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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商界领袖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全球经济低迷且增速放缓，另一方面决
心打破现状的民粹主义政府的崛起使得政治风险陡增，这些因素相互结合，给全球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称，发达国家正陷入“低增长泥潭”，即社会老龄化和生产率增幅缩小导致
经济增长率徘徊在 1%-2% 以内。同时，科技发展为高薪高技能工人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而自动化则导
致了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减少、工资降低。这激起了民众的愤怒，他们错误地将此归咎于贸易和移民。而
这又进而导致了英国退欧、川普当选、以及欧洲各地民意调查显示民粹主义正在崛起。

至于加拿大，我们也面临着自己独特的挑战。消费者负债累累，某些地区的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自然资源
行业的资本性支出减少，导致工业品和服务行业收益徘徊不前，进而导致商业投资连续六个季度减少。政府
正在采取刺激措施，但出口依然萎靡不振。加拿大经济目前处于困难时期。

但是，加拿大仍然存在很多机会。加拿大商业界极具创新能力，我们的工人是全球技能水平最高的工人。加
拿大拥有独特的优势，我们的联邦政府反对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仍对贸易和移民持积极支持态度。《全面
经济贸易协定》(CETA) 使得欧盟国家 6 亿人口的市场即将向我们开放。

沃伦•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当别人贪婪时恐惧，当别人恐惧时贪婪。这句话用在当下的加拿大真是恰如其
分。在这艰难时世，当别人因不确定性而忧虑不安时，加拿大企业可以先下手为强。但您必须了解风险，并
且能够管理风险。正因为如此，我们因能够参与撰写博历维律师事务所《商界十大法律风险》而备感荣幸；
所有这些问题都对商业成功至关重要。

Hendrik Brakel
加拿大商会
经济、金融和税务政策部资深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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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的创新、扰乱与监管

加拿大和全球金融产品、服务和技术的提供和运营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
我们正亲历这些变化。

如今，“金融科技 (Fintech)”这一术语普遍用于指代金融服务领域发生的创新
（有人称之为“扰乱”）。当然，当同时提及“金融”和“创新”或“扰乱”
时，监管部门总会想起另一个词语：“风险”。勤勉、谨慎地监管金融行业以
控制风险（当然还包括市场行为监管、消费者保护、洗钱、市场诚信及其他重
要领域）是加拿大各监管部门的共同职责。但是，加拿大对金融科技的监管体
系呈现出不平等、碎片化、分散化和相互重叠等特点。由哪个部门监管以及相
关监管的性质、范围和程度取决于被监管主体和所涉产品或服务的类型。

联邦金融机构主要受联邦法律监管（范围十分广泛，包括资本要求和风险敞口
要求），在此基础上，可能也受省和地区消费者保护、隐私和保险方面的法律
监管。然而，金融科技公司仅在隐私和消费者保护方面受到轻微的省级监管，
并在一定程度上受联邦隐私、反垃圾邮件、反洗钱和竞争方面的法律监管。仅
在证券监管领域，对传统券商与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力度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公
平，但证券领域目前主要受省级管辖。省级证券法适用于金融科技活动，例
如，开展互联网贷款前需募集必需的资本金、以及机器人理财顾问投资组合管
理需遵守登记要求等。不过，与时俱进的证券监管部门正在探索改进其监管模
式，以使其更好地适应这一日新月异的金融领域。但是，除证券法外，金融服
务业务适用的监管规则（尤其是联邦层面的监管规则）主要取决于业者的身
份，而非业务本身。

独立的金融科技公司所处的是一个全新的、发展中的领域，这使得其与受到层
层监管的老牌金融机构竞争者相比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当然，面对这一变化的
猛烈冲击，加拿大的老牌传统金融机构不会无动于衷。他们正积极地评估其业
务和运营，以采取措施应对这些变化并确定如何迎接这种不受监管的竞争。

