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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博历维律师事务所简介

博历维律师事务所 (Borden Ladner Gervais LLP, BLG) 是加拿大一家顶尖
的综合律师事务所，竭诚为我们所有客户实现可能的最佳结果。博历维分
布于五大分所的 700 多名律师、知识产权代理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士为国
内国际各行各业的客户提供公司、诉讼和仲裁以及知识产权解决方案。作
为一家英法双语的律师事务所，博历维在涉及普通法或加拿大民法体系
的业务中均有卓越表现。 
理解客户的业务以及法律变革在当下和未来如何影响客户，是博历维
的职责。与贵机构一样，博历维也相信最重要的是通过卓越的服务取得
成果。这一服务承诺使得博历维的众多法律专业人士在国内外得到频
繁嘉奖和认可。加拿大国内和国际各种法律出版物经常对本所进行专
题报道，包括  《加拿大最佳律师》®、《钱伯斯环球—全球杰出商业律师》和

《律界精英®/美洲律师指南之加拿大 500 强律师》。 
此外，博历维为各个行业部门的地区公司、全国性公司和跨国公司提供洞
见和指导。博历维担任大学、政府和政府机关、医疗保健设施等公共机构，
以及私人企业、贸易和慈善团体的法律代表，并因此引以为豪。本所也以
自身专业人士和职员工作及生活的社区为荣。博历维支持各种公益活动，
包括无偿法律援助、筹集善款和博历维“为孩子朗读”(Reads to Kids) 计
划等志愿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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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手册为考虑在加拿大投资或经商的国际企业提供了加拿大法律体系的
综合实用指南。

作为一家拥有强大全国平台的加拿大独立律师事务所，博历维全方位的行
业知识和对如今在加拿大经商必备条件的深刻见解，使国际客户受益良
多。我们为各行各业的国际客户提供商法、纠纷调解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
解决方案，覆盖商业部门几乎所有法律领域。

博历维代理的案件包括国际银行交易；国际破产、清算和重组；国际合资、
合并和收购；商业合同；国际和多司法辖区纠纷。与博历维建立业务关系，
意味着打开一个由丰富的跨境业务经验及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技能组成的
宝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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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法律制度

加拿大的法律制度包含世界两大主要法律传统：英国普通法，适用于
九个省和三个地区；法国民法，适用于魁北克省。按照宪法规定，加拿
大属于联邦制国家，某些权力分配给联邦政府，其他权力分配给各省
和地区政府。

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省法律比联邦法律更具影响力，因为省政府拥
有“财产和民事权利”方面的管辖权，这包括合同法、劳动关系法、职
业健康与安全法、消费者保护法、不动产交易法、土地使用法、市政法
律（省法令赋予各市政当局权力）、证券法及专业人士监管法。

就企业而言，联邦管辖权专注的范围更窄，仅管辖特定类型的企业 
  （如银行和其他大多数金融机构、航空、铁路、广播及电信公司） 、特定
类型的财产（如专利、商标和其他知识产权）、特定类型的行为（如
犯罪和反竞争行为）或其他全国性重要事宜（如移民、海关及货币政
策）。

在某些情况下，企业的某个方面要么适用联邦法规，要么适用省级法
规。例如，员工与雇主的关系通常适用省劳动与雇佣法，但如果企业
为银行、铁路、航空或其他“联邦”企业，则此等关系将适用联邦劳动
法典。在还有的情况下，企业的不同方面可能适用不同级别的法律。
例如，所有大型保险公司均由联邦政府特许，其治理及审慎实践由
联邦金融机构监管局 (Superintend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监
管，但其市场营销、政策及与投保人的关系则适用省级保险法律。在
为数不多的情况下，存在双重监管。例如，联邦和省级政府均有环境
法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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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分权”往往由于种种安排而变得更为复杂。根据这些安排，有些省
份可能“选择退出”某项联邦计划，例如，魁北克省单独管理其自身的
省级养老金计划，该计划独立于加拿大养老金计划 (Canada Pension 
Plan) 之外。或者，联邦政府可能会认可某个省级制度是同一领域联邦制
度的可接受替代制度，例如，在魁北克省、阿尔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企业仅需遵守省级隐私权法。

两级政府均征收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及交易税，但在很多情况下，根据某
些行政安排，这两种税款仅由联邦政府负责征收。例如，除魁北克省外，
从工资中扣除的失业保险费、政府养老金供款及所得税仅上缴给联邦政
府，但却可冲减雇员的两级纳税义务。同样，在除阿尔伯塔省和魁北克省
外的各省中，省级企业税由联邦政府通过一份统一的纳税申报表征收。

与其他联邦国家不同，加拿大的司法系统大多数情况下是单一的。加拿
大设有专门的联邦法院（包括庭审与上诉两级），其管辖权含盖移民、公
民国籍、联邦行政法庭诉讼、针对加拿大联邦国有公司的诉讼、税收、知
识产权和航行运输（以及一般海事）等特定领域。但几乎其他所有诉讼均
在省高等法院提起，并可向省上诉法院上诉。加拿大最高法院审理来自
联邦上诉法院和省上诉法院的上诉。

加拿大乐于接受外来的思想与资本。加拿大的法院经常从国外的司法裁
决中寻求指引，联邦和省级立法机构也经常采用国外的立法模式。例如，
在实行普通法的省份施行的《动产担保法》(Personal Property Security 
Act) 基本上与美国《统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 第 9 编
相同。由于这种对国际法律发展的关注，加拿大的许多法规和政府政策
反映了国际公认的规范。例如，与美国不同，加拿大已采用了针对上市
公司和其他“对公众负责实体”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nternt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但是，对于在加拿大经商而言，国内和国外的公司也需要考虑一些独特
的法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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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监管

总的来说，加拿大对外商投资的限制很少，但是依然存在某些审查，并且，
某些行业的确存在来自联邦或省级层面的特别限制。加拿大对外商投资
进行某种形式的筛查或审查已有近 40 年历史。此类审查通常依据《加拿
大投资法》(Investment Canada Act) 进行。《加拿大投资法》于 1985 年颁
布，它取代了更为严格的《外商投资审查法》(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Act)，后者最初于 1973 年颁布。《加拿大投资法》的最初目的是为提供一种
机制，以便联邦政府 仅审查对加拿大的重大投资。最近的修正案扩大了其
适用范围，规定对任何可能引发国家安全担忧的外商投资进行审查。《加拿
大投资法》适用于所有“非加拿大人”，这包括所有非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
民的人士，以及任何非由加拿大人控制或实益拥有的实体。 

 《加拿大投资法》包含两种独立的审查程序。这两种程序有不同的门槛和
流程，并考量不同的因素。第一种程序仅审查超过某个特定金额门槛的重
大投资。该程序考量此等投资是否将实现“加拿大净利益”。第二种程序普
遍适用于任何非加拿大人在加拿大或进入加拿大的投资，不受规模大小
限制。该程序考量的是，根据合理的预期，此等投资是否将损害加拿大的
国家安全。

3.1	 告知与“加拿大净利益”审查

非加拿大人寻求在加拿大投资新设企业，或收购现有加拿大企业控制权
必须提交：(a) 一份关于该投资的简明扼要的“告知”；或者 (b) 一份更为详
细的“审查申请”。如果非加拿大人在加拿大开始一项新的业务或收购一
家现有“加拿大企业”的控制权，并且此等行为无需接受“加拿大净利益”
审查，则该非加拿大人必须提交一份告知。“加拿大企业”是指符合下列条
件的在加拿大经营的企业：(a) 在加拿大拥有经营场所；(b) 一名或多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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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相关而受雇或自雇的个人；以及 (c) 在加拿大拥有用于经营该业务的
资产。企业目前的所有权或控制权与此项判定无关，因此在加拿大运营的
外资实体仍将被视为“加拿大企业”。若仅要求“告知”，则该告知必须在非
加拿大人实施任何投资之前或实施此等投资后 30 天内提交。然而，若该投
资适用“净利益”审查且必须提交一份审查申请，则该申请必须在投资实施
之前提交，并且审查程序必须在此前完成。

3.2	 	“加拿大净利益”审查的适用门槛

非加拿大人收购现有加拿大企业控制权的情况下，若收购的加拿大企业价
值超过以下适用门槛之一，则此等收购需通过“净利益”审查，而不能仅仅
履行告知：

 ● 投资者是作为“贸易协定投资者”1的非国有企业，或作为非贸易协定投
资者的非国有企业国家，并且被收购的加拿大企业由贸易协定投资者控
制，则门槛为“企业价值”2 15 亿加元 3；

 ● 投资者是作为“WTO 投资者4”的非国有企业，也非“贸易协定投资者”；
或者投资者是作为非“WTO 投资者”的非国有企业，且被收购的加拿大
企业由 WTO 投资者控制，则门槛为“企业价值”10 亿加元 5（注：这仅适
用于直接收购。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任何 WTO 投资者的间接收购，无
需根据《加拿大投资法》接受审查，但需告知。这项例外不适用于非 WTO 
投资者或收购文化企业）；

 ● 投资者是作为 WTO 投资者的国有企业，或者是作为非 WTO 投资者的
国有企业，但被收购的加拿大企业由 WTO 投资者控制，则门槛为资产
价值 3.79 亿加元6；

1   “贸易协定投资者”是最终控制国与加拿大签署了以下贸易协定的实体或个人：(1) 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贸
易协定；(2)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3) 加拿大-智利自由贸易协定；(4) 加拿大-秘鲁自由贸易协定；(5) 加拿大-哥
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6) 加拿大-巴拿马自由贸易协定；(7) 加拿大-洪都拉斯自由贸易协定；(8) 加拿大-韩国
自由贸易协定。

2 加拿大企业的“企业价值”计算取决于企业是否为上市公司，以及交易是否涉及股份或资产的收购。一般情况
下，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等于市值加上负债总额，减去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非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等于总收
购价格加上负债总额，减去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3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这一价值门槛将根据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每年调整。
4 基本上，“WTO 投资者”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政府、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永久居民，或由一个或多个 

WTO 投资者控制的实体。
5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这一价值门槛将根据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每年调整。
6 企业资产价值采用最新一期审计后的年度财务报表上显示的账面价值。这是 2017 年的门槛。这一价值门槛

根据通货膨胀率每年调整，2018 年预计上调约 2%。

 ● 在极少数情况下，投资者非 WTO 投资者，并且加拿大企业不由 WTO 投
资者控制，则直接收购适用于资产价值 500 万加元的门槛，间接收购适
用于资产价值 5,000 万加元的门槛7；

 ● 对文化企业（包括书籍、杂志、报纸、电影或音乐的出版、发行或销售）的
收购，直接投资适用于资产价值 500 万加元的门槛，间接收购适用于资
产价值 5,000 万加元的门槛。

 ● 此外，尽管有上述条款，通常只需要告知（包括设立新的加拿大企业）的
任何投资，如果与加拿大文化遗产或国家身份相关，则可能要求在收到
告知 21 天之内接受审查。

值得注意的是，受制于与文化企业相关的特殊条款，《加拿大投资法》中的“
净利益”审查条款只适用于收购加拿大企业“控制权”或其实质上全部资产
的情形。《加拿大投资法》只规定了非加拿大人收购加拿大企业“控制权”的
某些指定的方式。如果拟议交易不属于这些特定方式的范围，则不存在《加
拿大投资法》意义上的控制权收购，并且该交易也无需通过“净利益”审查。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若非加拿大人仅通过合同、协议（如知识产权许可协
议）取得对加拿大企业有效的或事实上的控制权，但并未发生股权、表决权
或资产等其他收购，则交易无需通过“净利益”审查。

3.3	 申请程序

根据《加拿大投资法》提交告知或审查申请（视情形而定）的义务仅适用于
作出投资的非加拿大人。参与交易的加拿大企业或卖方没有申报义务，但
其通常会提供必要的信息以协助投资者完成所需的申报。提交告知或审查
申请均无需缴纳申报费。

自一份完整的审查申请提交日开始，加拿大联邦的创新、科学与经济发展
部长（简称“部长”）拥有 45 天的期限决定该拟议投资是否将实现加拿大净
利益8。如果部长认为有必要延期以完成审查，其可单方面将初始审查期延
长 30 天（ 这是通常的做法）。任何进一步的延期必须征得投资者同意，但
投资者通常会同意。此外，如果投资属于或可能属于国家安全审查（如下所
述）范围，则“净利益”审查期将自动延长。通常，审查申请提交后，必须由部
长作出该项投资将给加拿大带来净利益的判定，提交申请的投资者才能执
行拟议投资。

7 企业资产价值采用最新一期审计后的年度财务报表上显示的账面价值。
8 在涉及文化企业的情况下，由文化遗产部长 (Minister of Heritage) 根据文化遗产部投资审查 (Investment 

Review Division) 的建议作出加拿大是否将获得净利益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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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净利益”因素

根据“净利益”审查条款，部长的总体任务为判定拟议投资是否将给加拿大
带来净利益。《加拿大投资法》列明了部长在作出此等判定的过程中必须考
虑的具体因素。部长还发布了特别的指南，即《国有企业投资净利益评估指
南》(Guidelines – Investment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 Net Benefit 
Assessment)，说明了此等因素对国有企业投资者的适用情况。《部长指
南》特别规定，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商业定位将是部长在“净利益”审查
过程中特别考虑的因素。（注意：根据有关外商投资加拿大油砂的一项政
策，未来外国国有企业收购加拿大油砂企业控制权的任何拟议投资若超过
审查门槛，将仅在例外情形下被视为给加拿大带来净利益。加拿大油砂企
业及合营企业中的非控制性少数股权不适用该项政策。

虽然投资者必须全面遵守《加拿大投资法》的告知及信息要求，但值得注意
的是，到目前为止，仅有少数几项对加拿大的重大拟议投资在经过“加拿大
净利益”审查后被阻止。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些审查仅仅是一项信息收集程
序。作为部长批准的条件，投资者通常被要求就加拿大公司的未来运营作
出某些保证，这被称为“承诺”。此等承诺由部长和投资者共同协商决定，并
且部长通常会就承诺条款为投资者保密。取决于被审查的具体交易以及投
资者在审查申请中列明的对企业的未来计划，此等承诺的具体范围和条款
各不相同。一旦双方就承诺达成一致并将其作为批准审查申请的条件，此
等承诺将对投资者具有生强制执行力，并且，交易执行后，投资者通常必须
定期向部长报告其履行承诺的进度。尽管要求强制执行被接受的承诺的诉
讼很少，但确有发生。

3.5	 	“国家安全”审查

 《加拿大投资法》下的第二种审查程序是“国家安全”审查。若非加拿大人对
加拿大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投资可能损害国家安全，则其必须接受国家安全
审查，不论其金额大小。如果被认定为具有潜在危险性，则投资可被完全否
决，或者被允许按照院督（实际上是联邦内阁）认为可接受的条款和条件实
施。若投资已实施，其也能会被命令分拆。

3.6	 国家安全审查程序

国家安全审查程序适用于非加拿大人对加拿大的所有拟议的或已实施 
的投资，包括在加拿大设立新企业，收购加拿大企业的控制权，收购加拿大
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运营，或建立实体以在加拿大开展全部或部分运营等。
总的来说，部长在投资者提交告知和审查申请（如上所述，这是“净利益”审
查程序的一部分）的过程中应当了解交易是否引起潜在的国家安全方面的
担忧。所有此等交易都可能需接受国家安全审查。然而，国家安全审查程序
的潜在适用范围更广，它还适用于根据 “净利益”程序无须告知或审查的交
易，包括少数股权投资。

对于获悉的非加拿大人的拟议投资或已实施的投资，如果部长拥有合理的
根据认为此等投资可能危害国家安全，部长可以向投资者发出通知，表明
可能会发出对其投资进行审查的命令。一般而言，在获悉投资后，部长可在 
45 天内的任何时间发出此等通知。此等通知不是一项审查命令，而且部长
可依其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发出此等通知。这是一个“预先警告”，在早期
阶段告知投资者，其交易可能引发潜在的国家安全担忧。此外，如果投资者
还没有实施投资，收到一个“预先警告”通知的效果是，投资者被禁止实施
投资，直到投资者收到正式的通知表明将不审查或投资已通过审查。

