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加拿大警告说，瑞士银行瑞士银行在其领土上的非法离岸活动是美国税务欺诈最重要的警戒交战者。但是，加拿大的税收制度
仍然无法收回富裕的加拿大人在避税地隐藏的数十亿美元。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加拿大还没有进一步进行调查。瑞士银行在加拿大比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美国更加活跃，“着名的警报制造商布莱
德·比肯费尔德（Brad Birkenfeld）告诉我们的调查。

他在华盛顿的一次采访中告诉我们，魁北克省魁北克省和加拿大税务局都没有设法见到我，他在畅销书畅销书“ Lucifer's Banker”的讲话
中说。

Brad Birkenfeld是瑞士瑞银银行的前美国员工。它被认为是美国税收史上最重要的响铃者，因为它允许税务机关收回50亿美元，并谴责
几位富有的美国人以监禁。他被美国国税局（IRS）授予了他的信息价值1.04亿美元。

报警蜂鸣器表示，它警告说，早在2008年，RevenuQuébec和加拿大税务局就指控瑞银在加拿大的非法活动。在2008年7月发送给税务
局的传真中（见相反的文件），他向加拿大税务局高级官员发出警告：“这封信是提醒您和加拿大政府严重违反税法和他写道：一家大型
金融机构的证券和由位于苏黎世和日内瓦的同一机构雇用的各种私人银行家。

比肯费尔德还表示，这些私人银行家经常前往加拿大，特别是在多伦多，蒙特利尔，魁北克和温哥华。

根据Birkenfeld发给我们的文件，瑞士银行瑞银将允许富裕的加拿大人投资近70亿美元进行秘密的离岸投资计划。这些数字高于2008年
过滤的数字，据此隐藏了56亿美元。

既不罚也不指责

根据机密文件，瑞银银行在2004年10月由加拿大人投资了53.5亿瑞士法郎（66.7亿加元），用于北美用于隐藏境外资金的方案瑞士瑞士
银行的实习生。

不同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国家，加拿大从未对瑞银银行进行离岸活动或被控逃税，没有加拿大瑞银加拿大客户隐藏金钱。

只有2006年头三个月，加拿大人才在这个方案中发放了1.2亿瑞士法郎（1.57亿美元）的新鲜钱。

瑞银在内部认定为“加拿大国际”（而不是“加拿大国内”）的计划比20年代在加拿大本地的瑞银当地活动更为重要，文档。

特殊训练

负责离岸客户贷款的瑞银银行家经过培训，不允许他们被加拿大海关官员忽视。

在您前往美国或加拿大的旅行过程中通过移民邮局后，您将被当局截获。看看您的Palm（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尚智能手机），他们发
现与客户的所有遭遇。幸运的是你只记录了简短的言论，没有名字“，是否专门针对瑞银员工进行了培训。

专门加密的电脑和银行对账单（仅提及客户姓名）也是私人银行家不注意的设备的一部分。

瑞银联手瑞银的发言人不想公开就此事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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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发生的瑞银丑闻爆发近10年后，加拿大税务局表示，目前仍在对这个问题进行审计。

夏天，发言人佐尔坦·塞普雷吉（Zoltan Csepregi）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们，2010年和2014年在瑞银银行（加拿大）发布了两份“强制性
信息要求”。税务机关强制要求“向法院强迫机构提供资料。

JEAN-FRANÇOISCLOU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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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瑞士银行（加拿大）已经遵守了纳税人的要求，已经确定了审计工作，有些正在进行中。”

发言人告诉我们，通过审计或自愿披露，可以确定2.7亿美元的“与瑞银有关的未报告收入”。

自愿披露涉及向税务机关披露自愿隐藏的收入。

对于处罚，可以规范他的情况，而不被指控逃税。该文件未公开。

通常，这个程序是为纳税人保留的，税务机关不怀疑隐藏钱。实际上，这实际上是加拿大近年来使用的唯一工具，用于规范纳税人姓名出
现在离岸客户名单上的情况。

500纳税人

收入加拿大表示，它可以确定500位潜在的加拿大纳税人在瑞银，谁不会报告一切。然而，据Birkenfeld说，瑞银在加拿大有更多的客
户。

Csepregi没有解释为什么瑞银在丑闻近10年后从未被罚款。他也没有说为什么纳税人被抓到袋子里，可以利用通常保留给纳税人的自愿
披露程序，怀疑。

2009年，当美国发生的瑞银丑闻爆发时，加拿大的收入部长保罗·皮埃尔·布莱克本（Jean-Pierre Blackburn）已经承诺说明这一点。

“人们意识到这是一个时间问题，才能找到它们。我告诉他们，我们会找到你，我们会找到你，“他说。

不过，今年夏天联络他时，他表示不记得2009年的这些说法。

他说：“当时我们对离岸并不了解，”他告诉我们。他还告诉我们，哈珀总理没有给他处理海外逃税的任务。他说：“我的任务有点落后。”

接任他收入的盖尔，没有回应我们的调查委员会的采访要求。

然而，瑞银银行认定自己在2009年在美国缔结的延期起诉协议已经犯了非法手段。

“2004年8月17日左右，管理人员在瑞士与外部律师和会计师组织了一次会议，讨论为希望在瑞士银行隐藏账户的客户创造结构和其他车
辆的收入“他们正在从美国和加拿大的税务机关中抽出”，瑞银承认。

