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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向寻求下一个投资目标的投资者

提供增长、创新和风险管理。

加拿大有世界上最稳健的银行体系，

且对新企业投资提供

七大工业国中最低的总体税率。

2010年，加拿大政府已宣布对制造业

原料和机械设备取消1,500多种关税。

这将使加拿大成为二十大工业国中

第一个对制造业实行零关税的国家。

欢迎您选择
增长与稳定

本文件的材料由 IE Market Research Corp.为加拿大投资局编写。

由Five Stones Creative设计。本文件中包含的内容源自一份报告，该报告可在此

查阅：www.investincanada.com/publications。
加拿大政府对本作品的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



加拿大的实力

� 在2000 – 2009这十年，加拿大的实际国民总产值（GDP）年均增长率为1.7%，远远

高于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增长率。

�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加拿大的经济增长率2010年将为2.6%，2011年将为3.6%，

远远高于其他七大工业国或其他发达经济体。

� 加拿大拥有的《金融时报》500强企业数超过德国、西班牙或印度。

� 加拿大的信用评级名列世界最高行列，超过美国或英国。

� 世界经济论坛已连续两年（2008、2009）把加拿大的银行体系称为世界上最稳健的银

行体系。

� 在加拿大，2009年的不良银行贷款在总贷款中所占的比例是0.9%，属于世界最低之

列，比其他七大工业国中的同等国家低45% - 85%。

� 当世界各地众多金融机构分崩瓦解时，加拿大银行或保险机构无一倒闭。无一需要

外部资金救助。

� 加拿大的银行跻身于北美最大银行之列。四家加拿大名列北美十大银行。

� 从赤字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来看，加拿大的赤字远远低于其他七大工业国，按净债务

与GDP比率衡量，其政府债务也是七大工业国中最低的。

优异的经济表现
加拿大是世界上恢复能力最强的经济体之一，具有无与伦比的增长前景。

加拿大有一个庞大而

不断增长的市场以及

众多活跃的高增长行

业。加拿大是世界上

第11大经济体（按GDP

衡量），与巴西、印度和

俄罗斯等外国直接

投资的领先目的地相

匹敌。

-1-



加拿大的实力

� 根据世界银行集团2010年《经商》报告有关注册新公司所需程序最少的国家排名，

加拿大在七大工业国和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名列第一。

� 在《经济学家》杂志情报组的商务环境排名中，关于今后五年（2010 – 2014）的经商

环境，加拿大名列七大工业国第一，世界第五。

� 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有关维护和营造一个维持企业全球竞争力的环境排名中，

加拿大名列七大工业国第二，世界第八。

� 在全球治理评级机构GovernanceMetrics International公司治理环境排名中，加拿大

名列世界第三。

� 根据毕马威《2010竞争选择》，加拿大在低商务成本上领先七大工业国，总体成本优

势超过美国5.0%。

� 从行业上看，加拿大与其他七大工业国相比，具有许多显著优势。毕马威分析了十七

个行业，在其中十四个行业中，加拿大的成本结构是七大工业国中最低的。在其余三

个行业（临床试验、金属组件和塑料）中，加拿大的成本结构分别是七大工业国中次

低或第三低。

� 在2000 – 2008年期间，累计流入加拿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加拿大2008年GDP总值

的比例是24.2%，名列世界第四，仅次于比利时、荷兰和英国。

友善的投资环境
众多国际企业竞争力研究报告一直把加拿大列为世界上最适合投资的国家之一。通常而言，

只需完成一项程序就能在加拿大注册公司。

加拿大公正的司法体

系，世界一流的知识

产权保护，政府采购

中的透明度以及坚实

的公司治理，有助于

确保涉及外国投资者

的各类商业关系均清

晰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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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实力