 “预先警告”通知发出后，部长可在通知发出之后 45 天内根据实际情况考虑
是否有必要对该项投资进行全面的国家安全审查。在未发出“预先警告”通
知的情况下，部长可在投资者实施投资后至少 45 天内考虑是否对该项投
资进行全面的国家安全审查。部长可要求投资者以及与交易有关的其他任
何人或实体提供部长认为有必要的信息。部长还必须与联邦公共安全与紧
急防备部长 (Minister of Public Safety and Emergency Preparedness) 磋
商。如果部长认为该项投资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则可以命令进行全面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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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长的建议下，联邦内阁将发布审查命令。与“预先警告”通知类似，如果
投资者在收到审查通知前尚未实施投资，则收到审查通知的效果是阻止投
资者实施投资，直到其收到批准其继续进行交易的通知。

全面的国家安全审查命令发出后，部长拥有 45 天的期限（或部长和投资
者商定的期限）完成审查 （这一有效期可单方进一步延长 45 天）。部长在
其审查期间内可以收集更多的信息，并且必须向投资者提供合理的申述
机会。作为审查的一部分，部长还必须与其他众多联邦部门和机构进行磋
商，包括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加
拿大皇家骑警队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 及司法部 (Departments of Justice)、
国防部 (National Defence)、交通部 (Transport Canada)、卫生部 (Health 
Canada)、财政部 (Finance Canada) 以及公民及移民部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审查完成后，部长必须作出如下选择：要么允许投资继续进
行，要么将投资提交联邦内阁进一步考虑。如果审查被提交给内阁，内阁须
在提交之日起  20 天内针对投资发出一项命令以表明内阁认为在具体情
况下可取的决定，可能的决定包括：(a) 附带或不附带条件地批准投资； 
(b) 命令投资不得实施； 或者 (c) 如果投资已实施，则命令分拆。

完成国家安全审查所需的时间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交易的复杂性、
所涉及的行业和实体以及投资者的类型和国籍等。但是，根据法定期限并
考虑部长和投资者双方可能一致同意的任何附加期限，审查过程的完成可
长达 130 天。

3.7	 企业所有权限制

除《加拿大投资法》的条款以外，联邦政府和各省政府均在某些战略性或敏
感性行业设定了企业所有权限制。内容如下：

 ● 金融机构：一般而言，未经部长批准，外资银行不得在任何加拿大银行 
 （包括加拿大银行的子公司）中持有任何股份种类中超过 10% 的股份。
该一般原则有各种例外情形。

 ● 广播电视：为了鼓励加拿大人拥有并控制广电实体，加拿大议会颁布了
一项广电许可的一般规则，即此等许可不授予非加拿大人或非加拿大人
直接或间接有效管控的公司。

 ● 电信：为了鼓励加拿大人拥有并控制普通电信运营商，加拿大议会颁布
了一项一般规则，即，电信运营商必须是根据加拿大法律或省级法律设
立或存续，并由加拿大人拥有和控制的公司，才有资格在加拿大运营公
用载波电信业务。

 ● 航空运输：一般而言，国内航线经营许可只签发给由加拿大人实际控制，
并且由加拿大人拥有并控制 51% 以上表决权的公司。国际航线经营许
可可以签发给提出申请的非加拿大人，但条件是该非加拿大申请人符合
特定的资格要求。

3.8	 董事的居民地位要求

参见第 4.2(e) 部分（董事的居民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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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设立

希望在加拿大设立企业的外国实体面临的门槛问题之一是，该企业是作
为外国实体的分支机构直接经营，还是应该作为独立的加拿大商业机构
设立，例如子公司（承担有限责任，或者，在某些省份承担无限责任）。其
他企业形式包括独资企业、合伙（普通合伙或有限合伙，也可能是有限责
任合伙）或某种形式的合资企业。一般而言，外国实体可通过分支机构在
加拿大直接开展业务，但必须遵守适用于公司的联邦和省级登记要求。

4.1	 分支机构或子公司

在选择作为分支机构还是子公司运营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一系列问题。

如果加拿大运营预期将在最初的数年内发生大量亏损，那么外国实体可
能会希望通过分支机构在加拿大直接开展业务，以尽可能在外国所得税
项下扣除此等亏损。采用加拿大分支机构形式也有利于更好地匹配在加
拿大支付的企业税与住所地司法辖区享受的税收抵免。

许多外国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加拿大子公司在加拿大开展业务。就行政管
理而言，采用加拿大子公司更为便利。例如，拥有加拿大子公司可大大简
化在加拿大的合同签署程序。

通常，如果设立加拿大子公司，外国母公司所承担的责任将限于其对加
拿大子公司的资本投资。如果通过分支机构开展业务，则外国母公司需
直接承担其加拿大分支机构运营的所有责任。

如需了解在决定以分支机构或子公司形式在加拿大开展业务时应当考
虑的税收问题，请见第 19.8 部分（分支机构税）的探讨。

更新至 2017 年 10 月 2 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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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

企业法人最常见的形式是公司。大部分外国企业在加拿大采用公司的形式
运营。公司是独立且区别于为公司出资的股东的法人实体。通常股东不对
公司债务、责任或义务负责，但也有例外。另外，公司可永久存续，这意味着
即使任何一位或所有股东死亡，公司仍将继续存在。如第c) 部分（阿尔伯塔
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新斯科舍省的无限责任公司）所述，阿尔伯塔省、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新斯科舍省允许设立股东承担无限责任的无限责任
公司。

公司所得税按联邦和省综合的单一公司税率征收，而不是按个人所得税实
行的边际税率征税。与公司税收相关的更多探讨见第 19 章（税收）。

a)		 根据联邦或省法律设立

在加拿大，可按照联邦或省法律创办公司。公司也可根据加拿大三个北部
地区的法律设立，这种情况相对少见。 因此，若决定在加拿大设立公司，则
必须选择依据何种管辖法律设立此等实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双重管辖
权领域（例如加拿大劳动法），适用联邦或省法律的问题不受公司设立所依
据的管辖法律的影响。依照联邦或省级法律设立的公司有权在加拿大全境
开展业务，但需遵守省外注册等省级法律规定。

在加拿大的大多数司法辖区，适用法律允许公司采用一致股东协议。这种
协议的效果是将董事会的某些权力转移到股东会。通常，在权力转移到股
东会的范围内，董事的相应义务和责任即被解除，而股东则需承担此等义
务和责任。如果外国母公司希望限制加拿大子公司董事会控制子公司运营
的权力，这种做法将会奏效，在母公司与子公司拥有不同的董事会时尤其
如此。

b)		 公众公司与封闭型公司/私营公司

加拿大法律区分公众公司和封闭型公司或私营公司；前者向公众发行证
券，后者的股东数量有限，并以某种方式限制其证券的转让。公众公司在公
开披露信息方面需遵守更严格的要求，并可能适用不同的所得税规则。然
而，这些差异对公司法的大多数基本原则并不构成影响，其中包括适用于
所有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限责任。

c)		 阿尔伯塔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新斯科舍省的无限责任公司

无限责任公司（或称为 “ULC”）是指股东可能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公
司形式。就这点而言，ULC 类似于普通合伙而不同于常见的公司形式。一
般而言，公司的股东不对公司的责任、作为或不作为负责。

一家 ULC 可根据阿尔伯塔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或新斯科舍省的法律
设立。各省级司法辖区的公司立法各不相同，因此，在设立一家 ULC 前，
需完成对每一司法辖区的优势和劣势的全面评估。ULC 股东责任的独特
性还要求对此等责任进行评估和规避。

ULC 股东责任的独特性也使其在税收方面十分独特。在美国税法
下，ULC 属于税收穿透实体。美国国税局 (IRS) 通常将仅有一个股东的 
ULC 视为分支机构，将拥有两个以上股东的 ULC 视为合伙，但在两种情
况下，ULC 在美国税法下通常都被视为“穿透”实体。不同的是，ULC 在加
拿大的税收待遇与所有其他公司无异。于是，ULC 通常成为了一个混合
实体，即在加拿大税法下属于公司，而在美国税法下则为税收穿透实体。

这种混合税收待遇使得 ULC 在各种情形下被采用，包括被在加拿大运
营的美国企业采用。《加拿大-美国税收协定》可能会对适用于 ULC 的税
收协定利益产生不利影响，但加拿大税务局 (CRA) 发布的解释表示，涉
及和 ULC 向美国居民支付利息和认定股利的特定交易仍将有资格享受
优惠预提税率。投资者应寻求专业性意见，以全面考虑设立 ULC 的税务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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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资本结构

根据加拿大联邦或省级成文公司法，公司股权结构设计有相当大的灵
例如，股份可分为有表决权和无表决权的股份，也可分为有限和无限
参与剩余权益分配的股份，还可以是公司或持股人可选择以固定价格
赎回的股份。股份也可在特定事宜上被赋予特殊的表决权，如任命董
事、收购或出售重大资产。

通过仔细选择股权特征，资本出资和控制权可以独立于对未来盈利分
配的参与。这种可能性在合营企业的股权结构设计及处理税务问题方
面尤为有用。

有时，外国母公司会希望通过债权资本而非股权资本的方式为其加拿
大子公司注资。通常，加拿大公司法不设定任何最低股权资本投资要
求。然而，若公司主要靠债权融资，金融机构可能会要求外国母公司出
具一份保证。如下所述，这可能还会产生所得税方面的影响。

在大多数省份，公司的授权资本不会影响其成立公司或注册费用。因
此，这在公司决定其股权结构时将不构成主要考虑因素。

在为纳税目的计算公司利润时，利息通常可扣除，而股利则不能。然
而，针对向非居民股东支付的利息，某些所得税规则限制其扣除。这
些“低股本”规则通常规定，若特定非居民股东对公司的债权超过此等
股东股权投资的 1.5 倍，则超额债权的利息不得在所得税前扣除。这
种被否认的利息费用还将被认定为对非居民的股利支付，并需缴纳加
拿大预提税。

适用于非居民控股公司股本的税收规则极为复杂，因此，投资者在设
立企业并出资前应寻求专业性意见。

e)		 董事的居民地位

《加拿大商业公司法》(“CBCA”) 要求大多数联邦公司至少四分之一
的董事必须为加拿大居民。CBCA 对于书籍出版和铀矿开采特定行业
公司的董事居民地位要求更高。某些省份同样有董事居民地位方面的
要求。

就联邦层面而言，加拿大居民通常必须是加拿大公民或加拿大联邦《移民
与难民保护法》(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rotection Act) 意义上的永久
居民。此外，除一些有限的例外情形以外，为被认为拥有居民地位，个人必
须已在加拿大经常居住。

在很多情况下，投资者可以在某些省份或地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新不伦
瑞克省、西北地区, 新斯科舍省、努纳武特，爱德华王子岛, 魁北克省及育空
地区）设立公司，并随后在公司有意开展业务的每一省份或地区办理额外
的省级注册，从而规避此等严格的居民地位要求。

f)		 公司名称和商号

公司在加拿大各司法辖区内以其公司名称注册。此等注册本身不能使公司
对其公司名称享有任何专属权益。然而，注册将为公司带来公司名称的一
些实际保护，因为某些司法辖区的公司登记机关通常拒绝申请人注册与该
司法辖区内现有公司名称相同或实质上相似的公司名称。

为了更好地保护与其商品或服务相关的公司名称，公司还可以根据加拿大
联邦《商标法》(Trade-marks Act) 将其公司名注册为商标。商标注册赋予
商标所有人在加拿大全境使用该商标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的独占性权利。
关于商标的探讨见第 14.1部分（商标）。

若公司在魁北克省运营，其必须遵守该省与公司名称相关的特定要求。关
于此等要求的探讨见第 22 章（语言问题）。

若公司希望使用公司名称之外的其他名称开展业务，某些省份将要求公司
注册所谓的“商号”。在大多数省份，除某些指定情形外，商号不能与其他
公司的商号相同或类似。商号注册本身不会赋予公司对商号的任何专属权
益。然而，一旦该公司建立了与该商号相关的声誉，则该公司可在特定情形
下阻止其他公司使用同样的商号。公司还可将商号注册成商标。

相比其他省份，某些省份在准许名称与已注册公司名称相仿的外国公司注
册方面更为灵活。在一些司法辖区，除非该外国公司更换其公司名称，否则
不能注册。在还有的司法辖区，若该外国公司承诺在该司法辖区内使用假
名运营，则公司登记机关将准许其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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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独资企业

独资企业是最简单的公司组织形式，只要个人在不设立公司的情况下，
以唯一所有者的身份开办企业，便构成独资企业。在法律上，独资企业与
所有者没有区别；独资企业的所得即为所有者所得，独资企业的责任即
为所有者的责任。在税法上，独资企业不作为独立的纳税人对待，而是将
独资企业的所得记入所有者的应税所得中。创建独资企业的必要手续极
少，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仍需办理许可和注册手续。此外，若所有者希望
使用不同于自身姓名的名称经营企业，则该名称可能必须首先向相关的
省政府注册。

4.4	 合伙

a)		 普通合伙

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实体为盈利目的共同开展业务但不设立公
司，则构成合伙。在普通合伙中，合伙并非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合伙的
所有责任均为合伙人的个人责任。魁北克省是个例外，在该省，尽管合伙
并不被视为区别于合伙人的法人，但合伙具备某些法人的特征，如合伙
名称、合伙首要营业地及诉讼当事人地位。魁北克省合伙的资产和责任
同样被视为区别于其合伙人的资产和责任，且债权人在要求合伙人承担
任何超额个人责任前，必须先针对合伙资产进行追索。一些省份和地区
承认第二种类型的合伙，即有限合伙。在有限合伙中，至少有一个合伙人

（即“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任何其他合伙人（即“有限合伙人”）
则在其对该企业的出资的限度内承担有限责任。

通常，合伙所得不在合伙层面纳税，而是将纳税义务分摊至各合伙人。各
合伙人根据其权益份额按比例为合伙所得纳税，并在合伙人出售其 
在合伙中的权益时，按此等比例就所有资本利得纳税。参见第 19 章 
  （ 税收）。

在合伙中，通常会拟定一份全面的协议，以规避合伙法律中的某些繁琐
的规定，若无作出相反约定的具体协议，此等规定将适用。

b)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是一种混合法律形式，它既能享有有限责任公司的某些好处，
又能享受合伙带来的诸多税收利益。通常，必须有一个以上的普通合伙
人为合伙的所有债务承担责任，还可以有任何数量的有限合伙人，按其
出资比例承担相应的有限责任。通常，有限合伙人不允许参与合伙业务
的任何管理或控制。有限合伙人若违反此项要求，则将作为普通合伙人
承担无限责任。但是，有限合伙人可以参与制定某些根本性决策，比如接
纳新的普通合伙人、终止合伙关系或扩展新业务等等。处理这些问题需
签定一份全面的合伙协议。

c)	 有限责任合伙

有些省份允许律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事务所以有限责任合伙形式
开展业务，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任何类型的企业都可采用有限责任合
伙形式。有限责任合伙的优点是合伙人通常只需对自己的过失、不法行
为或不作为负责，或者在该合伙人知道其他合伙人或合伙企业的雇员
存在过失、不法行为或不作为而不以负责任的态度采取行动阻止这些行
为，则需对其他合伙人或雇员的过失、不法行为或不作为负责。但是，具
体责任机制在各省不同。在建立有限责任合伙前应咨询专业意见。

4.5	 合资企业

   “合资”这一术语在加拿大没有准确的法律定义，通常是指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经济实体以任何形式共同拥有某项投资。它可以指合资公司、公司
之间的合伙。或者，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指一种结构（通常称为“契约式合
资”），在这一结构下，各自独立的公司共同拥有某些资产，并且它们之间
不构成合伙关系，至少在税法上如此。

通常在任何合资中，利润或损失不在合资层面计算（除非属于合伙或合
资公司），而是由每个合资方提供资产或现金来支付费用，并按照商定的
比例从资产所得中分红。折旧以及利润和损失的计算由每一合资方各自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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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式合资的一个潜在劣势在于，尽管其合同中明确规定各当事人的意图
不是设立合伙，但法院在审查实际的情形以及各当事人的行为后可能会判
定各方当事人设立了某种形式的合伙，其后果是各方当事人将受制于他们
有意通过合同规避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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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运营的融资

假设外国投资者通过一家加拿大公司开展运营，那么，对加拿大公司融资
的渠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内部融资，例如股东贷款或权益出资；另一种
是外部融资，例如银行信贷额度、贷款或公开发行证券。

内部资金可通过债权资本和股权资本结合的方式由股东借给公司或向公
司出资，两者之间的比例通常依据《所得税法》中的“低股本规则”决定，详
见第 4.2(d) 部分（资本结构）的探讨。

