约我提供的服务。客户自己提供清洁

用品和设备。

家政管家B

固定工作场所

对自己的设施、材料、设备、用品和工具进行 
大量投入

承担盈利或损失的财务风险

设置或谈判自己的收费标准

可以选择雇佣自己的帮手

可以自由拒绝工作邀请

可以为其他客户提供服务

掌控工作方式、时间和地点

我是一名独立 
订约人 

我是一名员工 

是员工还是独立订约人？

我从周一到周五的上午8点到下午4点为一个家庭提供

家政管家服务。我通过谈判将收取的服务费用提高到

每小时15美元，并且每年都会谈判加薪以跟上生活费

用。我所服务的家庭提供所有清洁材料和用品。他们

给我留了纸条，说明每一天需要完成的工作。周末，

我有时会为其他家庭工作，挣些额外的钱。

家政管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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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家公司需要我提供服务时，我是该公司的会计师。该

公司需要我时，会确定我工作的天数以及时间。我在服务

结束时获得报酬，而不是获得小时工资。我需要获得报酬

时，会向公司寄送发票。我还为许多其他从事类似会计工

作的公司工作。我在家办公，使用自己的工作电脑。 

会计师B

固定工作场所

对自己使用的设施、材料、设备、用品和工具 
进行大量投入

承担盈利或损失的财务风险

设置或谈判自己的收费标准

可以选择雇佣自己的帮手

可以自由拒绝工作邀请

可以为其他客户提供服务

掌控工作方式、时间和地点

我是一名独立 
订约人 

我是一名员工 

是员工还是独立订约人？

我每周工作30个小时，在一家公司兼职做会计并

获得周薪。我通常在家使用自己的电脑工作。我

如果愿意，可以通过我所工作的公司加入医疗福

利计划。我不为这家公司工作时，有时会从其他

小公司处获得工作机会。

会计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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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决定创业后，需要明白适合您的企业类型！本部分提供组建企业时您
可以做出的不同选择的相关信息。 

部分企业结构具有复杂的规则和备案要求，创业成本较高。其他企业可能
更容易成立，几乎没有文书工作以及最低费用，但企业所有者要承担更大
的财务风险。为了选择符合您需求的最佳企业结构，了解纽约州企业形式
的一些基本概念非常重要。

保护个人财务 

企业可以是独立于企业所有者的法人。法人（就像人一样）具备签订协议
或合同的法定资格，可以获得信贷和负有债务，可以起诉和被起诉，并对
其行为负责。 

当您的企业是独立法人时，您承担有限的个人责任。 您对企业债务的责任
通常仅限于您个人对企业的投资。如果您的企业是独立法人并被起诉，您
的个人资产（如您的房屋或汽车）通常可以免于被扣押来支付对您企业提
出的索偿。通过独立法人经营企业的另一个好处是，即使企业所有者未获
得从事工作或经营美国境外业务的许可，法人本身也可以合法地开展业务。 

本指南总结了在纽约州组建以下可以限制个人责任的法人实体的费用和优
势：有限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为使您的企业能从独立法人的有限责任中受益：

选择企业结构的建议

•	确保将您的个人资产与企业资产分开

•	为您的法人实体开立一个单独的银行账户

•	在合同和广告中使用法人实体的名称（而不是使用您的名字）

•	获取单独的税号（雇主识别号），并在需要时为您的法人实体
提交单独的纳税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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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 创 造 收 入 时 ， 负 有 纳 税 义

务 。 个 人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I T I N） 
是指由美国国税局（ IRS）分配给