� 加拿大的高等教育研发投资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高于任何其他七大工业国。

� 在已发表的科学论文人均数量上，加拿大在七大工业国中居首位。

� 根据外国直接投资情报部（fDi Intelligence）的外国直接投资基准（fDi Benchmark）数

据库，在燃料电池领域申报的专利数量上，温哥华居北美首位；在汽车行业申报的专

利数量上，多伦多居北美第三位。

�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资料，在有效专利总数上，加拿大位居世界第八。

按人均计算，加拿大的管理领域 IT方法专利申报数在七大工业国中位居第三，土木工

程领域专利申报数在七大工业国中位居第四。

� 加拿大的科学研究与试验开发（Scientific Research & Experimental Development，简称

SR&ED）计划，为研发支出提供的研发税额抵免和加速扣减属于世界上最优惠之列。

2009年，SR&ED提供的税额抵免超过40亿加元。

� 加拿大的研发税务结构也属于世界上最灵活和最开放之列。对研发的行业领域不作限

制。符合条件的费用包括薪资、管理费用、基建支出、材料和分包研发服务。

� 加拿大的税务优惠在七大工业国中位居第二，超过美国提供的研发税务优惠整整

19.4%。

� 加拿大推出了620亿加元刺激计划，即加拿大的经济行动计划，其中有40亿加元用于

高等教育与研究以及加拿大科研机构的技术和创新计划。这些都会惠及投资者。

创新先锋
加拿大对企业科研支出提供的税务待遇在发达经济体中属于最优惠最灵活之列。

加拿大全国各地的科

研机构与外国投资者

合作开展前沿行业研

究。外国投资者得益

于加拿大研究人员的

专长以及由政府计划

资助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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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实力

� 加拿大的中学毕业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位居第四（86.6%的加拿大工作

人口有中学文凭）。

� 加拿大不颁发学位的大学毕业率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位居第一（23.7%的加拿大工作

人口是这类学院的毕业生）。

� 加拿大颁发学位的大学毕业率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位居第七，在七大工业国中位居第

二（24.6%的加拿大工作人口取得大学学位）。

� 在世界经济论坛有关133个国家管理学院教育质量的研究报告中，加拿大名列第二位。

� 根据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资料，就合格工程师在人力资源中所占比例而言，加拿大居

七大工业国首位。

� 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每五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不是以英语或法语为母语。

对寻求能迅速适应不同企业经营方式的人才的许多外国投资者而言，加拿大的多元化

人力资源是一笔重要财富。

� 对服务行业的跨国公司而言，拥有熟悉不同语言和不同企业文化的高技能员工尤其重

要。超过440万加拿大工作人口会说英语或法语以外的一种语言，包括中文、意大利

语、西班牙语、旁遮普语、德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韩语、印度语和日语。

� 加拿大向全球公司提供卓越的时区优势。因为加拿大与北美和拉美处于同一时区，

所以加拿大在客户支持和应用软件开发等职能领域的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强化。

满足外国投资者需要的人力资源 
始于公立早期儿童教育计划的学习文化奠定了加拿大技能型人力资源的基础。加拿大还有灵活

的高等教育体系，不仅侧重于大学教育，还关注技工行业。

跨国公司之所以选择

加拿大而不是其他辖

区，主要理由之一是

加拿大拥有技能型人

力资源。加拿大的多

文化劳动人口都受过

良好教育，并有取得

卓越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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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得益于卓越的交通和电讯基础设施，

高效的市场和运作良好、透明度高的机构。

此外，加拿大培养人力资源也很成功。

教育为加拿大的劳动力采用最新技术、

增进生产率铺平了道路。”

世界经济论坛在《2009-2010全球竞争力报告》中

连续两年把加拿大列入十强名单。

欢迎了解
世界一流的行业



“如果通用汽车公司没有与

联邦、省和地方政府结成

坚实的伙伴关系，就不可

能在加拿大奥沙瓦进行这

些重要投资。通用汽车公

司相信加拿大是一个经商

的好地方。我们的员工以

业内最佳素质和生产力而

备受赞誉，这些投资正是

对他们的颂扬。”

Neil Macdonald
企业事务副总裁

兼首席法律顾问

加拿大通用汽车公司

先进的制造业 

航空航天

� 加拿大的航空航天业位居世界第五，仅次于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2008年，该行业

创造营收236亿加元，研发投资总计超过13亿加元。

� 加拿大有20所大学授予航空航天及航空航天工程专业高等学位。

� 在七大工业国中，加拿大的航空航天生产成本最低。根据 IBM《世界各地的工厂位置》报

告，2009年，八个加拿大城市跻身航空航天工厂位置总体竞争力国际30强。

� 超过6,700名高技能专业人士在加拿大的太空行业效力，每年创造营收28亿加元。

汽车

� 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三大汽车产品出口商，仅次于日本和美国。2008年汽车与零部件货值