某些情况下，股东贷款可能比权益资本更受欢迎，因为在公司破产或清算
时，支付债务要优先于返还权益。而且，为优先于一般的无担保贸易债权人
受偿，股东贷款可由公司资产担保。担保形式通常为公司债券、一般担保协
议或抵押（在魁北克省），通常会通过协议约定此等担保债权后于如银行负
债等高级债受偿。然而，虽次于高级债务，以这种形式担保的“善意”股东贷
款仍然优先于公司无担保债权人的索赔。

5.1	 外部融资

a)		 债务融资

加拿大拥有发达的银行体系。根据联邦《银行法》(Bank Act)，加拿大的银行
分为三类。前两类是国内许可的银行，可在全国开展分支银行业务。这两类
银行分别被称为一类银行（非外国银行子公司）和二类银行  
 （外国银行子公司）。这两类银行都为各类客户提供范围最广泛、使用最便捷
的一系列服务。第三类银行是外国银行在加拿大开设的分行。这类银行通
常被称为授权外资银行或三类银行，它们拥有与另两类银行几乎同样的权
力，但除少数例外情形以外，此类银行不能接受应在加拿大支付的低于 15 
万加元的存款（有些授权外资银行完全不允许接受存款）。这限制了三类银
行在加拿大开展“零售银行”业务的能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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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通常提供两种贷款：经营周转贷款和定期贷款。经营周转贷款通常需
要应要求随时偿还。银行通常不会要求还款，除非其担心借款人的持续信
用可靠性，但“应要求随时偿还”可使贷款条款更为简单。经营周转贷款通
常用于为营运资金需求融资。有时，除预支现金外，经营周转贷款还可使借
款人取得信用证，并且，除加元外还可借用美元。借款人还享有多种利率
选择，如浮动优惠利率、银行承兑利率等，而且在大额美元借款中，还可按
伦敦银行同业短期拆借利率。加拿大银行的经营周转贷款通常采用浮动利
率，但对于大额借款，银行有时会为借款人提供通过利率互换固定利率的
机会。

银行通常会取得借款人所有动产（或者具体指定借款人的存货和应收账
款）的担保权益，从而为其经营周转贷款担保。经营周转贷款通常会规定授
予借款人的最大信用额度，但同时也会受到“借款基数”的限制。“借款基
数”根据借款企业存货和应收账款价值的某个百分比计算，但银行会扣除
其不愿接受作为借款基础的资产，例如账龄超过 90 天的应收账款或存疑、
废旧的存货。

除借款人的资产担保，银行也可能要求股东提供个人保证，虽然这种做法
越来越少见，尤其是对于信誉良好的借款人。借款人也必须将股东贷款和
任何担保的偿还顺序和到期日置于银行贷款之后，并将股东贷款的所有担
保转让给银行，但如果银行贷款未发生过或不会发生违约，则可按正常顺
序偿还。银行可能还会要求在借款人所有有关资产（其担保权益为银行持
有）的保单中将银行列为附加被保险人和保险受益人。此外，银行还可能要
求为借款人的“主要负责人”购买人寿保险。如果股东拥有充分良好的信
誉，银行可能会仅仅基于股东的保证而放贷，或者，股东可以让其银行开出
以加拿大银行作为受益人的信用证，代替以借款人资产提供的担保。

第二种银行贷款是定期贷款。定期贷款通常按商定期限在确定的时间内偿
还。借款人往往利用定期贷款来为其购置固定资产融资。对于定期贷款，银
行通常只有在借款人出现特定违约事件时才能要求其提前还款，但在某些
情况下，有些银行也会约定定期贷款为“应要求随时偿还”。

借款人的固定资产担保权益通常作为定期贷款的首要担保。但是，如上所
述，银行通常要求借款人将其所有资产作为担保。同样，上述可用方法、利
率选择、附加担保和保证也适用于定期贷款，但定期贷款通常不签发信用
证，并且，定期贷款更多采用固定利率。

在加拿大，尽管银行是债务融资的主要来源，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来源，
如保险公司、信托公司、信用合作社、财务公司和资产卖方等等。与银行相
比，这些融资渠道通常适用于较为狭窄的小众市场，特别是，某些融资渠
道更适合期限较长的固定利率融资。

资本资产通常可通过附条件买卖或租赁从制造商处购置。制造商的此等
融通可以消除前期巨额现金支付需求，并使公司得以在资产的使用年限
内利用其现金流支付资产的买价。融资租赁公司还可以帮助公司购置资
产，其方式是，租赁公司购得公司选择的资产，然后将资产出租给公司。

在某些情形下，公司还可使用保理公司来增加其现金流。保理公司以某个
贴现率（通常低于如上所述的计算借款基础所使用的贴现率）买入公司的
应收账款，或以此为抵押向公司发放贷款，然后尽力直接向债务人收取应
收账款。如果债务人因为信誉而未能还款，那么根据协议，保理公司对公
司可能享有追索权，也可能没有。如果未偿还是因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
则正常情况下，公司对保理公司承担责任。

b)		 股权融资

使用招股说明书公开募股，这种融资方式需借助投资交易商。此等融资方
式将产生大量费用，因此仅适用于筹措大笔资金。新创公司通常不适合使
用公开募股的方式。关于证券监管的更多探讨见第 6 章（证券监管）。

发行人还可以私募发行（即，根据招股说明书要求的豁免情形）的方式 
融资，私募发行可以由发行人直接进行，也可通过投资交易商进行。某些
豁免是专为机构投资者或高净资产个人设定的（如合格投资者豁免）， 
也有豁免是为其他投资者设定的（如家人和朋友、雇员豁免及发行备忘录
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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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型或新创公司而言，外部股权融资的另一个来源是风险资本。风险投
资公司通常有兴趣收购大量少数股权，并且提供一些债权融资与此等股权融
资相配套。作为提供支持的条件，风险投资家们往往会要求取得对公司管理
和决策的重大控制权。这是在寻求风险资本融资前需考虑的一个主要因素。

私募投资者经常通过过投资或收购股权以及为中型市值和高市值的企业安
排债券融资来寻求控制权。

5.2	 政府资助计划

取决于拟议企业的借款金额和地域、该企业销售的产品所在市场的性质以及
相关政府提供相关资助的意愿等因素，在加拿大，政府资助计划的可用性在
不同情况下有所不同。

在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设立了很多政府资助计划。以下所述的计划旨在
帮助在加拿大设立公司或拓展业务的人士。

(a)	联邦资助—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

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 (Business Development Bank of Canada, “BDC”)  
由联邦政府全资拥有，旨在为加拿大的中小企业提供资助。BDC 提供融资、
咨询和风险投资等服务，在全国各大中心城市设有办事处。

(b)	联邦资助—区域发展计划

联邦政府在区域发展方面的两项最重大的举措分别是加西经济多元发展署 
(Western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Canada, “WD”) 和加拿大大西洋机遇
署 (Atlantic Canada Opportunities Agency, “ACOA”)。

WD 主要服务于加拿大西部的创新、商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ACOA 的服务
重点与 WD 类似，但其负责的区域限于加拿大大西洋省份，包括新不伦瑞克
省、新斯科舍省、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以及爱德华王子岛省。

(c)	联邦资助—加拿大小企业融资计划

加拿大小企业融资计划 (Canada Small Business Financing Program, 
“CSBF”) 是一个专门服务于小企业信贷需求的计划。根据 CSBF 计划，联邦

政府为传统贷款人提供给小企业的贷款提供担保，其服务范围覆盖广泛的
行业领域，包括制造业、交通运输、批发及零售业。但是，农业企业、慈善或宗

教机构以及非盈利组织不在该计划的服务范围内。小企业是指在加拿大运
营的营利性企业，并且其在 CSBF 计划贷款被批准的财年内的年度预计总
收入（针对现有企业）不超过 500 万加元，或者，在 CSBF 计划贷款被批准
时，其在运营的前 52 周内的总收入（针对新设企业）预期不会超过 500 万
加元。

CSBF 计划贷款的利率最高不超过特许银行浮动利率贷款优惠利率 3% 。
此等利率根据优惠贷款利率的波动而波动。此外，还提供固定利率贷款。
固定利率贷款的利率最多不高出贷款机构的同期单亲家庭住房贷款利率 
3% 。CSBF 计划贷款可用于为购买或改良土地、新设备、二手设备，或租赁
场地的装修融资，最高可达上述全部支出的 90% 。根据 CSBF 计划，一家
小企业最高可获得 50 万加元贷款，其中 35 万加元可用于为购买或改良设
备以及租赁场地装修融资。

此等贷款需要担保。所有参与方需向贷款人支付 2% 的登记费。

(d)	省级资助

各省分别管理自身众多的政府资助计划。即使一家加拿大公司的运营活动
基于某一个省，但若该公司计划在全国设立分支机构开展市场营销，则可
能获得多个省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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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监管

6.1	 一般监管

每个省和地区都颁布了各自的证券法律，并设立了相应的监管机构负
责实施此等法律。因此，全国性证券交易必须遵守由不同监管机构负责
实施的各种监管体制。但是，相关法律通常都很相似（很多情况下完全
一致），而且监管机构已经实施了某些程序以减少与多个监管机构打交
道过程中面临的差异。尽管一些省份一直反对建立统一监管机构，加拿
大联邦政府、五个省和一个地区仍在推进建立一套统一的证券管理制
度，由联邦和各省级政府联合管理。

如果市场主体具有下列情形，则加拿大证券监管与之相关：在加拿大从
事证券交易；在加拿大提供投资咨询或证券投资组合管理服务；其管理
的投资基金在加拿大拥有投资者或曾在加拿大积极招揽投资者；在加
拿大发行证券，在加拿大证券交易上市的发行人；从证券持有人（包括
在加拿大的证券持有人）收购或要约收购发行人的某类有表决权证券
或权益证券中超过 20% 的证券；要约从加拿大证券持有人手中收购其
证券的发行人；投资于加拿大公开发行人的特定投资者。

6.2	 交易商登记

通常，从事证券交易业务的个人或公司必须在开展业务的省份或地
区登记为交易商。取决于其开展的业务，此等个人或公司还可能被
要求加入加拿大投资业监管组织 (Investment Industry Regulatory 
Organization of Canada)。交易商还必须满足财务、保险和其他方面的
特定要求。在大部分注册类别中，担任作为高管或代表的个人还必须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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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拥有所需的知识、经验和操守，这是注册程序的一部分。在某些情形
下，针对此等要求有一些豁免情形。例如，若外国交易商向本地司法辖区提
交一份表格并指定一名接受司法文书送达的代理人，其可以开展少数指定
业务。

6.3	 投资顾问登记

通常，提供投资咨询（包括提供证券投资组合管理服务）的个人或公司必须
在开展业务的省份或地区登记为一名投资顾问。投资顾问必须遵守财务、
保险和其他方面的特定要求。在大部分注册类别中，将提供投资咨询或担
任高管或代表的个人还必须证明其拥有所需的知识、经验和操守。在某些
情形下，针对此等要求有一些豁免情形。例如，若外国投资顾问向本地司法
辖区提交一份表格并指定一名接受司法文书送达的代理人，其可以开展少
数指定业务。

6.4	 投资基金经理登记

通常，担任投资基金经理的个人或公司必须在开展业务的省份或地区登记
为投资基金经理。注册投资基金经理必须满足财务、保险和其他方面的特
定要求。若投资基金经理在加拿大没有营业场所，则其在某些情况下可被
豁免此等要求。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的豁免情形与其
他省份和地区有所不同。

6.5	 在加拿大发行证券

加拿大的证券发行人通常都要向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登记并澄清一份招股
说明书。招股说明书必须包含有关发行人及发行的具体信息，包括完整、真
实、明确地披露有关发行人及发行的证券的重大事实。

通过招股说明书发行证券的发行人随即成为“报告发行人”；或者，在某些
司法辖区，如果某公司与一名报告发行人合并，或在某项交易所要约收购
中发行证券以收购一名报告发行人，或在一个被认可的加拿大证券交易所
上市，则该公司随即成为一名“报告发行人”。报告发行人承担进行持续和
及时报告的某些义务。比如，报告发行人必须登记并向证券持有人发送未
经审计的季度财务报告、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管理层的讨论与分析、以
及与证券持有人会议相关的信息通报等。他们还必须就自身业务、运营或
资本方面的重大变更进行及时的公告和登记。

发行人还可通过免除招股说明书要求的方式要约出售或发行证券。比如，
可用的一项豁免是向“合格投资者”或购买 15 万加元以上证券的投资者出
售证券。在此等情形下，也有登记要求，还可能有特定的披露义务。向家人
和朋友、雇员销售，以及通过发行备忘录的规定形式所作的一些销售也适
用于豁免。第 5.1(b) 条（“股权融资”）中也讨论了豁免情况。

6.6	 上市条件

若发行人希望将其证券在证券交易所（如多伦多证券交易所或多交所创业
板）上市，则必须达到有关管理、发行股本、证券分布及财务资源等方面的
最低上市标准。发行人还必须与证券交易所签订一份上市协议并同意遵守
其规则。

在作出公司变更或订立某些交易（如资本结构变更、重大交易及发行股票
或期权）之前，上市发行人必须告知证券交易所，有时还必须取得证券交易
所的同意。上市发行人还必须定期向交易所登记文件、支付年费并遵守及
时披露要求。通过将其股票上市，发行人即成为一个或多个省份的报告发
行人，并承担第 6.5 部分（“在加拿大发行证券”）所述的进行持续和及时披
露的义务。

6.7	 收购要约	

如果要约收购的表决权证券或股本证券会导致要约人持有的证券超过同
类已发行证券的 20%，则被视为构成“收购要约”。除非收购要约人能利用
某项豁免，否则其必须遵守某些规则，包括向该类证券在加拿大的所有持
有人发出载明特定信息披露的要约收购通告，要约收购他们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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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收购要约在发出至少 105 天后才成为正式收购要约，但目标公
司可将这一时限缩短至 35 天。在已经满足规定的 50% 最低接受比例条件
并且要约的所有其他条款和条件均已满足或者被放弃的情况下，要约期必
须进一步延长 10 天，以给予其他股东进一步的机会来接受要约。

6.8	 发行人要约

类似地，若发行人要约从加拿大持有人的手中收购自身发行的证券（不可
换股的债务证券除外），则此等要约被视为构成加拿大的“发行人要约”。除
非发行人要约人能利用某项豁免，否则其必须遵守特定规则，包括向该类
证券在加拿大的所有持有人发出载明特定信息披露的发行人要约通告，要
约收购他们的证券。

6.9	 投资者、股东和高管

根据加拿大证券法，加拿大报告发行人的特定证券持有人承担一定的义
务。例如，“内部人士”（包括董事、高管和持股 10% 以上的股东）必须报告
其交易。收购 10% 以上（如果已发出正式收购要约，则为 5%）某个特定类
别已发行的表决权证券或股权证券的需报告，在某些情况下，还需在进行
进一步收购之前公告此类交易并等待。证券的处置可能触发类似的报告要
求。这些报告要求对于特定类别的机构投资者（例如养老基金和投资基金
管理公司）有例外，这些机构投资者可能符合条件，可针对其证券所有权提
供月度报告。

与发行人存在“特殊关系的人士”在知悉与发行人相关的重大未披露信息
时，不得交易发行人的证券，且不得向其他人“提示”此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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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商业人士移民程序

7.1	 非移民或临时入境

基本的规则是，所有既非加拿大公民、亦非加拿大永久居民的人必
须持有工作许可才能在加拿大工作。通常，只有在相关职位无合格
加拿大人可用时才会授予工作许可。但这一基本规则也有很多例
外情形，在这些情况下，要么无需工作许可，要么很容易获得工作
许可。以下是一些广为利用的该基本规则的例外情形。

a)		 商务访问者

若某人寻求在不直接进入加拿大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在加拿大从
事国际性商业活动，则其可以商务访问者的身份进入加拿大且无
需工作许可。若某人商务活动的主要报酬来自加拿大境外，且该业
务雇主的主要营业场所位于加拿大境外且其大部分利润来自加拿
大境外，及/或其提供的服务不与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提供的服
务直接竞争，则此等人士将被视为未直接进入加拿大劳动力市场。
另外，若加拿大境外企业的代表为参加商务会议、购买加拿大商品
或服务，或在其雇主的加拿大母公司或子公司举办或接受培训的
目的而访问加拿大，其可以在没有工作许可的情况下在加拿大工
作。以上对被允许行为的列举并未穷尽，但它们的确是一些最常用
的工作许可豁免条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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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工作许可