没有资格获得社会保障号但必须纳

税的个人的号码。您如果有社会

保障号（ SSN），则不符合获得个

人纳税人识别号的条件。即使您 
的工作许可到期，您的社会保障号仍

然有效，以便报税。您也可以使用个

人纳税人识别号获得许多金融服务，

包括获得信贷或开设银行账户，而不

论您的移民身份如何。欲了解更多信

息，请查看“为未来理财”部分！金

融教育和赋能基本指南，帮助移民了

解个人理财选择。

何为个人纳税人识别号？ 

为实现联邦和纽约州的税收目的，任

何拥有员工的企业必须获得雇主识别

号（EIN）。股份有限公司和大多数有

限责任公司必须获得雇主识别号。通

常，银行需要雇主识别号才能为企业

何为雇主识别号？

开设银行账户。企业为了获得雇主识

别号，可以向美国国税局提交表格

SS-4（“雇主识别号申请”）或者通过电

话申请或在线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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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个人资产 
面临风险。

您的企业可以贷款、 
起诉和签订合同。 

 

您和您的企业是 
一个法人实体时 

 

您的企业是独立法人时

$

您的个人 
资产也很安全！ 

了解您缴纳营业税的义务

任何在美国赚取收入的人不论移民身份如何，都必须向联邦、州和地方政
府纳税。纳税要求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您是单身人士还是已婚人士、
每年的收入情况以及您在纽约州所居住的地方。 

一般而言，企业结构越简单，纳税要求就越简单。有些企业结构允许您在
个人所得税申报表中申报从企业中获得的收入，这可以使企业所有者更容
易进行纳税筹划。 

请注意，本指南的目的不在于提供税务建议。鼓励移民企业家向合格的税
务专业人士寻求税务建议。各类资源部分还附有能够帮助您解决企业有关
税务问题的机构，以供参考。



14

三个朋友一起创办了一
家园林绿化企业。他们
将该企业注册为有限责
任公司。这个有限责任
公司是一个独立法人。

企业失败，几个月后倒
闭，负债8000美元。

每位成员投资400美元
作为公司启动费用，
公司从银行获得商业
贷款。

损失以有限责任公司
每个成员出资的400美
元以及企业的任何其
他资产为限。

三个企业所有者对有限
责任公司的债务不承担
个人责任，因此他们的
个人资产安全。

一名独资经营者创办了
自己的园林绿化企业。
根据法律规定，这名独
资经营者和她的企业被
视为一个法人。

企业失败，倒闭时信
用卡负债8000美元。

她投入了400美元的积
蓄，并拿出个人信用
卡为她的新企业购买
设备。

独资经营者失去了她
投资的400美元，现在
负责偿还8000美元的
信用卡债务和利息。

她如果不偿还债务，
信用卡公司将追缴她
的个人资产来偿还债
务，包括她的汽车、
房子和个人存款！ $

两类企业的故事

破产

$

破产

400美元 400美元400美元

400美元 400美元 400美元

$8,000

8,400美元

有限责任公司* 独资经营者

400美元

 本例中我们提及的是有限责任公司，但本指南接下来介绍的其
他类型的法人也同样限制了个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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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有六种与移民企业家相关的常见类型的企业所有权模式。其中包括：

• 个人独资企业  

• 普通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企业  

• 有限责任公司  

• 股份有限公司  

• 劳工合作社

本指南概述了前五类企业结构。合作社可以由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或
股份有限公司建立。由于合作社具有的特殊结构，本指南未详细说明合作
社的企业要求和义务。欲了解合作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各类资源部分。 

六类常见企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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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独资企业

个人独资企业是您经营企业可以采用的最简单的企业结构，也是最容易成
立的企业。如果您提供服务或出售商品，即使没有向政府提交任何文件，
您也可能已经是独资经营者。创业费用很低，因为您无需按其他企业结构
的要求支付费用或提交表格。您在个人纳税申报表上申报营业收入，因此
纳税筹划相对简单。