2015 年全球金融科
技领域投资总额达   

191 亿美元  
比 2014 年 
增长 36%。2

预计截至 2018 年 
加拿大金融科技 
领域的信息技术 
支将增长至 

148 亿美元。1

一年后金融科技
产品的覆盖率将

翻三倍。3

1  https://www.marsdd.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Ten-Surprising-Facts-about-Fintech-in-Canada.pdf 

2  https://home.kpmg.com/content/dam/kpmg/pdf/2016/06/pulse-of-fintech-2015-review.pdf 

3  http://business.financialpost.com/news/fp-street/canadian-adoption-of-fintech-products-set-to-triple-in-a-year-report 

Stephen Redican
sredican@blg.com

Jeffrey Graham
jgraham@blg.com

Robert Dawkins
rdawkins@blg.com

Olivier Tardif
otardif@blg.com

2014 年 
加拿大金融科技领
域的投资

投资总额达 

68 亿美元。1

增长 51%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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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与数据隐私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和隐私专家国际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ivacy 
Professionals) 最近发布的《2016 年度隐私监管年报》4 显示，当今，对 73% 的组
织来说，隐私已成为董事会层面关注的问题。特别是，14% 的加拿大隐私专家
已成为最高管层成员，并且高于 50% 的公司隐私负责人距离首席执行官职位只
相差两个职级。

如果出现安全违规，隐私专员通常会主动对企业进行指导，告知企业相关数据
保护法要求企业采取哪些类型的措施。近几个月，很多监管部门已就制定全面
的网络安全守则及实施全面的网络安全措施发布指引。数据隐私与安全方面的
法律指引正在迅速变化；因此，企业必须时刻予以关注以了解最新动态。《个
人信息保护与电子文件法》(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Electronic Documents Act, 
PIPEDA) 新增的违规通知要求和记录保存要求即将生效。如果机构明知存在安全
违规却未报告，此等行为将构成犯罪，并将被处以巨额罚款。因此很多企业正
在为此积极做准备，例如制定安全违规事件管理应对预案，实施相关安全违规
应对和记录保存政策，并就如何报告和有效应对安全违规对员工进行培训。

Ashley Madison 公司曾发生安全违规，导致约 3,200 万线上约会网站用户的私人信
息被泄露。随后，加拿大隐私专员公署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of Canada) 
发布了一项重要报告。该报告列举了受联邦《个人信息保护与电子文件法》管
辖的所有机构须满足的诸多重要条件，并给出了对这些机构的建议。该报告明
确了几个重要问题，例如基于充分的信息安全治理体系实施安全防护的必要
性、针对删除用户档案信息收费的相关风险、长期保留非活跃或无效客户档案
中的信息的相关问题、（在收集电子邮箱地址时）进行电子邮件验证的重要
性、以及虚假或具有误导性的安全封条或安全图标的负面影响。

如我们在去年的报告中所讨论的，在企业发生安全违规或者企业的业务做法违
反相关数据保护法后发生隐私权集团诉讼的趋势日益明显。据我们所知，加拿
大目前有33件尚未审结的隐私权集团诉讼。虽然与 Ashley Madison 案类似的案件
最受关注，但与外部侵犯隐私权案件相比，内部侵犯隐私权案件数量更多：尚
未审结的隐私权集团诉讼中，79% 是由雇员导致的。2016 年，两件隐私权集团
诉讼案件达成和解。这可能会起到一个示范作用，导致未来将出现更多索赔（
如果不进行诉讼的话）。

此外，新技术的出现也带来了新的隐私和数据安全挑战。可穿戴技术及相关应
用程序和服务能够使用传感器收集用户或雇员的环境数据、行为数据和社交数
据，因而越来越流行。随着物联网的发展，看似平淡无奇的日用设备被植入微
型芯片和传感器，并附带无线通讯功能。近来出现的创新可能会带来新的隐私
安全和数据安全问题，企业在评估法律风险时必须对这些问题予以考虑。