若某外国公民进入加拿大从事商务活动的目的超出了商务访问者条款
的范围，则必须取得工作许可。工作许可可在许多不同的类别下取得：

 ● 全球技能策略： 2017 年 6 月 12 日推出了新的短期工作许可豁免，在
以下情况下对特定的外国人免除获取工作许可的正常要求：

◦ 该外国人前来加拿大工作：

- 连续 15 个日历日或更短时间，并且自先前使用本项豁免的第
一个工作日起已历经 6 个月；

- 连续 30 天或更短时间（16-30 天），并且自先前使用本项豁免的
第一个工作日起已历经 12 个月；

◦ 所开展的工作高度专业，其职位需要“全国职业分类”(NOC) 中的 
0 级或 A 级技能。

加拿大移民、难民与公民部 (IRCC) 指示移民官员在案件备注中记
录“15 天（或 30 天）工作许可豁免”。获得豁免的外国人有责任证明自
先前使用本项豁免的第一个工作日起已历经所需时间。

 ● 公司内部调派人员： 公司内部调派人员是某些类型的外国商务人士
来加工作最迅速、最便利的方式之一。公司内部调派人员必须是处于
公司高管、管理人员或具备雇主所提供产品、服务、工艺或流程所需专
业知识的人员，受雇于位于加拿大境外的分支机构、子公司或母公司
至少一年，并寻求进入加拿大并在某一加拿大关联公司以高管、管理
人员或具备公司所需专业知识人员的身份短期工作。

 ● 为加拿大创造重要的就业或其他利益：若某人的受雇将为加拿大制
造、保持大量就业机会或带来其他利益，则其可利用“重要利益”类别。
例如，若某人不符合公司内部调派人员类别的要求，但其具备在加拿
大开展业务的公司财务、行政管理或程序性事务方面的知识，且能证
明其受雇将产生重要利益，则该类别可适用。但是，除特殊情况以外，
移民局官员通常不愿行使其自由裁量权而在此类别下授予工作许可，
仅在极不寻常的情况下才会在该类别下授予工作许可。

 ● 根据贸易协定入境：加拿大签署的某些国际贸易协定，如《北美自
由贸易协定》(“NAFTA”）、《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加拿大-欧
盟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CETA”），允许拥有其他成员国国籍的
特定类别工人短期入境。在这些协定下，通常可授予三类工作许
可：(a) 贸易商和投资者；(b) 专业人士，包括合同制服务供应商和独
立专业人士；以及 (c) 公司内部调派人员。针对这些类别的人员，无
需由加拿大服务局 (Service Canada) 出具《劳动力市场意见》，且
入境手续通常较为快捷。

 ● 经确认的工作邀请：若外国工人无法获得以上或其他豁免类别，则
必须取得加拿大服务局出具的《劳动力市场意见》。在加拿大，对外
国工人工作邀请的评估标准因地区而异，取决于就业水平、劳务市
场状况以及该职位的性质特性。关键因素是必须使加拿大服务局
确信，无可用的、适合承担该项工作的合格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

（因已在加拿大开展该特殊招聘或发布招聘广告），或者，换言之，
聘用该外国工人不会对加拿大劳动力市场造成负面影响。

7.2	 外国工人家属

通常，一份工作许可允许一位配偶（婚姻或同居配偶，并且两种情况
均包括同性配偶）和子女与被许可在加拿大工作的工人同行。还允
许受抚养子女在加拿大就读中小学。但不允许配偶或子女在加拿大
就业。然而在很多情况下，配偶有望依照加拿大配偶工作许可计划 
(Canada’s Spousal Work Permit Program) 获得工作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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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法

对所有企业而言，雇佣关系和雇佣法的重要性都是再强调都不为过的。雇
佣法所涉及的法律权利与义务适用于雇主与雇员关系的方方面面。虽然加
拿大雇佣法的法律原则源自普通法中的合同法，但劳动与雇佣法的某些方
面（如集体谈判和雇佣标准）均受制定法约束。联邦政府及各省均颁布了劳
动与雇佣法，企业要么受联邦法律管制，要么受省级法律管制。

8.1	 宪法管辖权

雇主所开展业务的性质决定了它与雇员之间的关系（包括工会的承认和集
体谈判监管，以及加班和工作时间等雇佣标准）是适用联邦还是省级法律。
少数企业属于“联邦工作、事业或业务”类别范畴（如航运与运输、铁路、省
际交通、航空、通信、广播和银行业），因此其雇佣关系适用联邦法律。加拿
大的大多数雇主都属于省级管辖权范畴，因此适用省级法律。

8.2	 	个人雇佣合同

联邦和省级法律对个人雇佣合同均实施广泛的规管，其规管事宜包括人
权、职业健康与安全、工伤赔偿、失业保险、养老金、最低工资及其他雇佣标
准。在有些省份，一定程度上涉及雇佣条件的制定法达 25 种之多。

个人雇佣合同一般不采用书面形式。因此，法院制定了一系列条款，除非当
事人各方另有明确约定，这些条款被视为所有雇佣合同的默示条款。在加
拿大，除非书面或口头协议明确了雇佣期限，否则雇员的雇佣期限将被视
为“不定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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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一个默示的条件是雇员承担诚信义务和避免与雇主发生利益冲
突的义务。雇员还有义务服从雇主在其工作范围内的合法指示，并且应勤
勉地按照适当的技能和能力标准履行其服务合同。反过来，雇主也有义务
在解雇雇员时善意行事。

加拿大法院曾裁定，雇员有义务在雇佣期间或雇佣结束后不损害其雇主的
利益，例如不泄露保密信息或商业秘密。

为保护自己的权益，雇主也可以与雇员签订书面雇佣合同，将限制或限定
雇员在雇佣期内、尤其是雇佣结束后特定行为的条款包含在内。这些条款
称之为“限制性契约”。应用于雇佣合同中的限制性契约通常为三类：(a) 禁
止招揽契约，即限制离职雇员招揽客户、顾客及其他雇员；(b) 竞业禁止契
约，即限制离职雇员受雇于竞争对手或开展竞争性业务；以及 (c) 保密契
约，限制离职雇员披露保密信息。即便不签署保密契约，雇员依然负有不
泄露保密信息或商业秘密的普通法义务。限制性契约被视为一种对贸易的
限制，将受到法院的严格审查。限制性契约的可执行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该契约的期限及地域范围、合同的措辞、业务性质及雇主所寻求利益保护
的合法性。法律明确规定，限制性契约不能超过为保护雇主合法的专属权
益而定的合理必要的范围。

若无有关解雇后果的明示协议，法律将认为，无正当理由而被解雇的雇员
有权得到合理的解雇通知，若雇员未得到此等通知则可获得损害赔偿。雇
主在给予合理解雇通知时通常有两种选择。雇主可要求雇员在解雇通知期
内继续工作（也被称为“工作通知”），或者向雇员支付薪金以代替工作通
知。所有有关雇佣标准的制定法中均规定了最低解雇通知期限要求以及离
职补偿（如适用）。但若无相反的明示协议，雇主必须同时向雇员提供制定
法解雇通知和普通法解雇通知。普通法解雇通知期限的合理性取决于每一
案例的具体情况。法庭确定了认定普通法解雇通知合理性的四大主要因
素，并根据不同情况赋予各个因素不同的权重。这四大因素是：雇佣性质；
工作年限；雇员年龄；以及同类就业机会的可得性（结合雇员的经验、受训
情况及资历进行考量）。这种普通法合理解雇通知将被视为已包括适用的
雇佣标准法律规定的、雇员有权取得的所有制定法通知。这种合理解雇通
知要求直接与美国法律界普遍持有的观念相冲突，美国的观念是，雇主可
按自己的意愿雇佣员工，并且可在没有解雇事由和不提供解雇通知的情况
下随时解雇员工。

仅在存在正当解雇理由时，雇员才能在无需普通法或制定法解雇通知的情
况下被即时解雇。加拿大最高法院最近确认，根据加拿大《劳工法》，除非有
正当理由或由于旷工而解雇（适用有限的例外），否则即使提供了通知或替
代通知的赔偿，受联邦法律监管的雇主也不得终止对非管理层雇员的 
雇佣。

各司法辖区认可的正当解雇理由各不相同。若雇主明知并无充分根据但仍
然主张某种正当解雇理由，则可能会因恶意行事而招致更多的损害赔偿。
雇佣合同的明智做法是，列举一份“正当解雇理由”的非穷尽清单。针对某
种行为不构成正当解雇理由的任何争辩，这可能构成抗辩。

书面雇佣合同还可明示约定，在无正当解雇理由而被解雇的情形下，雇员
有权取得多长时间的通知。如果解雇通知期限短于适用的雇佣标准法赋予
雇员的应得通知期限，但条款未能规定雇员最低法定权利，或规定太过模
糊，则此等约定将不具有强制执行力。雇主和雇员可经协商，就提供比适用
雇佣标准法所规定更大的权益达成一致，但不得通过合同约定取消此等法
律规定的最低标准。如果雇佣合同中的解雇条款无法强制执行，则将适用
普通法，雇员将有权获得基于上述因素的合理通知。

签订一份约定雇佣条款与条件的雇佣合同有诸多优势。

8.3	 法定雇佣条件

所有司法辖区均有省级和联邦法定雇佣标准。法规所管辖的事宜包括最低
工资率、工资支付办法和支付频率、工作时间和加班工资、假期工资、法定
假日、紧急事假、产假和其他假期、解雇通知或代通知金的最低要求。省级
和联邦法政府的有关法律也设定了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方面的最低标准，
包括工作场所骚扰和暴力。在大多数司法辖区，不遵守此等标准的行为将
遭受处罚。

根据健康与安全法的规定，雇主有义务保护雇员的安全，而加拿大《刑法
典》(Criminal Code) 则扩大了这一义务的范畴，将保护公众成员包括在内。
任何从事某项工作或有权指示其他人如何工作的人，均有法律义务防止工
作人员和他人因该项工作受到身体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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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司法辖区制定了规管大量裁减或解雇雇员行为的法律。此等法律可能
要求雇主在实施此类裁员举措前，向相关政府部门及受影响的雇员给出相
当长时间的提前通知。每一司法辖区均有一个专门的政府部门，有权力和
责任通过签发可由法院强制执行的付款命令执行这一法规。

联邦政府和大多数省级司法辖区都颁布了保护雇员免遭工作场所暴力和
骚扰的法律。这些法律要求雇主针对工作场所暴力和骚扰制定相关政策并
实施相关程序。该程序必须包括雇员报告、雇主调查暴力和骚扰事件的措
施及流程。雇主还必须培训雇员，并积极主动地识别并评估其工作场所的
特殊暴力风险。此外，若雇员将接触已知有暴力行为记录的其他雇员，雇主
还必须告知雇员此等情形。

8.4	 工伤赔偿

雇主有提供安全工作环境的一般义务。工伤赔偿保险就雇员受伤引起的工
伤索赔是为雇主提供保护，且对雇员人数不低于规定最低数量的雇主、即
大多数加拿大雇主而言，购买工伤赔偿保险是强制性的。根据为雇员提供
工伤赔偿计划的省级法律，受此等法律保护的雇员通常不再享有起诉其雇
主的普通法权利，但可主张此等工伤赔偿计划项下的利益。若雇员在“受雇
过程中”受伤，则该雇员可获得工伤赔偿。在大多数司法辖区，受伤的雇员
在丧失工作能力后可获得其受伤前收入的 75-90%。

上述工伤赔偿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雇主的供款。

8.5	 加拿大养老金计划

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是一个由联邦政府建立的供款型、收入关联型社会保险
计划。它针对因退休、残疾和死亡导致的收入损失提供保障，适用于所有在
加拿大（除魁北克省外）工作的人。雇员必须就其所有受雇收入中超过 3,500 
加元的部分支付 4.95% 的供款，每年最高供款额为 2,564.10 加元（2017 年）
。这一供款比例将从 2019 年开始实施。雇主必须从雇员薪酬中扣除雇员供
款并缴纳给联邦政府，此外雇主还必须缴纳与雇员供款相等的金额。自雇人
士必须自行支付这两部分金额。魁北克省为在省内工作的人士制定了类似
的退休金计划，即“魁北克省退休金计划”(Québec Pension Plan)。

8.6	 失业保险

联邦《失业保险法》(Employment Insurance Act) 规管一个由雇主和雇员
双方共同供款的失业保险计划。有资格获得援助的雇员在其失业期间，或
因产假、短期疾病或隔离以及照料病危亲属假而无法获得报酬期间将得
到援助。雇员可获得的援助水平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其过去的供款、受
雇年限以及此前的工资水平。雇主必须从雇员薪酬中扣除这部分金额并
缴纳给联邦政，并且必须按照雇员供款金额 1.4 倍的比例供款。

8.7	 人权法律

各省及联邦司法辖区均为保护人权制定了法律。这些法律的宗旨之一是
防止在工作场所的歧视并提供相关的救济。由于各司法辖区禁止的歧视
理由各不相同，因此，投资者应参考每个司法辖区的相关法律。大多数司
法辖区禁止基于种族、血统、国籍、民族或出生地、政治信念、肤色、性别
表达和/或认同、宗教或教义、性别、性取向、婚姻状况、家庭状况、年龄、
身体或精神障碍、被赦免的犯罪记录等因素实行歧视。性骚扰被视为性
别歧视。某些司法辖区允许 65 岁时强制退休，还有的司法辖区则将强制
退休视为年龄歧视。在残障方面，雇主有责任在不招致不合理困难的范
围内最大限度地为残障人士提供便利。

某些司法辖区还颁布了同工同酬法。同工同酬法要求雇主为同类型职位
的雇员（无论男女）提供相当的薪酬与福利。

8.8	 适用集体协议的雇佣

工会代表着很大一部分加拿大劳工。所有加拿大司法辖区都通过法律承
认工会组织和代表雇员参加集体谈判的权利。集体谈判是指雇主与雇员
团体就雇佣条款和条件进行谈判。集体谈判的结果是集体协议。

省级和联邦劳动法的规定包括：注册工会的独家谈判权；集体协议到期前
或调解前暂缓行使罢工或停工权；禁止雇主和工会的不公平劳动惯例；集
体协议的法律认可及可执行性；通过申诉或仲裁程序而不诉诸罢工解决
集体协议纠纷；设立对就集体谈判和组织程序享有调查和救济权力的行
政法庭或监管机构；以及劳动关系的其他各方面。在各司法辖区，这些权
利的具体性质各不相同，但以上特征是所有加拿大司法辖区都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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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有权自由选择自己归属的工会，不受雇主的强迫或干预。雇主有责
任承认自己的雇员所选择的工会，并与之进行善意谈判。劳动关系法庭
监督雇员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监督集体谈判程序。

这种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法院对劳动法的执行，但法院在特定劳
动事宜上的管辖权不受影响，如签发禁令及对劳工委员会决定进行有限
的审查。

雇主和雇员在集体协议下享有的权利与义务，与在个人雇佣合同（没有
工会的情况下）下享有的权利与义务有所不同。集体协议管辖工会雇员
的雇佣条款和条件。一般而言，雇主不能与工会雇员签订个人合同。集体
协议必须规定一种私下的争议解决机制，通常是仲裁。受到雇主解雇或
处罚的雇员有权通过仲裁寻求救济。若仲裁员发现雇主以不充足的理 
由解雇了雇员，则可根据集体协议（或制定法）赋予的权力让裁定雇员 
重返岗位。他们还有权以较轻的处罚代替雇主设定的处罚。工会雇员不
享受普通法规定的通知权利。一般情况下，雇佣只能因正当原因或旷工
而终止。

仲裁员还有权解决因集体协议的解释而引起的纠纷。他们的决定对雇
主、雇员和工会均具有约束力。对于仲裁裁决，当事人享有向法院上诉的
权利，但受到相关的限制。

8.9	 举报人保护

在加拿大，雇主因试图阻止雇员向执法机关报告不法行为信息而对雇员
采取惩戒措施，或采取危及或不利其就业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保护举
报雇主不法行为的反报复条款在省级雇佣标准法、人权法及雇员健康与
安全法中也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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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与董事责任

公司的董事与高管负有特定的义务。此等义务源自普通法及制定法。 
在很多情形下，未能履行此等义务的董事或高管需承担个人责任。

公司董事和高管义务与责任的法律渊源包括：规管公司的制定法； 
普遍适用于营商的联邦或省级制定法；普通法。

下面将总体介绍董事和高管承担的部分义务，以及未能履行这些义务
可能招致的责任。

9.1	 董事的义务与责任

(a)	受信义务

董事对公司负有“受信义务”。这意味着董事应本着诚实与善意，以符合
公司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事。这也意味着董事要对公司忠诚，并避免其对
公司的义务与自身利益发生冲突。因此，作为履行受信义务的一部分，
董事必须披露其在公司重要合同中的个人利益，不参与使董事处于任
何利益冲突中的决议表决，并避免使用公司信息或财产为个人谋取利
益。此外，如果董事在任职期间知悉了某个商业机会，而该商业机会是
公司已经拥有或正在谋求的，则董事不得利用此等商业机会为自己谋
取利益。如果董事未能遵守这些要求中的任何一条，则可能已违反其受
信义务。在这种情形下，董事可被要求就其违反此等义务的所得利益向
公司作出说明。法院还可能判给公司适当的损害赔偿，以使公司恢复到
对义务的违反发生之前的状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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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勤勉义务