个人独资企业概要

一个所有者 个人是唯一的企业所有者。 

创业容易 一旦开始进行企业活动就成立起企业。

无要求或要求最低
（可选）如果企业名称与所有者不同，营
业名称证明书的正常申请费在不同县有所
不同。

较简单 您在个人所得税申报表上申报营业收入。

个人财务风险高
企业所有者负责企业的所有债务和义务，
个人资产面临风险。

无存续更新/文件提
交要求

您无需向任何政府机构提交任何其他文件
以维持个人独资企业。

电子维修服务、景观设计师、家政管家、家庭教师、作家和艺术家

所有者人数

创业

纳税筹划

存续要求

费用/表格

责任

适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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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企业适用于希望共担财务责任或风险并共同做出企业决策的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企业所有者。这种企业结构适用于彼此信任的企业所有者，
因为每个合伙人都对其他合伙人做出的决策负责。 

成立普通合伙企业如同成立个人独资企业一样，几乎没有任何文书工作。您
如果参与了与其他人一起进行的企业活动并且将自己作为企业合伙人，那
么您可能已经处于普通合伙关系之中了。强烈建议合伙人之间制定合伙协
议。这份文件很重要，应说明每个合伙人的权利和责任、每个合伙人的投
资金额以及合伙人之间如何解决问题。除合伙协议另有规定外，所有利润
和损失将在合伙人之间平均分配。您应该在制定合伙协议时寻求法律帮助。

与个人独资企业一样，个人资产在普通合伙企业中不受保护，一个合伙人
的个人资产可能因另一个合伙人的决策不力而面临风险。

合伙协议

合伙协议是一份规定每个合伙人对企业的权利和责任的重要文件。强
烈建议普通合伙企业要签订合伙协议，有限合伙企业也需要签订这种
协议。合伙协议明确了下述问题：

   每个合伙人投资多少钱？
     

   每个合伙人的责任是什么？

   合伙人将如何做出决策？

   合伙人将如何分享利润和分担亏损？

   合伙人将如何解决冲突？    

      当某个合伙人决定离开企业或出售她/他在企业的权益时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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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合伙企业概要

两个以上所有者 合伙人共同拥有企业。

创业容易 一旦开展企业活动就成立起企业。

无要求或要求最低
（可选）如果企业名称与所有者不同，营
业名称证明书的正常申请费在不同县有所
不同。强烈建议签订合伙协议。

较简单
合伙人在其个人所得税申报表上申报营业
收入。合伙信息申报表也需要提交。

个人财务风险高 每个合伙人可能要对其他合伙人的行为承
担个人责任。个人资产面临风险。

无存续 您无需向政府提交任何内容以维护您企业
的合法身份。

家族企业、拥有长期关系并相互信任的合伙人。

所有者人数

创业

纳税筹划

存续要求

费用/表格

责任

适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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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企业

在有限合伙企业中，有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两类所有者。普通合伙人
与拥有个人独资企业或普通合伙的所有者的运营方式相同，因为普通合伙
人管理有限合伙企业的业务、进行交易，做出决策并代表合伙企业行事。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	投资并获得应得利润

•	管理企业并做出决策

•	代表普通合伙企业行事

•	对企业的债务承担个人责任。（企业

所有者可以设立独立法人作为普通合

伙人，从而承担有限责任，但这会使

情况变得复杂。）

•	投资并获得应得利润

•	不管理企业 

•	不能代表有限合伙企业行事

•	个人资产受到保护。财务风险以初

始投资额为限。

有限合伙人是被动投资者。有限合伙人投
资并获得他们应得的利润，但无法管理企
业的日常运营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行事。
与普通合伙人不同，有限合伙人的个人资
产受到保护。有限合伙人的责任以投资于
企业的资金为限。 

成立有限合伙企业比成立个人独资企业或
普通合伙企业需要更多的工作，因为必须
向纽约州国务院（DOS）提交文件并支付
相关费用。这种企业结构适用于有不愿经
营企业或者不愿对普通合伙人的企业决策
负责的投资者的所有者。有限合伙企业的
条款必须记录在合伙协议中（见第17页）。

登报公告

有限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
必须连续六周在两份独立报纸
上公告其设立了企业。登报公
告的费用可能会较高，不同的
县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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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企业概要