达到716亿加元，汽车业是该国最大的制造业之一。

� 加拿大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包括1,000多家制造厂，2008年的货值达到243亿加元。

� 加拿大属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整合市场，具备特别适合汽车行业的先进物流基

础设施。

� 在十大汽车生产国中，加拿大对制造业实行的边际实际税率（METR）位居次低，是美国

的三分之二。

机械设备

� 2009年，加拿大的机械设备制造行业实现销售268亿加元，吸引了外国投资者的大量投资。

� 加拿大为这些公司提供的法定工资税成本是七大工业国中最低的，而工程师比例是八大工

业国中最高的。

� 其机械设备制造商呈高度多元化态势，从金属加工机械到农业设备等专项产业，总计雇用

的技能型员工超过150,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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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待着将来继续发展

我们在新不伦瑞克省的罗

杰斯维尔及该省其他地方

已经形成的伙伴关系。加

拿大向优鲜沛打开了大门，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地点和

支持环境，使我们能扩大

业务、增加盈利。”

Bill Frantz
项目经理

优鲜沛

农产食品

� 加拿大是全球农产食品业的主要参与者。加拿大2007年的加工食品和饮料货值达到802亿
加元，2009年向180多个国家出口货值达193亿加元。

� 根据毕马威《2010竞争选择》，加拿大在食品加工成本低廉方面位居七大工业国首位。

� 在蒙特利尔、渥太华、魁北克、希尔布鲁克、多伦多和滑铁卢等加拿大城市，农产食品业

的成本属于美洲最低行列。

� 在加拿大，肉类工业坚持严格的牲畜健康标准和品质分级系统，其生产的健康家畜销往世

界各地。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三大猪肉出口国和第六大牛肉出口国。

� 加拿大的功能性食品和天然健康食品业致力于创新，每年创造营收超过37亿加元。

� 每年，加拿大的粮食与油籽加工行业向大约30个国家供应350万吨小麦、燕麦、玉米、大麦

和磨成粉的谷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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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农业创新的一个成功例子是芥花籽油。

芥花这种全新的作物是1978年由两位

加拿大科学家最先研发出来的。芥花的英文

“canola”，取加拿大的英文Canada前三个字

母“Can”，加上“低酸油”英文“oil low acid”
每个单词的首字母“ola”组成。这种作物的

液态油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加拿大非常

成功地打入了全球芥花市场，其芥花籽油和

芥花籽粉的出口量在过去十年翻了一番，

从1999年的173万吨增至2008 – 09年的

340万吨。现在，加拿大在世界芥花交易中的

份额占到大约75%。



“我们相信，我们在加拿大

处于非常理想的位置，享

有发达的石化基础设施，

并能获取广泛的现成生物

质和纤维质原材料。”

A.J. (Sandy) Marshall
全球国家区主管

朗盛公司

化学品和塑料

� 加拿大的化学品和塑料业包括6,300家公司，雇用157,000名员工。该行业为投资者带来非

凡的价值，2009年总计货值达660亿加元。

� 世界最大的十家化学品与塑料公司，有八家在加拿大设立了生产或研发机构，其中包括巴

斯夫股份公司（BASF AG）、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 Co.）、杜邦（DuPont）、埃克森

美孚公司（ExxonMobil Corp.）和壳牌化工（Shell Chemicals）。

� 根据 IBM《世界各地的工厂位置》的一份报告，2009年，加拿大有六个城市在工业化学品

工厂位置总体竞争力排名中跻身全球20强。多伦多居第一。

� 相对于其人口，加拿大的塑料业研发专业人才多于法国、德国或英国。并且加拿大三分之

一的化工从业人员拥有大学学位，仅次于其信息技术行业。

� 加拿大在化学品和塑料行业的实力包括：汽车零部件、塑料机械和模具、石化产品以及合

成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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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森美孚公司的萨尼亚炼油联合企业是