加拿大境内 
网络安全事件 
同比增长率。5

数据违规 
平均总成本

截至 2014 年，  

36% 的 
加拿大企业
曾遭到网络
攻击。 7

Éloïse Gratton 
egratton@blg.com 

160%

600
万加元。6

4  https://iapp.org/media/pdf/resource_center/IAPP%202016%20GOVERNANCE%20SURVEY-FINAL3.pdf  

5  http://www.pwc.com/ca/en/media/release/2016-1-13-cyber-security-in-canada.html  

6  http://globalnews.ca/news/2793414/average-cost-of-data-breach-in-canada-is-6-03m-study/  

7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report-on-business/cyber-attacks-have-hit-36-per-cent-of-canadian-businesses-study-says/article20096066/ 



2017 年商界十大法律风险  |  5

2 市场
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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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演愈烈的股东行动主义

2015 年，股东行动主义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与 2015 年相比，股东行动主义在 
2016 重回历史水平。其中，矿产和能源行业受到股东行动主义者最为频繁的攻
击。有意思的是，在 2016 年发生的代理权争夺中，加拿大发行人通常会击败股
东行动主义者。与此相反，往年股东行动主义者通常是胜利者，目前在美国仍
是如此。总的来说，这种结果说明加拿大企业在应对股东行动主义者方面准备
得更加充分（尤其是通过制定事先告知制度和政策）。

那么，在应对股东行动主义方面，加拿大企业的董事会和管理层在 2017 年是否
能够松一口气呢？很可能不是这样。

首先，可能会有更成熟老道的股东行动主义者涌入加拿大。资金充裕的美国股
东行动主义者基金正在将目光转向加拿大和欧洲的发行人，这是因为美国境内
能够为这些基金带来正收益的、易受攻击的目标企业开始减少。此外，在加拿
大市场日趋活跃的卖空基金已开始采用行动主义策略。即使是此前专注于处于
困境且估值过低企业的私募股权机构也已开始采用行动主义策略，从 Catalyst 
Capital Group 对抗 Corus 收购 Shaw Media 一案中就可见一斑。

其次，行动主义者在采用某些特定战略方面继续在加拿大屡屡取胜。例如，在
选举少数（而非）多数席位的行动策略方面，行动主义者在 2016 年大获成功。
同样，如果公司的前任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或董事参与行动主义，行动主义一
般都会取得胜利。

第三，行动主义者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焦土”策略。这导致目标发行人所消耗
的时间、费用和精力都会增加。例如，在 Raging River 与 Taseko Mines Limited 争夺
代理权落败一案中，行动主义者采取的手段包括：声称目标公司拟进行稀释性
股权融资并且该公司的董事和高管存在内幕交易；提起不公正对待诉讼；威胁
提起诽谤诉讼；以及虚假陈述其对目标公司投资的性质。

最后，新的要约收购条例于 2016 年 5 月出台。新条例将要约的最短交存期限从 
35 日延长至 105 日，并将法定最低接受比例条件定为 50%。这可能会促使潜在
的敌意战略投资者使用代理权争夺，而非要约收购。

发行人可从 Taseko Mines Limited 成功抵御行动主义一案中借鉴如下经验：

(i) 通过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有益调整应对行动主义；

(ii) 对行动主义者施加压力，确保其所进行的披露是完整且准确的；

(iii) 以事实正面迎击行动主义者的每一项指控；

(iv) 经常与大股东和代理权顾问机构沟通。

Fred Pletcher
fpletcher@blg.com

 Pascal de Guise
 pdeguise@blg.com 

过去 5 年中，行动 
主义者活跃度激增。 
2015 年上半年， 

     300  
被迫接受公众股东 
的要求。8

由主要从事行动 
主义投资的基金 
或投资者管理。8

对 50% 以上 
的受访基金而言，  
加拿大和英国是除美
国以外其最感兴趣的
行动主义投资目标司
法辖区。8

行动主义者寻求 
的董事席位几乎 
已翻倍，从   

23

2010 - 2015 年

43增至

2015
全球 

1,690亿美元
全球资产

8  http://www.fticonsulting.com/~/media/Files/us-files/insights/reports/shareholder-activism-parti.pdf 