两个以上所有者 有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两类所有者，
每类所有者至少有一个。 

需要做更多工作
企业组建所需文件：

 有限合伙证书
  公告证书和公告宣誓书（登报公告后）

中等 
申请费200美元、公告证书申请费50美元、
登报公告费用通常为600-1,200美元。需要
合伙协议。

较简单
您在个人所得税申报表上申报营业收入。
合伙信息申报表也需要提交。

普通合伙人的个人
风险较高

每个普通合伙人都要对企业债务承担个人
责任。有限合伙人的责任以其对企业的投
资为限。

有
需要一份经普通合伙人签署的书面合伙协
议。

有想要投资但不想参与决策或承担个人责任的合伙人的企业家。

所有者人数

创业

纳税筹划

存续要求

费用/表格

责任

适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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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的特点是有限责任或个人财务风险较低，这相比个人独资和
合伙结构有很大优势。根据法律规定，企业是独立于企业所有者的独立法
人，所有所有者的个人资产都受到保护。为了维持有限责任，所有者应为
有限责任公司开立一个单独的银行账户，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足够的金额
以使其能支付自身费用，不将所有者个人资产与企业资产混合，也不将有
限责任公司的资金用于个人花费。

所有者（称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成员）可以选择自己管理企业或指定经理人
来经营企业。经理人可以被视为员工，因此必须获得许可才能工作。此领
域的法律尚不确定，因此，未获工作许可的个人即使也是有限责任公司的
所有者，但在指定其为有限责任公司的经理人之前应寻求法律建议。

有限责任公司的成员在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可以选择纳税方式。所有者可
能会在个人纳税申报表上申报营业收入，但向美国国税局提出申请，决定
有限责任公司像股份有限公司一样纳税的除外。有限责任公司的成员应向
税务专家寻求有关其选择的建议。

经营协议

经营协议是有限责任公司使用的重要文件，用于确定其成员、经
理人、员工或代理人的权利、权力和责任。经营协议可在组织章
程提交前、提交时或提交后90天内签订。



22

有限责任公司概要

一个以上所有者
有限责任公司可以有一个成员所有者，也
可以有许多拥有有限责任公司的成员。

需要做更多工作 
 

企业组建所需文件：
组织章程
  公告证书和公告宣誓书（要求的登报公
告后）

昂贵
组织章程申请费200美元、公告证书申请费
50美元、登报公告费用通常为600-1,200美
元。需要经营协议。

中等
有限责任公司基于企业结构和成员人数有
许多不同的选择。 

责任小/财务风险低 企业是独立于企业所有者的独立法人。所
有者承担有限责任，并且以投资企业的金
额为限承担经济责任。

有——存续记录 
要求

  在提交组织证书后90天内通过经营协议。
  （可选） 召开公司成员/经理人会议
 保留某些有限责任公司文件和税务文件的
记录
  每两年提交一次两年期申报表以确认/更
新地址

希望将个人储蓄和财务与企业分开并且可以管理存续要求的所有者。

所有者人数

创业

纳税筹划

存续要求

费用/表格

责任

适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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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结构通常用于拥有许多所有者的大型企业，因其可以发行股
份。股份代表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成立股份有限公司需要做大量文书工作，
并且存续费用和法律要求很高。 

每个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有公司章程、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成立
后，股东必须召开组织会议，通过公司章程并选举董事。对于创办小企业
的企业家而言，股份有限公司结构不是理想的企业结构。有限责任公司为
小企业所有者提供了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优势，其复杂性更低，灵活性更
高，维护更容易。 

此外，对于未获得工作许可的移民企业家而言，股份有限公司结构通常风险
更大。企业家如果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经营企业，或者由公司支付
工资，很可能被视为员工。为确保您的企业按照所有适用法律（包括州和
联邦税法）成立和经营，请务必在制定企业计划时获得法律建议和咨询。
股份有限公司的税务处理很复杂，本指南不予介绍。 