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石化企业之一。

该设施内的化工厂年产能超过一百万吨，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化工厂之一。

该设施目前雇用1,030名员工。



“由于再生能源行业的专长

迅速扩展，本项目标志着

双赢合伙关系的缔结，三

星物产将提供最佳解决方

案，协助安大略省达成其

目标，增加该省可再生能

源的生产量。”

Sung-ha Chi
社长兼首席执行官

三星物产

绿色技术

� 加拿大处于绿色技术研发和利用绿色技术发电的前沿，如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和燃料

电池。

� 在发达经济体中，加拿大是可再生与废弃物来源电力的第二大生产国。加拿大也是世界第

二大水电生产国。

� 根据 IBM《世界各地的工厂位置》提供的数据，2009年，在风能电厂位置的竞争力排名中，

加拿大有七个城市跻身国际20强。

� 加拿大的每个省如今都在生产风能，2009年全国总装机容量达到3,319兆瓦。

� 根据毕马威《2010竞争力选择》的数据，加拿大价廉物美的绿色电力，是七大工业国中最

便宜的，加拿大的丰富原材料使之成为生产用于光伏（PV）模块的硅的理想地点。

�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燃料电池行业集群，无论是从就业人口还是从公司数量上衡量，都是

世界上最大的。温哥华是北美拥有燃料电池美国注册专利最多的中心，也是领先燃料电池

企业的所在地。

� 加拿大的可持续环境技术行业有300亿加元的市场规模，在水务和废水处理以及固体废弃

物管理基础设施方面有特别强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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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斯科舍省和新不伦瑞克省之间的芬迪湾

（The Bay of Fundy）以拥有世界最大的

高低潮汐水位落差而闻名。140亿吨海水

一天两次流经其水道，相当于世界上

所有河流的总流量。



“蒙特利尔有杰出的创意数

码媒体人才，其备受称赞

的大学体系使这里成为支

持我们未来产品与技术开

发需求的理想地点。此外，

政府以可兑帐的税额抵免

和其他优惠的形式提供支

持，这使蒙特利尔成为创

意人才和有利经济环境的

最佳组合，在我们建立新

工作室的候选城市中脱颖

而出。”

Steve DeCosta
高级副总裁

THQ核心游戏

营运与财务

信息和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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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媒体

� 2008年，加拿大互动娱乐业的销售收入超过22亿加元。从历史上看，世界上每五部最畅销

的视频游戏就有两部是加拿大的工作室出品的。

� Maya®、Houdini、VFX等世界知名的3D建模和动画软件以及Softimage Co.的3D动画产品都

是业内专家创造逼真图形、动画和视觉特效所用的加拿大制作的平台。

� 在“游戏开发百强”（Develop 100）最赚钱的百强游戏开发工作室榜单上，艺电公司

（Electronic Arts）的温哥华工作室和育碧公司（Ubisoft Entertainment）的蒙特利尔工作室分

别名列第二和第三。

软件

� 加拿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公司有80%从事软件和电脑服务业。2008年，软件发行商赚取了

68亿加元营收。

� 根据《软件杂志》提供的数据，2009年，全球软件公司500强有二十家源自加拿大，仅次

于美国。

� 随着医疗成本的不断上升，医疗保健业已成为全世界信息和通信技术投资的首选。

2009年，加拿大的医疗信息业十强企业在全球各地创造营收逾70亿加元，显示了加拿大

在这一行业的实力。

无线

� 加拿大无线通信运营商每年在手机通信基础设施上的投资超过10亿加元。

� 根据“德勤科技50强”（Deloitte Technology Fast 50™）的数据，北美增长最快的无线公司有

四分之一位于加拿大。

� 对于希望开展这一领域核心研发活动的全球网络基础设施提供商而言，加拿大是一个重要

目的地。其主要无线行业集群包括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温哥华。

� 加拿大一直是长期演进（LTE）技术领域的研发温床，在加拿大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公司

有爱立信和阿尔卡特朗讯，以及其他公司。



“安大略省的支持一直是一

项巨大的财富—它增强了

我们工作的重要性，并促进

了我们的成功。加拿大为

我们扩大业务提供了一个

理想的场所，用这种方式支

持我们的创新活动，帮助预

防疾病和挽救生命。”