董事还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对于根据联邦《加拿大商业公司法》(Canada 
Business Corporations Act) 设立的公司以及根据省法设立的大部分公
司，其勤勉义务在有关公司法中的表述是：尽到一个合理谨慎的人在类似
情况下会尽到的注意、勤勉与技能义务。这意味着董事在其职位上行使权
力、履行职责及作出决定时，必须充分运用其知识、经验、技能以及最佳判
断能力。因此，勤勉义务是一项客观标准，法院在确定董事是否达到预期标
准时，重点是考虑该董事是否关注了所涉问题并如一个合理谨慎的人在类
似情况下会表现出的那样，以一定的能力做了考虑。对特定董事能力的期
望也可能因董事的职业经验而异。

拥有更多知识或技能的董事可能被要求尽到更高标准的勤勉义务。例如，
董事若同时担任本公司的其他管理职务，则需达到更高的标准，因为他们
掌握了关于公司事务的更多信息。

为判定一名董事是否违反了勤勉义务，法院将审查该董事作出相关决定的
过程。董事不能仅因为未出席作出相关决议的会议而免除其责任，除非董
事适当提交了其对该决议的异议。

(c)	其他义务

除了受信义务和勤勉义务外，董事还负有源自联邦和省级法律的其他义
务。这些义务包括：

 ● 工资和保险金相关义务：根据规管雇佣标准的联邦和省级制定法，董事
可能需对其任期内公司雇员赚取的未发放工资和休假报酬承担责任。而
且，若董事参与了公司违反省级养老金法的行为，则该董事可能需承担
个人责任。

 ● 税法义务：若公司未能按要求预提、代扣或代缴雇员薪资扣除额、非居民
预提税、消费税及其他某些省级税，则董事可能需对此承担责任。此外，
若公司违反联邦或省级税法，董事可能需承担个人责任。

 ● 环境法义务：若公司有某些环境法违法行为，董事可能需承担责任。由
于董事被视为对公司及其雇员拥有控制权，即便董事未主动参与违法行
为，也可能需对违法行为承担责任。董事可能因公司的违法行为而被处
以罚款、监禁或支付损害赔偿。

 ● 上市公司相关义务：上市公司的董事负有额外的义务和潜在责任。上市
公司的董事必须确保公司遵守省级证券法的各项要求和限制，包括申
报、披露和报告等。若未能遵守，则董事可能面临严重处罚，包括罚款或
监禁。

 ● 其他义务：根据公司业务的性质，董事可能还需承担许多其他的责任和
义务，这些责任和义务的依据包括破产与无力偿债法、养老金法以及规
管金融机构的法律。若违反这些义务，董事可能遭受的处罚包括罚款、监
禁或损害赔偿。

9.2	 高管的义务与责任

公司高管对公司负有与董事同样的受信义务以及通常与董事相同的 
勤勉义务。 

因此，高管也负有许多与董事同样的潜在责任。一名雇员是否为高管不 
是取决于他明确的职位或头衔，而是他在多大程度上对公司享有实际权力
和控制。

9.3	 董事与高管的保护与抗辩

通过忠实而勤勉地履行其职责，董事和高管可将责任的风险降到最低。 
董事和高管需保持警惕的事务包括：

 ● 将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 披露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个人利益；

 ● 参与与其存在利益冲突的决议表决；

 ● 就对其个人有利益的交易取得股东的批准；

 ● 就公司事宜勤勉地询问管理层意见并取得管理层的完整答复；

 ● 以有意义的方式参与所有董事会会议；

 ● 在信赖独立顾问或专家意见之前，确认其有资格出具此等意见，向此等
人士提供公司占有的所有相关信息，并在审阅其报告时运用常识；

 ● 确保遵守适用法律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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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熟悉适用的制定法和普通法义务以及源自公司组织文件的义务；

 ● 对公司事务保密。

董事和高管还可以通过如下方式限制其个人责任：

●● 公司赔偿。在某些情况下，公司可能会因董事和高管代表公司所作出的
行为对董事和高管进行损失赔偿。但是，若董事违反了其受信义务，公司
本身无力偿债，或法院认定该损失赔偿不合宜，则董事或高管不能取得
公司的赔偿。

●● 股东协议。在某些情况下，若一致股东协议将部分董事会责任转移给公
司股东会，则此等协议可限制董事责任。

●● 保险。作为进一步的保护措施，董事和高管可通过董事和高管责任保险
来保护自身免遭某些类型的损失和索赔。但是，保险范围通常不覆盖欺
诈、共谋、犯罪行为和侵犯人权等案件。

●● 辞职。在万不得已的情形下，董事或高管可辞职以规避未来事件引发的
责任。但是，辞职无法解除董事或高管对于发生在其任期内的事件所承
担的责任。

●● 合理尽责。通常，董事和高管有权主张“合理尽责”的免责抗辩，前提是
能证明董事采取了一切合理措施来避免引起责任的事件发生，或董事合
理地相信了一系误以为真的事实，即在真实情况下本可赋予董事行为合
理性的事实。与董事相比，适用于高管的“合理尽责”免责抗辩情形较少。

董事或高管还可能利用其他制定法和普通法上的抗辩和保护途径，具体取
决于违法行为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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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国际贸易监管

一般而言，加拿大联邦政府负责加拿大的贸易政策和法律。

10.1	 加拿大进口法律

加拿大的《海关法》(Customs Act) 设定了一项就加拿大所有进口货物
报关的一般性义务。该法规管的事宜还包括对加拿大进口货物的海关
估价、豁免关税的情形、就联邦海关当局对货物的关税分类提出异议
的程序等。《海关税则》(Customs Tariff) 制定了适用于加拿大进口货
物的各种关税率。

10.2	 货物分类

进口货物的海关分类是根据《商品分类和编码协调制度》(“HS”) 进行
的，加拿大通过《海关税则》将 “HS” 作为国内法实施。

货物进入加拿大时，进口商依照对货物进行分类和估价以决定适用的
关税。但是，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官员有权在进口后四年内对进口商
关于货物的分类和估价决定进行审核，并有权签发调整要求，还可能
对货物的错误报关课以罚款。若进口商不同意海关官员的决定，其有
权在判定作出后 90 天内要求重新判定或重新评估。当事人还有权向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 (“CITT”) 提起进一步的上诉，有权要求联邦上诉
法院开展司法审查。

CITT 根据《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法》 (Canadian International Trade 
Tribunal Act) 设立，当事人针对 CBSA 的海关分类决定上诉后，CITT 
享有作出裁决的管辖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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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货物估价

加拿大是 WTO《海关估价协议》(Customs Valuation Agreement) 的成员
国。为履行该《协议》规定的义务，加拿大在货物的海关估价方面一般采用 
 “成交价格”法。

除在进口商和出口商为关联方的情况下适用的特殊规则外，确定成交 
价格的方法是确定商品销售出口至加拿大的实际已付或应付价格。这一价
格将根据某些费用、收费、特许使用权费、运费及其他额外费用进行调整。

10.4	 	关税减免及其他计划

加拿大实行众多计划，在某些情形下对关税予以扣减、退税、退款减免。这
些关税计划十分复杂。低关税率的可得性通常取决于进口商的地位和进口
商为进口产品预订的用途。在特定情形下，加拿大政府还有权决定降低或
减免已付或应付的关税。

10.5	 	出口与进口管制

 《进出口许可证法》(The Export and Import Permits Act) 赋予了对某些类
型的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进行管制的一般的制定法权限。这项法令授权加
拿大政府将产品列入《进口管制目录》(Import Control List)，该清单禁令
进口其列明的货物，或限制其进口数量。 加拿大政府还有权对 《出口管制
目录》所列明的产品的出口进行管制，特别是那些用途涉及军事或国家安
全的产品。

加拿大还签订了一些涉及货物进出口及经济制裁的国际协定。这些国际协
定通过《特别经济措施法》(Special Economic Measures Act)、《联合国法》
(United Nations Act) 等国内法律在加拿大实施，并且，加拿大援引这些协
定，根据加拿大承担的多边义务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和贸易制裁。

10.6	 加拿大贸易救济法律

加拿大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控制进口对国内生产造成破坏的倾销和补贴产
品。为了调查被指控的倾销和补贴行为，联邦《特别进口措施法》(Special 
Import Measures Act) 规定由两个机构负责两种类型的调查。

CBSA 负责调查倾销或补贴是否已发生。CITT 根据加拿大反倾销、保障措
施和反补贴税方面的法律负责调查国内生产所受的损害。CITT 判定提出
申诉的国内产业是否受到了被倾销或补贴的进口产品造成的实质性损
害。加拿大承担 WTO 义务要求，在征收确定反倾销、反补贴关税前，加拿
大必须找到倾销  （或补贴）和国内生产商所受的损害这两项证据。

10.7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已在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取消了
成员国原产商品的大部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符合 NAFTA“原产地规则”
的商品有资格享受此等优惠待遇。为了保护人类、动物和植物生命或健康
与安全，某些限制继续适用。NAFTA 成员国正在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开展谈判。

10.8	 其他贸易协定

除了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外，加拿大还是其他一些双边贸易协定的成
员国，根据这些协定，来自成员国的商品可享受优惠待遇。这些协定包括
加拿大与巴拿马、约旦、哥伦比亚、秘鲁、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冰岛、列支敦
士登、挪威和瑞士）、哥斯达黎加、智利、韩国以及以色列之间的贸易协定。
加拿大还与欧盟商讨签订《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CETA)，并与一些太平
洋沿岸各国签订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此外，加拿大正在开展一系列谈判，包括与加勒比共同体 (CARICOM)、中
美洲四国（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印度、日本、摩洛
哥、乌克兰、多米尼加共和国、新加坡和中国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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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法

与反竞争行为和不正当竞争相关的加拿大法律主要为联邦《竞争法》
(Competition Act)。《竞争法》几乎无一例外地适用于加拿大全境的所有
行业和贸易级别。

这项法令既包括刑事条款又包括非刑事条款。刑事犯罪包括串通投标、 
共谋、欺诈性电话销售行为、误导性广告和欺诈性营销行为。非刑事或可
审查事宜包括合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某些类型的竞争对手间合作
行为。

竞争专员 (Commissioner of Competition) 负责调查被指控的违反
竞争法的行为。竞争专员就非刑事犯罪性质的违法行为向竞争法庭
(Competition Tribunal) 提起诉讼。该法庭是一个专门的司法机关，独立
于政府之外，由加拿大联邦法院 (Federal Court of Canada) 的法官和非
律师专家组成。《竞争法》还在有限的范围内赋予私人当事人向竞争法庭
提起诉讼的权利，但诉由必须是涉及下列五类可审查事宜的具体非刑事
反竞争行为：拒绝交易、价格维持、独占交易、捆绑销售和市场限制。竞争
法庭可以签发中间和最终命令，针对反竞争非刑事行为进行补救。涉嫌刑
事违法的行为移交给加拿大总检察长 (Attorney General)，由其向法庭起
诉。刑事违法者将被处以罚款、禁制令、临时禁制令及/或监禁。

11.1	 	合并审查

《竞争法》对合并的定义十分宽泛，包括直接或间接收购或建立对他人业
务的控制或在此等业务中的重大权益。一般而言，如果合并可能实质性妨
碍或减少竞争，则将被审查。在考量合并是否会实质性地减少竞争的过程
中，竞争法庭会考虑各种因素，包括：合并各方所面临的国外竞争的程度；
在不合并的情况下作为合并的一方的业务失败的可能性；可替代合并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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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所提供产品的其他产品的可得性；市场进入壁垒的程度以及合并后竞争
的保持程度。此外，竞争法庭还会考虑合并是否很可能在提高效率方面带
来益处（这种益处会大于或抵消合并带来的任何反竞争影响）。如果竞争法
庭判定合并可能会实质性地减少竞争，则可全部或部分禁止合并或分拆已
合并企业，或者允许合并在竞争法庭订立的条件下继续推进。

取决于参与方和交易的规模，重大的合并交易还可能需在合并前申报。例
如，在下列情况下，收购资产需要申报：(a) 交易各方及其各自的关联公司
在加拿大拥有的资产金额，或在加拿大（或源自加拿大或向加拿大）总销售
收入益超过 4 亿加元；以及 (b) 被收购资产的总值或这些资产在加拿大产
生（或来源于加拿大）的总销售收入超过 8,800 万加元1。同样的门槛也适
用于股权收购、企业统合和合并。如果达到申报的适用门槛，则交易各方必
须向竞争专员提供规定的信息，并且支付规定的申报费用（目前为 5 万加
元）。须申报的交易需要经过 30 天的强制性初始等待期，直到等待期结束
或者竞争专员另行表示交易可继续推进。如果竞争专员要求交易各方补充
信息，初始等待期可能会延长。

11.2	 刑事违法

根据《竞争法》(Competition Act)，加拿大总检察长对刑事起诉拥有专属管
辖权。公司和个人都可被指控刑事犯罪，包括共谋、传统投标以及某些误导
性广告和欺诈性营销行为。此等违法行为可能被判处罚款及/或监禁。

根据《竞争法》，主要的刑事犯罪行为是共谋，涉及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之
间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协议或安排，其目的包括：固定、保持、提高或控制
价格；分配销售、地域、客户或市场；或固定、保持、控制、阻止减少或消除产
品的生产或供应。上述安排本身已构成违法，不管是否引起任何实际的反
竞争效果，均可处以罚款及/或监禁。

11.3	 误导性广告与欺诈性营销行为

 《竞争法》还包含旨在减少误导性广告和欺诈性营销行为的条款。这些条款
通常禁止具有如下特征的公开陈述：(a) 错误或具有重大误导性；(b) 没有
基于足够和适当的测试；(c) 包含虚假的证言或不实的价格陈述。若当事人
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作出此等陈述，则可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并进行刑事制

1   这是 2017 年的门槛值。这一门槛值每年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而调整。2018 年的门槛值预计 
大约上调 2%。

裁。若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引起，则可根据《竞争法》进行民事处分， 
包括下令阻止其反竞争行为和处以大额行政罚款。

刑事欺诈性营销行为包括双重标价、传销、诱饵推销以及发布欺诈性中
奖通知等。这些条款禁止如下形式的促销竞赛，即在促销竞赛的陈述中
暗示，产 品接受者已经赢得或将会赢得奖项或利益，并试图让产品接受
者支付或让其发生任何成本，除非产品接受者确已赢得比赛，并且规定
的披露要求已被遵守。此等欺诈性行为的刑事责任还可被追加于可以控
制或影响公司行为的公司的董事和高管。

需审查的非刑事欺诈性营销行为包括未达到刑事犯罪标准的对公众的
误导性或虚假陈述、基于不充分测试的性能主张以及诱饵推销式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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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销售与消费者保护

如前面第 11 章（竞争法）所述，除了规管价格垄断、串通投标和其他反
竞争做法以外，联邦《竞争法》还规管各类消费者事宜，包括误导性广
告、垃圾邮件、欺诈性电话营销和传销等。

根据《加拿大宪法》(Canadian Constitution)，联邦和省政府分担保护
消费者的责任。联邦政府负责为生产商和消费者确保一个公平、有效
和具有竞争性的市场。联邦消费者保护法律适用于加拿大消费品的销
售、广告宣传和标记等。省级政府负责与货物销售相关的合同事宜，例
如销售条件、保证和许可等。全国各省对消费者的保护标准大致相同。
各省还要求向公众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各种企业（例如房产中介、汽车
经销商、收债公司和直销商）在出售产品或提供服务前进行登记、获得
执照或许可。

12.1	 广告监管

《竞争法》中规管误导性广告和欺诈性营销行为的条款适用于通过任
何方式（包括印刷品、广播电视和网络广告、书面和口头陈述以及演示
等）直接或间接促进产品、服务或任何业务权益的供应或使用的任何
人。影响买方买下此等产品的任何重大误导性陈述都受《竞争法》规
管，并可能遭受处罚。误导性广告还受各种省级法规的规管。