席8

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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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日趋严重的行为风险

2017 年，行为风险应成为所有公司的关注事项。一名或多名主管或雇员的行
为可能导致的损失（包括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当今，每家企业都受到媒体的严格监督，也承受着公众的高要求。身处当今
通讯即时化和自由化的世界，单个客户、用户、观察员甚至是竞争对手都能
传播不满信息（包括真实的信息和捏造的信息）和采取行动，这是商业发展
史上的任何时代都不可比拟的。

综合考虑以下多种因素，我们认为 2017 年行为风险会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 全球增长放缓，但仍需实现较高的业绩目标，这种压力可能会导致不道德
或违法行为更加频繁地发生。

• 很多行业的监管压力越来越大，这使得本已有限的公司资源雪上加霜（无
论是在业务方面还是合规方面都是如此）。社交媒体加强了公众监督的力
度，对公司行为的要求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

• 公众对商界人士的信任程度以及对其错误行为的容忍程度都很低。

这些都可能导致企业越发重视商业行为以及公司的文化与道德。

监管方面，我们预计披露要求充分性方面的争论和商讨不会停止。公司的社
会责任和薪酬披露已被提上市场参与者和公司治理研究者的日程。声誉风险
披露也将被纳入日程。

企业方面，我们预计，在审查公司政策的有效性、为告密者设立有效的替代
举报机制、加强员工教育计划、强化高管问责、建立适当的高层道德观念以
及将经济激励与长期战略目标相结合等方面，公司高管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董事会日益被要求就行为风险所导致的声誉损失和经济损失承担更多责任。
这要求管理层采取行动，董事和高管理应采取措施积极主动地应对整个企业
的行为风险。

不道德行为  
的员工而言，其业绩
越好，其不道德行为
被职场接受的可能性
越大。10

的跨国公司员工声称其在 
此前的 12 个月中曾亲眼 
目睹过不法行为。9

9  https://higherlogicdownload.s3.amazonaws.com/THEECOA/11f760b1-56e0-43c6-85da-03df2ce2b5ac/UploadedImages/research/GBESFinal.pdf

10  http://phys.org/news/2016-04-supervisors-coworkers-tolerate-unethical-behavior.html 

36% 
2016 年一项全球调查显示，

对于作出

Jaques Laurent
jlaurent@blg.com 

 Jeffrey Barnes 
 jbarnes@bl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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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ecca Cowdery
rcowdery@blg.com

Laura Paglia
lpaglia@blg.com

Christian Faribault 
cfaribault@blg.com

1.3
万亿加元

证券监管 

加拿大证券管理局 (Canadian Securities Administrators, CSA) 提议进行一系列监管改
革，并于 2016 年就此广泛征求意见11。此等改革将触及注册交易商、顾问及其
代理人在加拿大境内所从事的零售投资行业的几乎每一个方面。提议的改革包
括大幅改善利益冲突的管理和规避方式以及完善一些基础性概念（例如，了解
你的客户、了解你的产品和适当性义务）。“禁止基金经理向分销商支付任何
激励款”的提议也被纳入考量。“机构及其代理人在与非全权委托客户交易的
过程中应遵守‘强制性’利益最大化标准”的提议广受关注。这一标准可能会
被纳入到现有的注册人标准（即“公平、诚信和善意地与客户进行交易”），
并可能会要求机构及其代理人也“代表其客户的最大利益行事”。该标准所要
求的行为被解释为一家“谨慎且不怀偏见”的机构或者一名“合理行动”的代
理人所应采取的行为；但是，后者（包括词语和概念）是否会成为新标准的一
部分尚不确定。