股东 员工董事会
高级管理
人员

选举

购买公司股份并根据所持股份数量拥
有公司一定比例所有权的人。通常而
言，公司成立时，公司所有者即为第
一批股东。

当选为代表股东利益的一群人组成的机构。
董事可以是股东，也可以不是股东。董事会
必须至少有一名董事。董事负责监督，并就
公司重大问题做出决策。

负责企业日常经营，并有权就企业相关
活动采取行动。根据法律规定，高级管
理人员可能被视为员工，需要证明其在
美国工作的合法身份。

创始人

股份有限公司结构

委任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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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概要

一个以上所有者
公司通常拥有许多所有者（称为股东），但成
立时也可以只有一个股东。

需要做许多工作 
 

提交公司注册证书后，必须召开组织会议，通
过所要求的公司章程并选举董事会。

非常贵
成立公司需要125美元的公司注册证书申请费。
成立公司可能会产生高昂的法律费用和/或会计
费用。

非常复杂
鼓励企业所有者咨询税务专业人士，了解纳税
义务。

责任非常小/财务风
险非常低 企业是独立于企业所有者的独立法人。所有者

的责任以其对企业的经济投资为限。

有——严格的存续
要求 

 年度股东大会和特别股东大会 
  定期董事会会议和特别董事会会议
  保留公司文件和税务文件的记录
  每两年提交一次两年期申报表以确认/更新地
址

拥有许多需要大量投资并希望发行和出售股份的所有者的大型企业。

所有者人数

创业

纳税筹划

存续要求

费用/表格

责任

适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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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所有者 2个以上合伙人

2个以上
普通合伙人和有限

合伙人

1个以上成员 1个以上股东

简单 简单
中等

中等 很难

无要求/要求最
低

无要求/要求最
低 中等 中等 非常贵

较简单 中等 中等
中等至复杂

非常复杂

责任大 责任大
普通合伙人责

任大 责任有限 责任有限

无 无 有部分要求 有部分要求 要求多

所有者人数 

创业过程

纳税筹划

个人
责任

存续要求

个人独资企业 普通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快速比较——什么样的企业结构适合您？

费用/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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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合作社

劳工合作社是一种创新的企业模式，由劳工拥有和管理企业。劳工通常向
合作社提供初始资金，成为成员，并因此获得按比例分享的利润。在这种
模式下，每个劳工在重要的企业决策方面（例如批准贷款、合同和接纳新
成员）拥有相同的表决权。

合作社可以以本指南前述的任何企业结构设立，包括合伙企业、有限责任
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通常，合作社使用有限责任公司结构，因为有限责
任公司相比股份有限公司而言更为灵活，成立和维护费用更低，相比合伙
企业更适合有更多所有者的情况。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社的成员承担有限责
任。合作社可以帮助保护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在单独工作时免受剥削（通
过工资扣除或其他虐待方式进行）。 

纽约州制定了专门的《劳工合作社公司法》，涉及成员资格、股份和盈亏
分配相关的特殊身份和规则。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本指南的各类资源
部分。

劳工合作社

在劳工合作社中，所有权取决于
在企业从事的工作。通常，每个

人的投资都是一样的。

典型企业

在典型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
公司或合伙企业中，公司的所有权
取决于每个所有者对公司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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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书
经法律许可的人（例如公证人）核证的经签名的
书面声明。

董事会
当选为代表公司股东的人组成的机构，对企业进
行总体监督并做出重大决策。

客户
接受独立订约人服务的个人或企业。 

企业家
组织和经营自己企业的人。

雇主
对他人工资和就业状况负责的个人或企业。 

个人纳税人识别号
美国国税局分配给没有资格获得社会保障号但是
必须纳税的个人的号码。

美国国税局（IRS）
负责征收联邦税的联邦政府机构。 

责任
与企业相关的法律、财务责任或风险的数量。

成员
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所有者被称为成员。

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高级管理人
员由董事会委任，也可以是公司的创始人/所有
者和某些员工。 