Mark Lievonen
总裁

赛诺菲巴斯德公司

生命科学

� 加拿大的生物经济总计实现销售783亿加元，医疗科研专利的增长率领先七大工业国。

� 加拿大的生命科学产业得到了100多所研究院组成的拔尖研究群体、670家生物科技公司和

28,000多名员工支持。

� 加拿大的国内制药行业市场规模达到200亿加元，居世界第九位。在七大工业国的同等国

家中，加拿大的生物制药业发展最快。

� 加拿大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正在研发或投入市场的产品超过300个，且加拿大每年的生物

制药研发开支达到13亿加元。

� 蒙特利尔、多伦多和温哥华是北美生物技术活动的重要集群，始终跻身北美生命科学专利

数量最多的十大城市的行列。

� 加拿大的生物制药专长领域主要包括疫苗研发和生产、中枢神经系统（CNS）、肿瘤、合同

合作型研究和临床试验。

� 根据毕马威《2010竞争力选择》的数据，加拿大的医疗器械业达到71亿加元的市场规模，

在加拿大建立和运作医疗器械制造设施的成本是七大工业国中最低的。加拿大在此行业中

的具体实力包括体外诊断、医疗成像和分析以及专项医疗器械，如即时诊断和外科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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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利.L.丹制药大楼（Leslie L. Dan Pharmacy
Building）是一座获奖建筑，多伦多大学

制药系就设在这里。大楼为该大学1,000多名

制药专业的学生提供一流设施。该楼尤以两间

球体教室闻名。这两间教室被称为豆荚，

外形酷似药片，是凌空的阶梯教室。

学生使用空中过道走进教室，豆荚悬在

大楼拱形圆顶玻璃大厅的空中。



“加拿大的经济建立在出口

基础上，经济增长带动了

我们的公司与商业服务的

需求增长。我们的消费者服

务吸引着有国际思维的人

士。加拿大是世界上国际

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有国际思维的人士’这

一说法可以用在这里许多

人身上。”

Matt Bosrock
副首席执行官

加拿大汇丰银行

服务

� 加拿大工商和金融服务业2009年就业人数超过230万人，对2008年的加拿大经济贡献3055
亿加元的GDP，以素质、生产力和多才而享誉全球。

工商服务 

� 根据 IBM《世界各地的工厂位置》，在2009年的一项评估中，加拿大有八个城市名列工商

服务总体竞争力全球20强。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在该排名中分列第一和第二。

� 加拿大是世界第三大工程服务出口商，其各类工程服务公司总计雇用85,000人，年营收超

过130亿加元。

� 根据 A.T. Kearney的《 2009全球服务业地点指数》（ Global Services Location Index，缩写

GSLI），在业务流程外包（BPO）、知识流程外包（KPO）和信息技术外包（ ITO）目的地

的吸引力排名上，加拿大名列发达市场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金融服务

� 世界经济论坛已连续两年（2008、2009）把加拿大银行体系称为世界上最稳健的银行

体系。

� 根据 IBM《世界各地的工厂位置》的数据，2009年，加拿大有六个城市名列金融服务总体

竞争力全球20强。

� 加拿大有高素质的金融专业人员，其中包括12,000名注册金融分析师（CFA）、17,000名注

册金融理财师（CFP）和74,000名特许会计师（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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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Confederation）大桥连接新不伦瑞克省

和爱德华王子岛省。该桥全长12.9公里，

是世界上建造在冰冻河流上的最长的桥。

自该桥建成以来，已经赢得数十项

国际工程奖，其设计寿命为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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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向寻求下一个投资目标的投资者

提供增长、创新和风险管理。

加拿大有世界上最稳健的银行体系，

且对新企业投资提供

七大工业国中最低的总体税率。

2010年，加拿大政府已宣布对制造业

原料和机械设备取消1,500多种关税。

这将使加拿大成为二十大工业国中

第一个对制造业实行零关税的国家。

欢迎您选择
增长与稳定

本文件的材料由 IE Market Research Corp.为加拿大投资局编写。

由Five Stones Creative设计。本文件中包含的内容源自一份报告，该报告可在此

查阅：www.investincanada.com/publications。
加拿大政府对本作品的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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