加拿大证券管理局称其无意为所有的注册人设立强制性的受信义务，提议的“
最大利益”标准亦不必然意味着注册人须履行受信义务。值得注意的是，并非
所有加拿大证券管理局的成员都认为“最大利益”标准必须被纳入加拿大的证
券法体系。

评论人士（包括博历维律师事务所12的一些律师）提出了几项担忧：这些提议
（特别是“最大利益”标准）所设定的标准是注册人无法满足的，提议未考虑
注册人实际提供的服务、客户与公司间不同的业务关系以及投资者的期待。我
们意识到，加拿大证券管理局已声称提议的“最大利益”注意标准不会妨碍注
册分类，无意要求保证“客户的证券投资永远不会贬损、会为客户创造最佳或
最高收益或者将客户的风险降至最低”，亦无意干涉法院适用普通法原则的权
力。但是，我们的确认为该标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所有这些不幸的后果。

10,186 
能够提供 
全面服务的
交易顾问13

投资资产13

注册退休
入息基金  
(RRIF) 
380 亿 
加元

11 http://www.osc.gov.on.ca/documents/en/Securities-Category3/csa_20160428_33-404_proposals-enhance-obligations-advisers-dealers-representatives.pdf

12 http://www.osc.gov.on.ca/documents/en/Securities-Category3-Comments/com_20160930_33-404_borden-ladner-gervais.pdf

13 http://iiac.ca/wp-content/uploads/Canadas-Securities-Industry-Infographic.pdf 

名

管理

免税 
储蓄账户  
(TFSA) 
940 亿 
加元

注册退休
储蓄计划  
(RRSP) 
3,000 亿 
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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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Ross 
aross@blg.com

 Marie-Claude Bellemare
 mbellemare@blg.com

2014 年加拿大原油和天然气
出口价值。其中大多数通过
管道运输。 14

才够用来运输加拿大每日 300 万  
桶原油 — 相当于 200 多个奥运会
规格的游泳池）运输。14

的能源需求由天然气或 
原油产品满足。14

超过 2/3

810亿加元 

4, 200  个火车皮

受压转型中的加拿大的自然资源行业

2017 年，加拿大能源行业的不确性和低迷仍将持续。从税收到运输方面，法律
环境、监管环境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使加拿大的自然资源行业（及其对国民
经济的贡献）饱受威胁。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碳定价以及
日渐减弱的投资者信心。

在加拿大，通海管道极具争议。虽然最近已获批准，但通海管道的未来仍有不
确定性。由于无法将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至市场，国民经济（包括政府收入和从
事该行业的加拿大居民）受到影响。2017 年的主要担忧包括监管程序的不确定
性，以及在法定标准之上还需为运营取得“社会许可”的负担。此外还有严重
受挫的商品价格（此等状况现已进入第三年）。

气候变化和碳定价制度也正促使加拿大自然能源行业转型。加拿大政府明确表
示，在整个经济体范围内实施碳定价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卑诗省、阿尔伯塔
省、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已推行碳定价，但实施时间尚不确定，定价方法（采
用碳税还是总量管制和交易）亦存在分歧，并且已凸显了各省政府与联邦政府
间各自为政式的气候管理结构的风险。

随着我们步入 2017 年，联邦气候政策可能会对排放量大及交易敏感型行业的竞
争力产生不利影响。联邦政府负责气候变化的领导层将如何处理加拿大管道开
发、能源市场准入及培育创新等问题也存在不确定性。

可以确定的是，2017 年，自然资源这一对加拿大生活水平具有重要影响的行业
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对投资者而言并无影响；随着投资者信心的减弱，
资本开始流向其他地方（尤其是美国和其他低成本的司法辖区）。如果对能源
领域供给不足持乐观态度（并能确保领先地位），2017 年将不仅是能源行业的
转折点，也是加拿大是否能够充分发挥潜力进行国家建设和实现积极正面经济
转型的转折点。