前瑞士的瑞士员工和美国的铃声布拉德•比肯费尔德（Brad Birkenfeld）愿意在加拿大作证，并帮助联邦和魁北克的税务机关查询逃税
者。他不能来美国，因为他不得不在美国服刑。他被监禁帮助客户隐藏钱，然后返回他的外套。

据Birkenfeld称，据称瑞银的非法活动在加拿大比在美国突出。

他说：“在离岸计划中，美国管理的钱是美国人的四倍，但美国人口是10倍。”

与加拿大不同，美国财政部对报警蜂鸣器提供的信息进行了极大的利润。Birkenfeld提供的信息使美国税务机关能够从瑞士瑞银收回50
亿美元的未付税款。瑞银银行也被罚款7.8亿美元。

比尔肯费尔德（Birkenfeld）说，几乎肯定政客们是在瑞银的加拿大客户。

他说：“我们有人在美国和加拿大政治上暴露[PEPS]。

在这些活动正在进行中，瑞银由前保守党财政部长迈克尔·威尔逊率领加拿大。他是商品和服务税（GST）的父亲。他于2001年至2006年
在瑞士（加拿大）工作。他于2006年被任命为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根据彭博社，他当时在卢森堡设立了一个避税天堂的子公司。他现在
是巴克莱银行的主席。

他没有回应多次与他联系的尝试。巴克莱加拿大发言人证实，我们已经收到我们的电子邮件，但没有回复。

♦我们的调查记者让 - 弗朗索瓦·克鲁蒂耶（Jean-FrançoisCloutier）的发布在本周发布了一本专门针对那些从避税天使中获利的人加拿
大税（La GrandeDérive）不合格或无能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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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fil est fermé

Jean-Louis Houde · Montréal

Nos gouvernements ne sont pas trop intéressé , ils ont peut être des $$ la eux même

J’aime · 30 · 22 septembre 2017 18:20

Yann Dupuis

Surtout qu'ils n'oseraient pas s'attaquer à leurs boss !

J’aime · 22 · 22 septembre 2017 20:01

Eric W. Bisson · Travaille chez Vidéotron

Ils sont financé par ces gens.

J’aime · 19 · 23 septembre 2017 04:17

Alain Cloutier

Ce sont des gens d'affaires qui possèdent l'argent dans les paradis fiscaux et ces gens là font partie

du gouvernement indirectement, voilà pourquoi ce détournement volontaire d'attention de la part du

gouvernement pour ne pas nuire aux " petits amis ".....

J’aime · 23 · 22 septembre 2017 18:44

Robert Lemieux · Montréal

Imaginons combien d'impôts chaque année nous pourrions économiser chacun d'entre-nous si le

"bon" gouvernement d'ottawa et de québec faisait des enquêtes, appliquait des règles d'équité et

faisait les récupérations auprès de ces milliardaires et super millionnaire? Mais qui sont-ils? Je tente

une réponse, sans doute vont-ils prendre un verre lors des "coquetels" annuels au domaine Laforest,

couramment appelé Sagard un petit coin forestier de 76,3 km² (21 000 acres)... mais, oui le domaine

des desmarais...hey ben !  

Si intérêt rechercher sur you tube "Sagard" ou l'entrevue L'empire desmarais ... etc, il y a tellement

d'infos de disponibles.

J’aime · 25 · 19 h · Modifié

Patrice Desjardins · University of Ottawa

Tu économiserais aucun impot....Les gouvernements trouveraient un moyen de le gaspiller

assez facilement comme d habitude

J’aime · 5 · 23 h

Simon Boutet · Université Laval

Chaque année, les gouvernements trouvent de nouvelles sources de revenus, de nouvelles

taxes et surtaxes, comme le démontre la récente étude de l'Intitut Fraser qui révèle qu'en

2016, le revenu d'une personne de la classe moyenne était taxé à 42 %, une portion qui,

pour la 1re fois, dépassait la portion allouée aux dépenses de base, soit 37 %. Bref, les

gouvernements augmentent sans cesse leurs sources de revenus. Vous rappelez-vous 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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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uvernements augmentent sans cesse leurs sources de revenus. Vous rappelez-vous que

nous ayons des baisses d'impôt en contrepartie ces 25 dernières années? Ça n'arriverait

pas plus s'ils récupéraient les argents offshore.

J’aime · 1 · 20 h

Georges ST Denis

Non, le problème vient de notre système abusif des Fiducie Familiales, ça doit être dissout

et les bien répartis sur des têtes de Canadiens !

J’aime · 1 · 15 h

Bruno Langlais · Pavillon Marie-Victorin

Ont-ils vraiment le goût ou font-ils semblant, il y a un paquet d'amis dans ces gens la.

J’aime · 16 · 22 septembre 2017 19:25

Francis Hamel · Québec

Michael Wilson est le père de la TPS. Il a aider quelques fraudeurs a ne pas payer d'impots avec des

comptes offshore et ensuite il nous fait payer la facture avec la taxe sur les produits et services...

haha qu'elle joke !!

J’aime · 18 · 22 septembre 2017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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