合伙企业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拥有企业的企业结构。在普
通合伙企业中，合伙人共担企业的管理责任和盈
亏。在有限合伙企业中，部分合伙人管理企业，
部分合伙人仅对企业投资，但所有合伙人都是企
业所有者。 

经营者
企业所有者。

股东
股东是指购买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人。股
东按其投资比例享有公司股份。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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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件

组织章程
概述有限责任公司名称、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所需
的县和地址的文件。有限责任公司在提交组织章
程时成立，或者在组织章程规定的任何较晚时间
成立，但应在章程提交之日起60天内成立。
提交给国务院

 有限责任公司    

两年期申报表
纽约州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每两年
提交一次两年期申报表，并支付9美元的申请费
以确认或更新企业地址。 
提交给国务院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说明公司将如何经营的书面文件。这些信息包括
选举董事、召开会议的方式以及股东、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权利、义务和权力。 
公司必须保留一份公司章程文本。

 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名称证明书 
仅当企业名称不同于企业所有者时才需要的表
格。
提交给县书记员

 个人独资企业      普通合伙企业
  任何以不同于法定名称的名称经营的实体     

公司注册证书 
说明公司名称和地址的文件。公司自提交公司注
册证书之日起成立，或者在公司注册证书中规定
的较晚日期（提交之日起90天内）成立。

 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证书
列出签订有限合伙协议的合伙人的姓名和信息
的表格。 
提交给国务院
有限合伙     

公告证书
同宣誓书一同提交的表格，说明创办有限合伙企
业或有限责任公司的登报公告要求已得到遵守（
见第19页和第22页）。公告证书必须在提交有限
合伙证书或组织章程后120天内提交。 
提交给国务院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I-9，就业资格证明表
证明可以在美国合法工作的表格。您的雇主必须
收到表格I-9，并将其提供给获得授权的美国政
府官员审核。

经营协议
确定成员、经理人、员工或代理人的权利、权
力、选择权、限制或责任。经营协议可在组织章
程提交前签订或提交后90天内签订。
有限责任公司必须保留经营协议文本。

 有限责任公司      

合伙协议
普通合伙企业建议签订，而有限合伙企业必须签
订的协议。该协议表明了企业合伙人之间的约
定、权利和义务。 

 普通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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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资源

纽约州政府机构：

国务院、州公司处、州档案馆和UCC
www.dos.ny.gov/corps/
在纽约州开办或扩大企业可能需要的表格模板和
其他法律文件的有关信息。

大纽约地区发展和创业援助计划
esd.ny.gov/entrepreneurial-assistance-program
创业援助计划（EAP）的目的是，在纽约州的当
地社区建立起创业援助计划中心，为最近开始创
业或有兴趣创业的个人提供指导、培训、技术援
助和支持服务。 

新美国人办公室（ONA）
1-800-566-7636  
www.newamericans.ny.gov/business 
新美国人办公室在纽约州有27个机会中心，为移
民提供包括小企业援助在内的教育和经济资源。

小企业发展中心（SBDC）
1-800-732-7232
www.nyssbdc.com 
纽约州小企业发展中心（NYS SBDC）通过一个
由24个区域中心组成的网络，为希望创业或改善
现有企业业绩的纽约人提供高质量、免费或低费
用的企业咨询和培训服务。

纽约市政府机构：

消费者事务部、财务支持办公室
https://www.nycservice.org/initiatives/
旨在赋予并保护低收入纽约人的权利而开展的金
融教育和咨询，他们希望能使自己的资产增值并
充分利用财务资源。包括安全、平价的银行主要
服务以及获得增加收入的税收抵免的相关信息。