14  https://www.eiseverywhere.com/file_uploads/2e1d12eb201f496a16b2319fa7004cb8_April282.30pmCulturalLeadership.pdf 

的天然气和原油 
通过管道运输。14

97%

加拿大

加拿大



2017 年商界十大法律风险  |  11

医用大麻

《医用大麻使用条例》(Access to Cannabis for Medical Purposes Regulations, ACMPR) 是
加拿大就个人为私人医用而购买或生产少量大麻所制定的法律框架。根据《医
用大麻使用条例》，医疗人员可为病人开具医嘱。个人可以根据医嘱向联邦许
可的生产商购买大麻。《医用大麻使用条例》允许个人购买干燥或新鲜的大麻
花或者大麻，但其须向联邦许可的生产商登记。或者，个人可以将其医嘱发送
至加拿大卫生部 (Health Canada)，以获得自种或委托他人生产少量大麻用于其自
身药用的授权。

加拿大卫生部已发表声明，《医用大麻使用条例》不会永久有效。该条例即将
修订，利益相关方应时刻关注最新动态。医用大麻条例的修订将给医疗保健市
场、劳动和就业市场以及资本市场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从医疗保健的角度而言，《医用大麻使用条例》对《麻醉剂管制条例》 (Narcotic 
Control Regulations) 进行了补充，就在医疗机构内占有、销售、使用和管理医用大
麻进行了规定。《医用大麻使用条例》是许可性的，而非强制性的。在某病人
或居民拥有符合《医用大麻使用条例》的医用大麻使用医疗文件、处方或书面
医嘱的前提下，由各医疗机构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向此等病人或及居民提供、出
售或为其使用医用大麻，以及须满足的相关条件。鉴于公众越来越能接受使用
医用大麻、更易使用的产品（例如，大麻油和大麻胶囊）的出现、以及基于《
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 (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 提出的挑战所产
生的成果，我们可能会看到医疗保健领域内对医用大麻的接受度会越来越高。

从雇佣法的角度而言，根据人权立法，雇主有义务为残疾雇员提供通融。如果
雇员能够提供外科医生的书面医嘱或者其他证明，表明其须被允许吸入或摄入
医用大麻方能工作，则雇主必须将该项请求纳入考量。雇主所负有的通融义务
是否要求雇主允许雇员在工作时吸食医用大麻？这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雇员
的工作性质和吸食大麻对生产率产生的负面影响。此外，根据省职业健康和安
全立法，雇主负有维持工作场所安全的相应义务。从事安全敏感型职位的雇员
不得在工作时和工作前吸食医用大麻。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而言，《医用大麻使用条例》及与医用大麻相关的、更为宽
松的法律框架使得一个初生的市场得以迅猛发展。截至本出版物之日，根据《
医用大麻使用条例》或其先前立法《加拿大医用大麻条例》 (Marihuana for Medical 
Purposes Regulations (Canada)) 所授予的医用大麻生产许可已达 37 项，并且有约 416 
项许可申请正在等待加拿大卫生部审查，加拿大卫生部每月还收到约 20 份新申
请。加拿大的医用大麻市场正迅猛发展，许可生产商正抢占市场份额，预计该
市场将于 2020 年前达到峰值 11 亿加元（如果娱乐用大麻未完全合法化的话）
。机遇千载难逢，许可生产商正急切地进入资本市场，以为其产能扩张融资并
完成对其他许可生产商或生产设施的互补性收购。自 2015 年加拿大联邦大选
后，上市许可生产商通过股权融资取得的资金超过 5.63 亿加元。如果联邦自由
党能实现选举承诺，按照普遍的预期将娱乐用大麻完全合法化，那么加拿大的
大麻市场会变得更加火爆。