12.2	 加拿大商品标记监管

总的来说，联邦消费者保护法适用于必须披露于产品标记上的信息，
并且禁止使用虚假或误导性信息。

12



在加拿大经商  |  6564

联邦《消费品包装及标签法》(Consumer Packaging and Labelling Act) 
主要由加拿大竞争局 (Competition Bureau) 负责执行，对消费品的包
装和标记进行监管。该法旨在保护消费者免受虚假陈述的误导，并帮助
消费者区分不同产品。本法规管的产品涵盖作为所有贸易或商业标的
物的物品，包括食品和非食品产品。《消费品包装及标签法》适用于“交
易商”（宽泛地定义为产品零售商、制造商、加工商或生产商，或者从事
任何产品进口、包装或销售业务的任何人），并禁止交易商销售、推广或
向加拿大进口任何预包装产品，除非附有规定规格的标签。标签上显示
的特定信息（包括产品通用名和净数量）必须用英文和法文双语书写，
并且此类信息必须按照规定的格式显示（即符合尺寸和位置要求）。

除了《消费品包装和标签法》的要求外，联邦《食品和药品法》(Food and 
Drugs Act) 还通过规定纯度和质量标准以及标记和广告标准，对食品、
药品、化妆品和医疗设备的广告、销售及进口进行监管。

 《危险产品法》(Hazardous Products Act) 监管危险或受控产品和物质
的广告、销售和进口，其中包括压缩气体、易燃和可燃材料、氧化材料、
有毒和传染性材料、腐蚀性材料及可发生危险性反应的材料等。一般而
言，该法禁止供货商销售或进口用于工作场所的危险产品，除非进口商
提供一份披露特定信息的材料安全数据表，并且此等危险产品的包装
符合特定标记要求。

 《加拿大消费品安全法》(Canada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Act) 统管“
消费者产品”（定义宽泛，包括合理预期将为个人获取并用于非商业目
的的产品及其零件、配件或组件，以及其包装）的制造商、进口商及零售
商，以及从事消费者产品的广告、测试、包装或标记工作的人员和免费
派发促销产品的人员。该法旨在防止对人体健康或安全构成危险的消
费品的制造、进口、广告和销售，例如以虚假、误导或欺诈的方式对消费
品的安全性进行广告或标记。根据《加拿大消费品安全法》，联邦政府可
召回产品。该法还规定了报告消费者产品安全事故和产品缺陷的义务，
以及保持供应链相关记录的义务。

此外，还有其他消费者保护法律监管某些特定产品的市场营销和销售。
例如：(a)《纺织品标签法》(Textile Labelling Act) 要求服装和布艺家私
必须贴上标签；(b)《贵重金属标记法》(Precious Metals Marking Act) 制
定了贵重金属制品的销售规则；(c)《农产品市场营销法》(Agricultural 

Products Marketing Act) 设定了农产品的标准和等级，并监管农产品
的进口、出口和省际交易；(d)《烟草法》(Tobacco Act) 要求烟草产品的
包装显示其健康危害性、使用该产品或该产品排放物对健康的影响和
其他信息； (e) 提议的《大麻法》(Cannabis Act)（尚未颁布，但预计在 
2018 年 7 月生效实施）包含旨在保护公众健康的严格产品安全和质量
要求；以及《 (f)《机动车安全法》(Motor Vehicle Act)监管加拿大进口和
出口机动车的安全标准。

此外，联邦和省级政府对其他许多潜在危险性产品（电气线路、设备、
家电和汽车等）的安全和性能都设有法定标准。

12.3	 产品责任法律

加拿大的产品责任法律基于合同法和过失责任法。某些规定和/或默示
了保证的产品也适用制定法。

在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合同承诺被违反时，合同法为受害方提供救济。
动产销售合同的管辖权属于各省并受省货物销售法律监管，此等法律
通常将有关货物适销性及质量的特定条件和保证规定为合同的默示
条款。若发现货物有瑕疵或违反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则卖方、分销商和
制造商需为其违反合同的行为负责。瑕疵货物的买方可选择拒绝接受
货物并撤销合同，或将其当作违反保证的行为对待并提起损害赔偿之
诉。违反保证的诉讼无需证明过失；合同法只要求证明保证被违反并
造成了损失。只有受害方与被诉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受害
方才能提起违反保证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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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责任方（通常为负责制造或将产品推向市场的一方）的行为低于某一
被认可的标准时，过失责任法为受害方提供救济。为支持过失索赔，受
害方通常必须证明责任方对索赔方负有勤勉义务，并且责任方关于产
品的行为违反了适用的勤勉标准，以致给索赔方造成了损失。过失责任
不要求受害方与责任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因此，过失责任可延伸到任
何曾接触瑕疵产品的人，包括制造商、设计者和分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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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是开展业务和促进业务扩展的一种方式。通常，被许可方需缴
纳一定费用，以获许使用许可方知识产权和业务系统。

许可方参与被许可方日常运营的程度各不相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许
经营协议的性质。在“交钥匙”特许经营中，许可方完全负责特许经营场
地的建设与开业，并持续监督其运营。“经销商”特许经营则为另一个极
端，许可方仅向被许可方提供供转销的商品，并因此获得特许权使用费。

特许经营协议必须与代理和经销合同区别开来。在代理关系中，代理商
仅代表委托人销售产品从而获取佣金，并不购买产品。经销则是一种购
买存货并转销给其他企业的商业形式。特许经营与经销之间的界线并不
明晰，通常根据对经销商或被许可方的控制程度来进行区分。在判定某
种商业关系是否适用某些省份实行的特许经营法律方面，这二者的区别
显得尤为重要。

13.1	 	特许经营的结构

特许经营授权系统的结构可包括单店授权、区域发展授权或区域主授
权。单店授权是指直接授予被许可方个体特许经营权。此外，许可方也可
委任一名区域发展商，负责为特定地区的特许经营系统进行市场营销，
并发掘潜在的特许经营场地。在主区域授权体系中，区域主加盟商还可
再授权给单店加盟商。区域主授权协议通常会授予许可方对被许可方业
务扩张的控制权，并在区域主加盟商和许可方之间设定合适的费用分 
摊政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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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外国许可方

对于试图以特许经营方式进入加拿大市场的外国许可方，可用的商业结
构包括以下几种。第一，以该许可方已有的外国企业结构直接进行特许经
营。直接特许经营的优势在于启动成本很低，但这会使得许可方需承担其
在加拿大开展的业务所产生的责任，并且由于缺乏本地商业存在，此授权
方式可能会损害许可方在加拿大市场营销的有效性。另一种方式是，通过
设立分支机构来管理加拿大的特许经营权授予。但这一方式可能会招致
加拿大所得税责任，并且没有将许可方与其加拿大分支机构的运营损失
和责任相隔离。第三，外国许可方可选择设立加拿大子公司。此等方式可
将外国许可方与其加拿大运营的责任及损失相隔离，但对于这种结构产
生的税务问题等其他影响，投资者应慎重考虑。

13.3	 	遵守联邦与省级法律

尽管加拿大未制定像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特许经营规则》（United 
State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ranchise Rule，更为正式的称谓
是《特许经营与商业机会投资企业的披露规定和禁止事项》(Disclosure 
Requirements and Prohibitions Concerning Franchising and Business 
Opportunity Ventures)）这样全面的联邦特许经营法律，但也有几项普遍
适用的联邦制定法可能会对特许经营关系产生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 

《竞争法》(Competition Act)、《商标法》(Trade marks Act)、《加拿大投资
法》(Investment Canada Act) 及《所得税法》(Income Tax Act)，这些法律
分别规管适用于外国许可方的竞争和贸易惯例事宜、商标的登记及保护
事宜、投资及税收规则事宜。

一些普遍适用的省级法律也可能适用于外国投资者的特许经营，如酒类
许可、雇佣标准、商业租赁及动产担保等法律。

如下所述，除这些普遍适用的法律以外，阿尔伯塔省、安大略省、爱德华王
子岛省、新不伦瑞克省、 曼尼托巴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还颁布了专门
的法律规管特许经营关系。《魁北克省民法典》(Civil Code of Québec) 和

《法语宪章》(Charter of the French Language) 也值得所有考虑在魁北
克省拓展业务的许可方关注。

(a)	阿尔伯塔省

阿尔伯塔是加拿大第一个颁布特许经营专项立法的省份。阿尔伯塔省《特
许经营法》(Franchises Act) 规定，其目的在于帮助潜在被许可方做出明智
的投资决定，推动特许经营领域的公平交易并针对违反该法律规定的情形
提供民事救济。该制定法的重要内容包括：要求许可方在任何特许经营相
关款项被支付或任何相关协议签订之前，至少提前 14 天向潜在被许可方
提供一份信息披露文件；特许经营协议双方均承担开展公平交易的责任；
被许可方享有就披露文件虚假陈述引起的损失提起诉讼的权利；被许可方
有权因许可方未提供必要的披露文件而撤销特许经营协议。

 “特许经营”一词在阿尔伯塔省《特许经营法》中的定义十分宽泛。特许经营
费的支付并非该定义的要素，只要被许可方对许可方负有持续的财务义
务，并且许可方对特许经营业务的运营持续拥有重要的控制权即可。因此，
要仔细审查分销型关系，以判定其是否在阿尔伯塔省《特许经营法》的适用
范围内。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被许可方为阿尔伯塔省居民，或该被许可方在
阿尔伯塔省拥有该省《公司税法》(Corporate Tax Act) 所定义的永久营业
场所的情况下，阿尔伯塔省《特许经营法》才适用于此等特许经营权的出
售。阿尔伯塔省《特许经营法》还强制性指定，阿尔伯塔省法律为所有特许
经营协议的适用法律。

(b)	安大略省

随着《阿瑟•威夏特法》（Arthur Wishart  Act，特许经营披露法）在 2000 年
施行，安大略省成了加拿大第二个颁布特许经营法的省份。 该法与阿尔伯
塔省的同类法律相似，但在几个重要方面存在差异。第一，该法不只适用
于安大略省居民或在安大略省拥有永久经营场地的潜在被许可方，还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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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任何在安大略省开展部分或全部业务的特许经营。第二，强制信息披露
文件需提供的内容更为详尽。此等文件必须包括：提醒潜在被许可方必须
在签定协议之前取得独立的咨询意见，并与现有或过往的被许可方取得联
系；特许经营公司的董事、普通合伙人及高管的详尽信息；一份关于被许可
方在开展特许经营业务过程中需获取的所有许可、登记、授权及其他准许
的说明。

(c)	爱德华王子岛省、新不伦瑞克省、曼尼托巴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爱德华王子岛省的《特许经营法》(Franchises Act) 于 2007 年 1 月 1 日生
效，新不伦瑞克省的《特许经营法》于 2011 年 2 月 1 日生效，曼尼托巴省的

《特许经营法》于 2012 年 10 月 1 日生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特许经营
法》于 2017 年 2 月 1 日生效。爱德华王子岛省、新不伦瑞克省、曼尼托巴省
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特许经营法在很多方面与安大略省 2000 年颁布的

《阿瑟•威夏特法》（特许经营披露法）类似，即上述四部法律均规定，许可
方必须向潜在被许可方提供一份信息披露文件，若未提供披露文件则被许
可方拥有撤销特许经营协议的权利，以及许可方和被许可方之间的诚信信
用和公平交易义务，并保护被许可方的结社权。在特许经营许可方披露文
件须涵盖的信息方面，爱德华王子岛省、新不伦瑞克省、曼尼托巴省及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各自《特许经营法》项下的《条例》中均有详细的规定。这三个
省规定的披露文件须包含的内容与安大略省规定的内容十分相似，但不完
全相同。

(d)	魁北克省

根据《魁北克省民法典》(Civil Code of Québec)，大多数特许经营协议属
于“附合式合同”，即，其合同条款由合同的一方或（许可方）有人代表一方
起草，并且其条款不允许合同的另一方（被许可方）协商。根据《民法典》
(Civil Code)，附合式合同必须用明确、易懂的语言表述。此等合同不得引
用其他合同的条款，除非已明示提醒被许可方注意此等条款。任何滥用支
配地位或设定繁重义务的条款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不成立，或被限制其法
律效力。合同作为一个整体将以有利于被许可方的方式进行解释。

 《法语宪章》(Charter of the French Language) 也适用于特许经营，因其强
制性指定法语为魁北克省的商贸语言。第 22 章（语言问题）将对 《宪章》进
行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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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14.1	 知识产权的战略价值和重要性

欧洲专利局 (European Patent Office) 和欧盟知识产权局 (EU IP 
Office) 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欧盟境内 42% 的经济活动由知识
产权密集型行业产生，38% 的就业机会由较多应用知识产权的企业
创造。该项研究还显示，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的工资较高。同年，美国
商务部发布了《知识产权与美国经济：2016 年最新报告》(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U.S. Economy: 2016 Update)。该报告显示，在美
国，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提供了 4,500 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其所贡献
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 比例高于 38.2%。在致力于成为全球创新先驱
国家的加拿大，知识产权的地位也极为突出。

如本章所述，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及其他行业的公司以专利、商标、 
著作权、工业设计、商业秘密及其他知识产权的形式确立排他性权利，
然后通过将这些权利商业化的方式获得价值，从而完成价值创造 
的过程。

14.2	 专利

技术创新和发明是很多企业的生命之源，而专利则有助于保护这些创
新和发明的价值。 

一旦获得专利权保护，发明人或发明的其他所有权人即被授予排他性
制造、销售和使用此等发明的法定权利。

作为享有这一专属权的代价，发明人必须充分披露该发明的相关信
息，以便他人在该发明专利期满后制造和使用。加拿大的专利权有效
期最长为提交申请之日起 20 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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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定义为“任何具有新颖性和实用性的技术、流程、机械、制造工艺或合
成物，或其任何具有新颖性和实用性的改进”。 

为在加拿大取得专利权，一项发明必须是新的，以符合“新颖性”的要求，必
须是实用的，以符合“实用性”要求，此外还必须是非显而易见的，以符合“
创造性”的要求。

与大多数国家一样，加拿大采用“先申请”原则，即最先提交某项发明的
专利申请的人有权获得该项发明的专利权。加拿大还是《专利合作条约》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 的成员国。该条约使专利申请人以较
低成本在各国（包括加拿大）申请专利。

加拿大并不要求绝对的新颖性和创造性。因此，加拿大专利申请可在首次
公开披露该发明标的（由专利申请人或从申请人处获得了相关知识的其他
人披露）后的一年内提交。

总体而言，在可取得专利权的标的方面，加拿大专利制度与其他大多数国
家的专利制度类似。尽管加拿大对医疗方法及高级生命形式的专利申请有
明确的限制，但最近的司法实践至少赞同某些业务方法取得专利。对于大
多数专利标的而言，只要在起草专利说明和权利要求书时适当注意并遵守
加拿大惯例，通常有可能取得专利保护。

14.3	 	制药专利

加拿大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仿制药审批与专利障碍初步消除联系在一
起。新型药物的专利登记簿上可能会列示某些种类的专利。任何拟进入市
场的仿制药公司必须主张这些专利未被侵犯或属无效。如果发明人选择就
此等主张向法院提出异议，那么在异议被驳回前，该仿制药公司不得进入
市场。如果此等异议成立，那么在该专利失效前，该仿制药公司不得进入市
场。此等异议程序并不对是否侵犯专利权或专利权有效性作出“对物裁决”
，因此，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全面的专利权侵权诉讼。但是，这些法律程序通
常是制药公司获得类似于中间禁令的救济、以求在专利争议未决前保护其
市场份额的唯一途径。  

此外，加拿大的制药公司还须向专利药物价格审查委员会 (Patented 
Medicines Prices Review Board, “PMPRB”) 提交与药物相关的专利报
告。即使专利与药物仅具有“极其微小”的关联，也必须报告。包含相关专利
的药物须遵守专利药物价格审查委员会制定的价格管制规定。

欲获知更多与此主题相关的信息，请登录 blgbooks.com 下载我们最新
版的《加拿大生命科学与化学专利实务》(Life Sciences and Chemical 
Patent Practice in Canada)。

14.4	 	商标

公司使用标志将自身与其竞争对手区分开来。商标是公司品牌的重要
组成部分。通过商标，消费者能够轻而易举地将一家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与其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区分开来。

在加拿大，商标可以是文字、图案、文字和图案的组合或其他具有独特
性的识别因素（如形状、颜色和声音）。

为实现加拿大商标法和相关程序与国际条约,特别是《商标法新加坡
条约》(Singapore Treaty on the Law of Trade-marks) 和《尼斯协定》
(Nice Agreement) 的统一，并为在加拿大推行《马德里议定书》(Madrid 
Protocol) 做好准备，加拿大商标法正在进行重大修订。 