小企业服务机构（SBS）
https://www1.nyc.gov/nycbusiness/
为有兴趣在纽约市创办、经营或发展企业的企业
家提供免费课程、讲习班、建议和帮助。

小企业服务机构移民企业计划 
www1.nyc.gov/nycbusiness/article/immigrant-
business-initiative 
小企业服务机构在纽约市免费提供多种语言的商
业课程、融资援助、公益法律服务等。

纽约市机构：

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小企业和企业家
服务机构
www.bklynlibrary.org/business/small-business
布鲁克林资源（Brooklyn Resources）有多处服务
地点，提供讲习班、课程以及英语、西班牙语、
俄语和克里奥尔语的一对一帮助，帮助创办、经
营和发展企业。

企业外展服务中心网络（BOCNET）  
www.bocnet.org  
一家小微企业发展机构，在布朗克斯、布鲁克
林、曼哈顿、皇后区、斯塔顿岛为服务欠缺的社
区提供企业定制服务，包括小企业贷款、家庭
儿童托管、“美式企业”讲习班和难民微型企业
项目。

CAMBA小企业服务
718-287-2600
www.camba.org
一对一咨询、小企业讲习班、企业咨询、与其他
小企业发展伙伴的联系以及企业贷款。

法律援助协会的社区发展项目 
212-426-3000
www.legalaidnyc.org/civil-practice-pro-bono-
projects
在五个行政区为律师和符合客户条件的人群进行
培训。主题包括创办小企业、签署商业租约、
保护企业和个人资产。培训用英语和西班牙语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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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教育中心（CUP）
www.welcometocup.org
通过出版手册和小册子来说明复杂的政策和流
程，包括出版《纽约市劳工合作社指南》。

希伯来无息贷款协会
www.hfls.org/loan-programs/microenterprise/
向纽约市、长岛和威彻斯特的中低收入居民提供
微型企业无息贷款，以创办或扩大企业。

纽约市律师司法中心的社区企业家法律
项目
212-382-6633（主号码）
212-626-7383（免费法律热线）
nelp@nycbar.org 
为中低收入微型企业家创业提供法律服务，包括
税务问题、合同和协议、商业租赁谈判、版权、
商标和专利。

亚平会振兴商业服务中心
www.renaissance-ny.org
一家社区发展金融机构，致力于通过提供低息商
业贷款和创业培训计划，改变纽约市移民和中低
收入社区的境况。

志愿者法律联盟
347-521-5729
www.volsprobono.org/projects/microenterprise-
project
帮助小微企业所有者从专业工作人员和众多公益
律师那里获得高质量的无偿法律服务。

纽约市合作资源：

城市正义中心的社区发展项目（CDP）
cdp.urbanjustice.org
关于劳工合作社的法律咨询和法律资源，包括技
术援助和文件审查。

绿色劳工合作社
www.greenworker.coop
提供为期五个月的密集培训和支持计划，帮助有
抱负的企业家团队发展劳工所有的绿色企业，并
积极结合培训、指导和技术服务。

纽约市劳工合作社网络（NYC NOWC）
212-390-8178（热线电话）
www.nycworker.coop
关于劳工合作社和合作社企业技能的领导力开
发、培训、讲习班、商业支持和技术援助。

劳工司法项目——造路纽约 
347-889-6347
www.workersjustice.org
一家移民权利组织， 
致力于通过发展、支持和推动劳工 
所有的合作社来创造 
可持续的工作。

在线工具：

纽约企业直达 
www.businessexpress.ny.gov
帮助您了解您的企业和职业要求。填写问卷，企
业向导（Business Wizard）将为您提供创业所需
的一切。

纽约市企业门户网站
www1.nyc.gov/nycbusiness 

分步调查问卷
填写分步调查问卷，并获得您所处行业的创业
和经营所需的市、州和联邦执照和许可证的定
制列表。 

激励估计
填写调查问卷，并获得您的企业可能有资格获得
的、可能的政府激励和税收抵免的清单。

各类资源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