Robert Weir
rweir@blg.com

Lydia Wakulowsky
lwakulowsky@blg.com

Andrew Powers 
apowers@blg.com 

Christine Laviolette 
claviolette@blg.com

2014 年 4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向客户出售的干大麻 

增长了 1,170%。15

2014 年 4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注册用户  
增长了    

 1,244%。15

2014 年 6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向客户出售的 
大麻油增长了 

414.4%。15

现有  
37 家医用大麻
许可生产商  
……其中 22 家 
位于安大略省。 15

15  http://www.hc-sc.gc.ca/dhp-mps/marihuana/info/market-marche-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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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体系 

2016 年，反全球化浪潮导致持续三十年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可预测性增长的长
期趋势被打断。英国退欧、欧盟在签署和批准与加拿大的《全面经济贸易协
定》过程中遭遇的重重阻力以及美国大选中出现的反贸易论调便是反全球化
浪潮的例证。

英国与欧盟的相关风险具有高度关联性。英国退欧将导致欧盟失去一个主要
经济体，这侵蚀了其他国家对该经济联合体的信心。比利时瓦隆地区先是反
对批准《全面经济贸易协定》，随后又在满足某些条件的前提下（包括允许
欧盟成员国自行选择不适用该协定项下的投资者—东道国争议解决程序）同
意批准该协定，这导致投资者信心进一步减弱。结果，只有当所有欧盟成员
国都完成批准该协定的程序后，《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在欧盟内部的适用范
围方能确定。

加拿大与欧盟间贸易和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英国进行的，因此，英国退
欧给加拿大与英国和欧盟间的贸易和投资带来了不确定性。假设英国退欧后
《全面经济贸易协定》继续对英国和二十七个欧盟成员国有效，那么只有在
英国与欧盟间的关系确定，并且该条约的承继程序完成后，欧盟与英国间市
场准入权的具体份额划分方能确定，进而加拿大在《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下
所享有的市场准入权利和义务也才能相应确定。此等程序无法在 2017 年内完
成，因此不确定性和风险将是主流。

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给加美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和风险。虽然选举承诺通常并不等同于当选后的行动，但鉴于唐纳德•川普
对其承诺的信念，并且其很多选民都持反贸易观点，因此预计川普总统将采
取行动推进其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竞选承诺。存在不确定性的具体领域包
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该协定是
否会被重新协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该协定会被批准吗？）以及美国与欧盟间的贸易与投资谈判（这些谈判会
完成吗？）。如果美国与欧盟无法就贸易与投资协定进行谈判，那么在与欧
盟进行贸易和投资方面，加拿大及其出口商和投资者将凭借《全面经济贸易
协定》获得相对其美国竞争对手而言的竞争优势。除贸易协定外，川普总统
会如何处理加美间的双边贸易问题（尤其是软木、牛和猪等牲畜以及乳制
品）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Greg Tereposky 
gtereposky@blg.com 

 Daniel Hohnstein
 dhohnstein@blg.com 

Pascal de Guise 
pdeguise@blg.com  

2015 年加拿大三大出口产品市场：16 

美国  
3,136 亿美元

中国   
158 亿美元

英国   
125 亿美元

加拿大五大 
全球进口项目：16

汽车 
668 亿美元

机械 
633 亿美元

电子电气设备 
413 亿美元

矿产、燃料和石油 
295 亿美元

塑料 
149 亿美元

贸易顺差  
+ 904 亿美元。16

2,232 亿美元
加拿大从美国的进口额达  

16  https://comtrade.un.org/labs/BIS-trade-in-goods/?reporter=124&partner=0&year=2015&flow=2 

https://comtrade.un.org/labs/BIS-trade-in-goods/?reporter=124&partner=0&year=2015&flo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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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日趋完善的基础设施管理 

众多联邦、省和市的预算和项目被公布，这表明政府增加了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
资，并提高了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关注程度。鉴于最近的报告显示加拿大存在“基础
设施缺口”，因此此等消息广受欢迎。

通过联邦政府的 2016 年度预算，其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超过 
1,200 亿加元，包括将约 600 亿加元用于进行新增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建设公共交
通运输系统、社会基础设施以及供水、污水处理和环保基础设施）。