统一后，加拿大将取消要求申请人说明商标申请是基于使用、计划的使
用还是国外使用和注册的规定。 

商标注册会带来诸多实质性利益。最重要的是，注册可授予所有者在特
定产品和服务上排他性使用注册商标的权利，并可在加拿大全境强制
执行其商标权利。此外，经过注册，商标权人还可享受某些非注册商标
无法适用的侵权救济。

加拿大《打击假冒产品法案》(Combatting Counterfeit Products Act) 
旨在为商标权人提供处理假冒产品进口、扣留和销毁的方法。该法案允
许向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 申请登记商
标。并且，对于明知某商标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该商标的关键元素与注
册商标无法区分而生产、进口、出口、销售或分销“具有商业规模”的、带
有该商标的货物、标签和包装物及服务广告的人，该法案规定了重大刑
事处罚。

但是，加拿大商标注册申请书中所包含的所有产品和服务均须在一般
商业条款中列示。在对《商标法》(Trademarks Act) 进行上述修订时，并
未变动“进一步明确产品和服务”的规定。 

http://www.blgb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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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续展，注册商标可实现永久有效。

如未遇到异议或反对，整个注册流程需大约 14 到 18 个月。商标通常可在
注册程序完成前即开始使用。建议在使用商标前进行彻底的检索，确保该
商标目前未被他人使用。

在加拿大，商标所有者须控制其被许可人产品或服务的特征或质量。即使
商标所有者许可使用其商标的对象是其某个子公司，该项法律规定仍然适
用。如果商标所有者未能履行该项义务，其商标权益可能会受损。

受制于某些条件，外国政府、武装力量、大学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可要求将其
国家、地区或城市的旗帜、徽章、纹章或象征认定为“公务标记”。公务标记
可防止注册相同的标记或与之过于近似以致产生混淆的商标。在公务标记
申请期间第三方不得提出异议，公务标记将一直存续，直至被主动注销或
根据法院命令被撤销。此外，公务标记不限于特定商品和服务，无需定期 
续展。

欲获知更多与此主题相关的信息，请登录 blgbooks.com 下载我们最新
版的《加拿大商标实务》(Trademark Practice in Canada) 和《金砖四国与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商标异议与诉讼》(Trademark Opposition and 
Litigation in BRIC And NAFTA)。

14.5	 	著作权

著作权旨在保护原创作品。文学、音乐、戏剧和艺术作品均受著作权 
保护。

著作权系“以任何物质形式制作或复制作品或其中的任何实质性部分，公
开演示作品或其中的任何实质性部分，或出版作品或其中任何实质性部分

（若作品未出版）的独占权”，并包括其他某些具体的权利。

著作权适用于特定类型作品的合格作者。合格作者必须是加拿大人，或者
是英联邦国家或与加拿大同属《伯尔尼公约》(Berne Convention) 成员国
的其他国家公民或居民。如果作者符合这些资格条件，并且作品固定于文
本、录音、艺术作品及其他有形的外在形式，则此等原创文学、音乐、戏剧或
艺术作品在加拿大受著作权保护。在加拿大，著作权受保护的期限通常为
作者终生外加其身故后 50 年。某些作品的保护期限可能较短。

文学、音乐、戏剧和艺术作品等类别的定义很广。例如，艺术作品不仅包括
油画和雕塑，还包括地图、图表、设计图和建筑艺术作品。同样，文学作品包
括电脑程序。为获得著作权保护，作品必须为原创，即，作品必须为作者原
始创作，而非抄袭另一来源。

http://www.blgb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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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著作权无需登记。如果作者符合资格条件并且作品满足必要条
件，则作品在加拿大受著作权保护。登记可带来某些利益，如确定著作权的
存在和作为著作权归属的证据推定，从而加强所有者执行著作权的能力。 
著作权的登记没有时间限制。

作者的人身权利也受到保护。这些权利能够确保作品得以恰当署名（或者
匿名受到尊重），并且作品的改编方式不会损害作者声誉。

如果某人的行为是仅著作权人有权采取的行为（著作权人同意的情形除
外），就会发生著作权侵权。著作权人享有著作权侵权救济。法律也规定了
侵权例外，例如合理使用。

加拿大版权局 (Copyright Board of Canada) 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监管机
构，对集体团体管理著作权的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取决于其所管理的权
利，著作权集体管理团体负责大规模作品集的集体管理。版权局的主要职
能是批准著作权集体管理团体提议的著作权使用费率。

若集体管理团体和用户不能就某件作品的著作权使用费或使用条款达成
一致，则可请求版权局确定著作权使用费和使用条款。

若著作权持有者使用电子锁以防止其受保护作品未经授权的传播，则规避
此等电子锁的行为被禁止。但是，该项禁止也有例外情况，包括为安全测试
和相关研究而开展逆向工程。其他例外情形包括制作受著作权保护的材料
的临时性、技术性及附带性副本。这些例外情形可为软件和计算机行业的
创新公司提供更大的确定性。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搜索引擎公司对其服务用户的侵权行为不承担责任。
此外，“通知-通知”结构使得著作权持有者得以向服务提供商通知被指称
的侵权，后者接到通知后会转告被指称的侵权方。 

 《著作权法》的规定保持技术中立。这种中立性旨在使《著作权法》适应当今
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世界。这能使从事最新技术业务的企业的运营更有 
保障。

 《著作权法》包括刑事犯罪、民事救济和边境执法机制等内容，旨在打击侵
权行为和假冒商品的进出口。

14.6	 	工业设计	

工业设计保护体现在一件已完成的物品上的、能引起视觉注意并可仅凭肉
眼判断的形状、外形、模型、装饰的原始特征，或者这些特征的任意组合。例
如家具、鞋类、智能手机、瓶子、车辆、家用器具、玩具和织物的设计。 

仅体现物品的实际用途或制造、建造方法或规律的设计特征通常不符合工
业设计保护的条件（但可以申请专利）。

可注册的设计必须为原创，即设计作者通过智力活动创造了一项他人从未
设想过的设计。至少设计需不同于此前已注册的设计，并且不能被描述为
普通的或常识范围内的。

在加拿大，若在某项工业设计公开披露（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披露）超过
一年后提交注册申请，则此等申请将被拒绝。

一旦注册成功，包含该设计的物品必须被标记，以告知他人该物品上存在
设计注册。若未对物品进行适当的标记，则可能无法向任何侵权人索赔，并
可能导致设计注册失效。

如果注册者支付维护费，自注册之日起，保护期可持续 10 年。

一旦注册成功，包含该设计的物品可被标记，以告知他人该物品上存在设
计登记。若未对物品进行适当的标记，则可能无法向侵权人索赔。

14.7	 	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是具有价值的保密商业信息，包括发明（在专利申请中公布的发
明除外）、化学式、数据汇编、研究、业务流程和技术以及市场营销信息。

商业秘密不实行登记，但须予以保密。如果可对商业秘密予以保密，则可 
被永久保护。公司须对商业秘密采取保护措施，以确保其不被披露或不当
使用。

对于发明类商业秘密，公司可以决定是寻求专利保护还是将其作为商业秘
密予以保密。该决定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对发明保密的可能性、竞争对
手独立研发出商业秘密的概率以及取得专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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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

加拿大还对集成电路布图权和植物品种权予以保护。

14.9	 	商业化	

知识产权的价值可以通过商业化（即使用知识产权、将其许可给他人、销售
使用知识产权的物品、或者出售知识产权本身）或开展知识产权强制执行的
方式予以开发。 

总的来说，在加拿大所有类型的知识产权均可被许可，且无任何单一的制定
法规管此等许可。在这方面，适用的是一般的合同方面的普通法。商标的许
可必须遵守第 14.4 部分（商标）中所述的控制要求。

许可方可许可一名或多名被许可方。在确定许可限制时，许可方有很多 
选择。 

许可主要有三种类型：即独占许可、排他许可和非独占许可。独占许可即仅
被许可方能使用该被许可知识产权（即使许可方自己也不得使用被许可的
知识产权）。排他许可即仅被许可方和许可方能使用该被许可知识产权。非
独占许可允许许可方按自己的意愿授予任意数量的许可。当今大多数商业
软件的许可均为非独占许可。 

尽管可授予无限制条件的许可，但许可方常常会在时间、地理范围或用途等
方面对许可进行限制。许可方可限制许可的地理范围，在此等情形下，被许
可方仅能在特定区域使用或推广被许可知识产权。许可方也可对许可进行
时间限制，在此等情形下，许可仅在特定期限内（如一年、十年等）有效。许可
方还可限制许可的用途，在此等情形下，被许可方仅可将被许可的知识产权
用于特定的活动或领域。

违反知识产权许可的补救与其他任何违约行为的补救相同。

欲获知更多与此主题相关的信息，请登录 blgbooks.com 下载我们最新版
的《商业化创新》(Innovation to Commercialization)。此外，如您欲了解与
此主题相关的深度解析，我们向您推荐 BLG 参与主编的以下书籍：《商业
创新—新经济体的知识产权交易与战略》(The Business of Innovation –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nsactions and Strategies in the New Economy)。

14.10	 	知识产权的强制执行

公司有一些不同的途径可以强制执行其知识产权，包括禁令。

欲了解更多与此主题相关的信息，请登录 blgbooks.com 下载我们最新 
版的《加拿大知识产权与相关商事诉讼》（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Related Commercial Litigation in Canada，该书中有一章阐述了加拿大
与美国诉讼的重大差异）和《金砖四国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商标异
议与诉讼》。

14.11	 	知识产权战略

虽然单个知识产权资产本身即具有价值，但通过实施一个全面整合的知识
产权战略，这种价值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这种战略旨在实现创新、公司品
牌化和品牌创建，充分开发利用受保护的知识产权，对侵权人采取强制执
行措施，并维护相关知识产权的价值。

欲了解更多与此主题相关的信息，请登录 blgbooks.com 下载我们最新版
的《商业化创新》。此外，如您欲了解与此主题相关的深度解析，我们向您
推荐 BLG 参与主编的以下书籍：《商业创新—新经济体的知识产权交易与
战略》。

http://www.blgb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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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为加拿大的外商投资者带来了重要的商机。但是，它也引发
了一系列法律问题。其中包括：

 ● 电子文件的效力；

 ● 电子合同的订立及强制执行力；

 ● 著作权作品及商标的保护；

 ● 信息的安全及跨境输出；

 ● 消费者保护、隐私权及商务电子消息的发送；

 ● 电子证据在法庭上的可采纳性；

 ● 广告及竞争法的遵守；

 ● 国内外税收法律的适用与遵守。

加拿大已颁布专门解决其中一些问题的法律，还有的问题则可通过普
遍适用的法律、私人合同及保险加以解决。下面是加拿大电子合同的
订立及电子文件效力方面法律的一般性要点。

15.1	 	加拿大电子商务法律

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大多数省政府（魁北克省除外）均仿效联合国国际
贸易法委员会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电子商务示范法》(Model Law on Electronic Commerce) 以及
加拿大统一法律联合会 (Uniform Law Conference of Canada)《统一
电子商务法》(Uniform Electronic Commerce Act) 制定了各自的电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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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法律。“电子”的法律定义为：以数字或其他无形的形式通过电子、磁
力、光学或其他任何类似方式创建、记录、传输或存储。虽然相关立法涵盖
各种电子合同及文件，但并不适用于特定类型的文件，如遗嘱、授权书以及
设立或转让土地权益的文件。魁北克省采用了不同的立法路径，但其在这
方面的法律与其他省份的法律有很多相似之处。

15.2	 	电子文件的效力

现有电子商务法律通常有如下规定：

 ● 电子记录不会仅因其为电子形式而被否认其法律效力；

 ● 可供日后参考的电子记录符合书面记录的法律要求；

 ● 对原始记录的法律要求可通过提供文件的电子记录满足，只要记录 
的组织形式大体上与原始记录相同，并可供收件人访问并保留用作 
日后参考；

 ● 电子签名可满足手写签名的法律要求（但魁北克等省份规定电子签名必
须满足某些特定标准）；

 ● 电子记录的使用不是强制性的，但可从过去的行为中推断出同意使用电
子文件。

 ● 特定法律文件和合同（如遗嘱及土地权益转让合同）不在电子商务法律
允许使用电子合同的范畴，因此这些文件和合同不得使用电子版。

15.3	 	合同订立与合同的强制执行力

电子商务法律还规管电子合同的订立与其强制执行力。例如，若合同各方
无相反约定，要约、承诺或对合同订立及效力具有重要影响的其他任何事
项均可以电子形式的信息、记录或活动予以表示，例如触摸或点击网站图
标。合同将不会仅因其采用电子记录形式订立而无效或无强制执行力。

同样，只要遵守某些特定的规则，合同也可通过电子代理人订立。“电子代
理人”的法律定义为：用于发起一项活动或对电子信息、记录或活动做出全
部或部分回应、且在做出回应或发起活动时无人工复核的某种电脑程序或
其他电子方式。

15.4	 	发送与接收电子记录

适用法律一般认定，电子记录在进入不受发件人控制的信息系统时
即已被发送。如果发件人和收件人在同一信息系统内，则当收件人能
检索并处理记录时，电子记录被视为已发送。

当电子记录进入收件人信息系统时，该电子记录被视为已被收件人
接收。如果收件人并未指定或并不使用某个信息系统接收电子记录，
则法律认定：当收件人知悉记录已在收件人信息系统中时，收件人已
接收记录。

电子记录被视为由发件人的经营场所发出，在收件人的经营场所接
收。如果有多个经营场所，则相关“经营场所”通常以与基础交易关系
最密切的经营场所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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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

16.1	 	个人信息保护法律

取决于运营所在的省份，加拿大私营部门实体受规管“个人信息”收
集、使用和披露的联邦或省级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的目的是平衡个
人隐私权与实体为合理目的取得并使用个人信息的需求。

如果某实体具有下列情形，则联邦《个人信息保护与电子文件法》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Electronic Documents Act, 
 “ PIPEDA”) 适用该实体：

1. 实体是“联邦的某个事业、企业或业务”（即开展航运、铁路、省际
运输、航空、电信、广播电视和银行等行业的业务），在此等情形下 
PIPEDA 适用于该实体收集、使用或披露的所有个人信息，包括其
自身员工的信息；

2. 实体“在商业活动中”收集、使用或披露个人信息，并且其运营的省
份尚未颁布一项全面的、已被联邦政府认可为“大体上相同”的个
人信息法（即该省没有“选择退出”联邦法）；

3. 实体将在省内收集的个人信息转让给省外以获取对价。

到目前为止，魁北克省、阿尔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颁布了已被
认可为与 PIPEDA“大体上相同”的个人信息法。因此，PIPEDA 不适用
于在这些省份进行的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或披露，但仍然适用于涉及
个人信息的省际或国际交易，以及这些省份境内的联邦事业、企业或
业务。2013 年，曼尼托巴省通过了私营部门隐私法，但该法尚未生效。
目前尚未确定曼尼托巴省的隐私法是否将被认可为与 PIPEDA“大体
上相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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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法规下，“个人信息”均被宽泛地定义，通常是指“个人识别信
息”，但也有一些例外（例如，根据 PIPEDA，“个人信息”不包括用于与个人
交流的关于其雇佣或业务的信息，如个人姓名、头衔、工作、工作地址、电话
号码、工作传真号码或工作电邮地址）。重要的一点是，在自身雇员的信息
方面，上述第 (2) 类实体不受个人信息法的约束（因为根据宪法，联邦政府
并不享有雇佣关系方面的立法管辖权，此等关系由省级法律规管）。但是，
魁北克省、阿尔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个人信息法确实适用于雇员
信息。

除魁北克省以外的所有省份1也均已颁布了法律，专门规管“个人医疗信
息”的收集和披露。这些法律中有些（但并非全部）已被认可为在限定的方
面与 PIPEDA“大体上相同”。虽然这类法律主要适用于医疗行业的从业者
和机构（例如医生和医院），但也可能适用于拥有雇员个人信息（例如雇员
遭遇意外事件或疾病后的残障或复工信息）的雇主。

PIPEDA 及与之对应的省级法律通常要求各类组织遵守以下原则：

 ● 问责。组织对其控制下的个人信息负责，并且必须指定一名或数名个人
负责组织的合规事宜。

 ● 明确目的。组织在收集个人信息之时或之前必须明确收集信息的 
目的。

 ● 同意。除了不适用的情形以外，组织需在个人知情和同意的条件下收集、
使用或披露个人信息。

 ● 收集限制。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必须限制在组织所明确的目的且必要的范
围内。