此后，联邦政府针对该计划的实施细节逐步发布了更多的信息。联邦计划的第1阶
段拟在五年内投入 119 亿加元进行急需的投资，而第 2 阶段则实施联邦计划的长期
部分（例如，计划使用联邦资金和私营部门资金设立基础设施银行）。

在近期发布的预算中，加拿大的很多省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融资计划，以新增或改
善现有的公共基础设施。例如，安大略省计划在下一个 10 年内投入超过 1,370 亿加
元，魁北克省计划在 10 年内投入约 890 亿加元，阿尔伯塔省确认将于五年内投入近 
350 亿加元，卑诗省计划在三年内投入 120 亿加元。

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将给利益相关者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和财务机遇和回
报。但是，基础设施行业（包括政府和私营部门主体）目前还面临许多挑战，包
括：

• 政策优先事项频繁变动、相互争夺，带来不确定性并影响项目选择；各参与政府
部门间管辖责任的分配或分割存在不确定性。

• 与不断变化的基础设施优先事项、计划、条件以及公共/私人资金使用的时间安排
相关的不确定性。

• 项目选择、优先排序、采购和项目实施监督的决策控制权分配存在不确定性。

• 与项目程序相关的不确定性，包括选择哪些程序、理由、时间安排以及项目实施
方式。

• 各司法辖区对一事一议地选择最优项目交付模型（P3 或其他模型）的观点不断发
生变化。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是否能够持续地吸引各参与方积极参与，以及是否能够得到各参
与方的支持部分取决于政府部门能否成功地解决这些及其他相关问题。

  

Robert Shouldice 
rshouldice@blg.com 

 Kasim Salim
 ksalim@blg.com 

Pascale Dionne 
pdionne@blg.com 

全国范围内这些资产 
的重置成本总额达  

 9,050 亿加元。17

饮用水  
2,070 亿加元

公路 
3,300 亿加元

雨水管理  
1,340 亿加元

污水处理  
2,340 亿加元

17  http://www.acec.ca/files/advocacy/background_infrastructureinvestment_oct2014.pdf 

30%
评级为“尚可”到 
“非常糟糕”。 17

约
的市政 
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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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协议

对于雇佣协议中试图免除或消除任何雇员法定权利的约定，一些省（包括
安大略省）的雇佣标准立法规定此等约定无效。1992 年，加拿大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确认，如果雇佣协议对雇佣终止时雇员的权利进行了
约定，那么此等雇佣协议可以取代普通法所默示的通知期要求。此等要求
即，如果雇主无故解雇雇员，那么雇主应向此等雇员送达“合理”通知（或
者支付代通知金）。但是，法院认定一份安大略省雇佣协议中违反最低法定
标准的终止条款无效，普通法中对于“合理通知”的要求应取而代之。这导
致诉讼频发。

在雇主的标准雇佣协议中设置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终止条款大有裨益。即使雇
佣协议赋予雇员的权利超出法定最低标准，但终止条款可以带来确定性，并
避免产生与诉讼或诉讼威胁相关的交易费用。大多数省份的法律原则十分
明确，即试图消除法定权利的终止条款无效。但是，还是存在灰色地带，
即，某些终止条款并未消除法定权利，而是采用不明确法定权利相关种类（
例如，在法定通知期限内继续支付福利/遣散费）的方式处理某些权利（例
如，通知/支付代通金）。 法院一直认定此等条款具有强制执行力，但这种
方法对雇主而言价值不大。因为要实现这一结果，雇主必须投入高额的律师
费，并承担相关风险。另一处于灰色地带的情形是，雇佣协议可能在未来某
一假定日期违反法定要求。实务中该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我们强烈建议雇主定期审查其标准雇佣协议，以确保终止条款不属于任何此
等灰色地带。这样，雇主就可以确信几乎不存在与诉讼威胁相关的风险，从
而规避产生交易费用及和解费用。

Margot Blight
mblight@bl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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