 ● 使用限制、披露和保存。除非经个人同意或法律有要求，组织使用或披露
个人信息的目的不得超出其收集信息的目的。组织只能在为实现上述目
的必要的期限内保存个人信息。

 ● 准确性。个人信息必须准确、完整并为其预定的使用目的随时更新。

 ● 保护措施。组织必须采取与信息敏感性相适应的安全保护措施保护个人
信息。

 ● 公开。组织必须随时向个人提供与组织个人信息管理政策和做法相关的
具体信息。

1   最近的省级法规是爱德华王子岛的《健康信息法》，在 2017 年 7 月 1 日生效。

 ● 个人查阅。一经要求，组织必须告知个人其个人信息的存在、使用和披
露，并允许个人查阅此等信息。个人有权利质疑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成性，
并要求组织适当修改信息。

 ● 合规质疑。个人必须能向被指定的、负责组织合规的一名或多名个人提
出与组织遵守上述原则的情况相关的质疑。

如果组织向加拿大境外的国际母公司或服务提供商转移个人信息，其应
值得注意的一个要求是，加拿大的组织必须在其隐私权政策中披露此等
做法，以遵守公开和保护措施原则项下的义务。此外，组织必须告知信息
被收集的个人向外国实体转移信息的情况，并向其提供适当的联系方式，
以使个人获得外国实体承担的隐私权义务方面的详细信息。虽然全加拿
大的隐私法都默认存在这一要求，但只有阿尔伯塔省的《个人信息保法》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对此予以了明确规定。阿尔伯塔省
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不同于加拿大其他省份隐私法的另一点是该法对组
织设定了明确的违法告知义务。虽然 PIPEDA 已做了修订，加入了强制性
的违法告知规定，这些修订案尚未生效，虽然与这些修订相关的条例已在 
2017 年 9 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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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其他隐私权义务

除《个人信息保护与电子文件法》(PIPEDA) 及省级法律特别规管私营部
门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及披露外，企业可能还负有其他的法定隐私权
义务。例如，有些省份颁布了法律，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隐私权法》
(Privacy Act)，规定若某人故意或未取得同意即侵犯他人隐私则构成可
起诉过错。《隐私权法》规定，个人在任何情形下享有的隐私权的性质和
程度将取决于在相关环境下合理的情况，并且确定时应适当考虑下列因
素：他人的合法权益；该行为或行动的性质、发生频率及场合；以及各相
关方的关系。

魁北克的《民法》、魁北克的《人权与自由宪章》(Charter of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2、魁北克的《信息技术法律框架法案》3，进一步规定了隐
私义务。在安大略，安大略上诉法院 2012 年在 Jones v. Tsige 一案4中肯
定了关于侵犯个人隐私空间的新侵权行为。

与加拿大政府机构打交道的企业还应该留意联邦政府和省政府信息获
取法中的隐私权规定，此等法律包括省级信息获取自由及隐私保护法及
联邦《信息获取法》(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 和《隐私权法》(Privacy 
Act)。除某些特定例外情形外，这些制定法通常限制政府机构向第三方披
露个人信息的权力，此外，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相关法律还对作为政府
机构“服务提供者”的私营部门企业设定了义务。这些制定法还为政府机
构设定了私营企业不必承担的重大义务，在向政府机构披露信息时应对
此予以考虑。

一项联邦反垃圾邮件法在 2014 年生效，影响在加拿大境内发送电子消
息或向加拿大境内的收件人发送电子消息的行为。这一常称为 CSAL 的
法律禁止在未获得收件人同意的情况下发送商业电子消息（包括电子邮
件和短信）。CSAL 也要求发送的消息中包含特定规定内容和“退订”机
制。其他还有条款涉及篡改电子消息中的传输数据和防止在商业活动期
间未经他人知情和同意在他人电脑上安装电脑程序。

违反 CASL 需缴纳高额货币罚款，最高为个人每违规一次罚款 100 万加
元，组织每违规一次罚款 1,000 万加元。虽然私人执行权最近被中止了，

2   C-12。
3   C-1.1。
4   2012 ONCA 32。

但违反 CASL 仍然会带来监管执法，可能涉及既耗时又成本高昂的监管
调查和执行诉讼。自 CASL 在 2014 年 7 月生效以来，CRTC 已开出了如
下违规罚单：

 ● 一家公司因各种违规被罚 110 万加元，包括未能提供有效的“退订”
选项，因为该公司在接收者退订后继续发送电子邮件；

 ● 一家媒体公司同意因退订机制未能正常工作而支付 20 万加元罚金。
此外，该公司未能在 10 个工作日内处理退订请求；

 ● 一个在线约会网站同意因未更新退订流程以符合 CASL 而支付 4.8 
万加元罚款；

 ● 一家航空公司因在未提供清晰标记的退订按钮情况下发送电子邮件
而被罚 15 万加元；

 ● 一家在线培训公司因未经同意发送电子广告信息而被罚 5 万加元；

 ● 一家食品公司因未经接收者同意而发送（并/或由第三方服务提供商
发送）电子广告信息、涉嫌违反 CASL 而自愿支付 6 万元现金罚款。除
支付现金罚款外，该公司同意更新并实施其合规程序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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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购买不动产

在加拿大适用普通法体系的所有省份（即，除魁北克省以外的所有省份），
私人可以持有和转让不同类型的土地权益，其中包括自由保有土地权益、
租赁土地权益、法定土地权益及实益土地权益。在魁北克省，私人可以持有
和转让的土地权益包括所有权、永借权、地上权等。为促进私人持有土地所
有权转让，各省设立了土地公开登记制度。

因各省对“财产和民事权利”拥有管辖权，各省及地区针对私人持有土地的
登记制定了各自的规则和程序。出于历史性原因，魁北克省一直保留着民
法体系（基于民法典的法律体系），这一体系与其他省份适用的普通法体系
存在很大的区别。省级政府提供或促进影响土地所有权的文件的电子及/
或实物登记、存储及检索设施，但并不主动参与土地转让。为完成特定土地
的转让，各方必须登记特定的文件（其中的一些文件技术性很强）。

加拿大有不同的土地登记制度。加西适用“托伦斯”(Torrens) 土地登记制度
（详见下文）。大西洋沿岸省份长期以来一直采用契据登记制度。但有些大

西洋沿岸省份实行了某种形式的土地所有权登记制度。安大略省虽然同时
采用土地所有权登记制度（或称为“土地所有权制度”）及契据登记制度（或
称为“注册制度”），但几乎所有此前未采用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土地都已经
或正在由注册制度转为土地所有权制度。魁北克省适用契据登记制度。所
以，加拿大主要的土地制度为土地所有权制度。

在注册制度中，注册局充当影响土地所有权的文件的“存放处”。购买土地
时，买家需审查注册局存放的一定时期内所有文件（例如，安大略省为 40 
年；魁北克省为 40 年以上），以判定他人是否持有被收购土地的权益，从而
确认其是否“产权（即所有权）良好”。在注册制度中，省级政府不保证任何
注册文件的有效性或“产权良好”。越来越多的买家选择购买产权保险以保
护自身免受某些瑕疵与问题（包括诈骗和造假）的损害，无论该物业适用注
册制度还是土地所有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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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伦斯”土地登记制度（一种土地所有权制度）简化并加速了土地转让，提
供了更确定的土地所有权。该制度就目前影响土地的可登记权益提供一份
通常可靠的记录。通常，只有经过登记才能在土地上设立可对抗第三人的
可强制执行的权益。然而，也有一些例外情况，如制定法留置权。制定法留
置权通常是以政府实体为受益人的押记，并且是由于现有或过去的产权所
有人未能根据省级或联邦各类制定法足额支付与土地相关的金额而引起
的。即使未在适用的土地产权登记机关存档的土地产权文件上对此等押记
进行登记，此等押记仍然有效。若有人因“托伦斯”制度的失误造成不准确
登记而遭受损失，则可由相关省份维持的保险基金提供赔偿。

在每一土地登记制度下，未对土地权益进行登记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例
如，若被主张的某项土地中的业权或权益未登记，如果第三方是在未被告
知此等未登记业权或权益的情况下支付有价值的对价取得在土地中的权
益，则此等业权或权益将无法针对第三方强制执行。同样，在注册制度中，
若某项权益未被登记，其后的权益以有对价、未经通知的形式被先登记，则
该项权益可能失去优先权。所以，重要的是了解各司法辖区的法律，以确保
让渡并接受“良好产权”。

在加拿大购买土地时，不仅要考虑购买的标的，还要注意购买的方式。买家
应考量各种可能影响土地产权的负担，因为有些产权负担可能严重限制土
地可能的用途。买家可能有必要对该土地进行调查以查明所有产权负担，
而审查设立产权负担的文件可能会相当复杂。若买家不止一位，其应考虑
是以联权共有还是分权共有（普通法体系）的方式取得土地所有权。买家取
得土地所有权的方式将影响其随后支配该土地的权利。

加拿大对非居民在加拿大取得土地所有权的限制较少。在联邦层面，外商
在加拿大投资房地产（如公寓楼、办公楼和购物中心）由《加拿大投资法》
(Investment Canada Act) 规管。对该法的探讨见第 3 章（外商投资监管）
。在省级层面，阿尔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曼尼托巴省、爱德华王子岛省及
魁北克省等对非加拿大居民取得特定类型及/或数量的土地所有权设定了
一些限制。另外，所有省份均要求已在其他司法辖区设立的公司必须在本
省取得许可或进行登记，才能在本省开展业务。“开展业务”的定义十分广
泛，在大多数情况下包括拥有一项不动产权益。许多省份对外国公司实行
实质性的限制。

税收问题也随之而生。转让土地权益可能会招致省级和/或市级转让或
注册税以及联邦货物及服务税 (“GST”)，在魁北克省则是一项相当于联
邦 GST 的独立税收。此外，某些省份征收销售税，适用于转让土地权益
及/或任何相关动产。

每一个省份（以及一些自治市）均有权征收转让或注册税，并且这些税
收的金额因省而异，有时还因市而异。此外，每一个省都可能会制定可
能适用于买方的具体免税指南。安大略省开征了一项类似的物业转让
税，税率为 15%。该税适用于非居民购买“大金马蹄地区”（包含多伦多）
含一到六户独栋住宅的物业。

除非有具体的免税规定，每一次土地权益的转让都必须缴纳 GST。最常
见的免税情形为，购买此前已被使用的住宅物业或个人出售的非商业
用途空地时可享受的免税。目前 GST 的税率为 5%。某些省份统一了省
级零售税和联邦 GST，该措施的效果是提高了这些省份的总体税率。截
止 2016 年 10 月 1 日，有 5 个省份实现了统一，即新不伦瑞克省、纽芬
兰和拉布拉多省、新斯科舍省、爱德华王子岛省（上述四个省的税率都
是 15%）以及安大略省（13%）。魁北克省征收一种类似于联邦 GST 的
独立税（税率为 9.975%），并且，与 GST 一样，该税也适用于土地转让。

曼尼托巴省、萨斯喀彻温省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征收零售营业税，该
税收通常不适用于不动产，但适用于收购交易所涵盖的大部分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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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

加拿大拥有健全的环境保护监管制度。联邦和省级政府分享环境管辖
权。省级政府在环境监管方面最为积极主动，但联邦和地方政府也颁
布了环境法。联邦、省级、地区和地方法律采用某种监管制度控制（在
某些情况下消除）工商业活动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环境法适用于
新设和现有企业。

18.1	 	许可

联邦和省级法律要求许多工商业活动取得环境许可，地区法律也有此
等要求，但相对较少。许可旨在限制和控制向环境排放污染物。根据大
多数此类法律，违背环境许可的条款，或者没有事先取得环境许可属
于违法行为。环境违法行为的罚金旨在起到阻却作用，因此可能十分
严厉。一些司法辖区正在过渡到“行为守则”或其他类似的监管机制，
在这类机制下，取得排污许可证的要求被注册并遵守特定行业的行为
守则或规章所取代。

18.2	 	被污染场址

一些省份颁布了针对被污染场址的法律法规，设定了当事人对被污染
场址的责任，即使当事人没有造成污染或当前并不拥有该场址，也可
能承担责任。因此，任何人计划投资于现有企业时均应调查该企业及
其资产（例如任何不动产）是否遵守了适用的环境法。可取的做法还包
括聘请一名声誉卓著的顾问开展适当的调查研究，以判定企业持有的
不动产是否存在污染。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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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环境影响评价

联邦、省级和地区法律规定，在某些类型的工商业项目和活动开始前需对
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这些评价通常需要一项或多项环境研究，并考虑项
目或活动对空气和水的质量、渔业、野生动植物、休闲用地和附近社区的影
响。项目或活动对原住民的影响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政府可能对一个或
多个原住民社群承担谘商义务，这项义务的程序性工作可分派给项目建议
方。环境评价的结果可能是，监管机构要求实施减少或消除项目或活动环
境影响的措施，并将其作为推进项目或活动相关工作的前提条件。该工程
或活动也可能被完全禁止实施。考虑新投资的投资者（特别是在制造、加工
或自然资源领域）应慎重考虑适用的环境法。

18.4	 	物种保护

联邦和各省都颁布了法律，保护动植物物种不受人类干预造成的不利影
响。联邦《濒危物种法》(Species at Risk Act) 旨在防止野生动植物物种灭
绝，并确保采取必要的行动恢复其数量。该法律应用于加拿大所有联邦土
地、所有列入濒危物种的动植物以及它们的关键栖息地。另外一个例子是
联邦《渔业法》(Fisheries Act)，该法保护属于商业、娱乐或原住民渔业范围
的鱼类和鱼类栖息地。任何人都不得从事严重危害上述各类渔业范围内鱼
类生存的事业、业务或活动。省级法律也可以在其管辖事项范围内实施对
濒危物种的保护，例如指定生态脆弱水域及制定滨水保护区法规。物种保
护法律的作用是禁止某些活动并且以许可的形式提供某些例外。在投资者
购买物业或投资于某个企业以重新开发时，务必确保开展尽职调查以识别
可能构成项目障碍的相关物种或栖息地（例如水域）。

18.5	 	危险货物运输

国内和跨境危险货物运输是环境法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联邦和省级法
律都规定进出口危险废弃物和本地危险货物运输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谨慎
标准，以及运输的对象、形式和物质。一般而言，危险货物运输法适用于承
运人、发货人和运输中间商（包括货运代理人、仓储人和报关行），但在某些
情况下其他企业也可能受监管要求的约束。跨境运输有害废弃物以及待循
环利用的危险物时，必须在装船前向拟定的进口国提供强制性通报。只有
在联邦和适用的省级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才能向加拿大进口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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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在全球日益受到关注，加拿大也不例外，曾签署《京都协定书》
(Kyoto Protocol)。虽然加拿大在 2012 年 12 月退出了该协定，但 2015 年 
10 月通过联邦选举产生的新一届政府再度表现出有意重新与国际社会
一道应对气候变化。

最新一轮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磋商会议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1 日召开，加拿大与会并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签署了会议所缔结的 
 《巴黎协议》。2016 年 6 月，加拿大还宣布与美国和墨西哥建立北美气
候、清洁能源和环境伙伴关系。该伙伴关系发布了一项行动计划，包含到 
2025 年实现清洁电力占比 50% 的目标。随后，在 2016 年 10 月，加拿大
联邦政府出台了“泛加拿大碳计划”(Pan-Canadian Carbon Plan) 。 
该计划宣布加拿大将自 2018 年起实施全国碳价，使加拿大成为全球第
一个出台碳定价计划的碳氢化合物主要生产国。加拿大的定价计划将自 
2018 年 1 月起针对未实施自身定价机制的省份设定碳定价基准。根据该
计划，各省可选择实行碳税，或使用“限量与交易”机制等基于更广市场 
的机制。

除萨斯喀彻温省外，加拿大所有司法辖区都出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许多省份在 2016 年推出或更新了其相应的机制。安大略省政府实施了
多项与气候相关的法规和条例，包括根据《减缓气候变化及低碳经济法》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Low-carbon Economy Act) 出台的 

《限量与交易计划》(Cap and Trade Program) 监管条例。安大略省已采
取行动，自 2018 年起，将与魁北克省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限量与
交易系统挂钩。阿尔伯塔省在 2016 年 6 月通过了本省的《气候领导力法
案》(Climate Leadership Act)。在 2016 年 8 月，加拿大其他多个司法辖
区也宣布了减排新政策。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公布了本省的“气候领导力计
划”(Climate Leadership Plan)，承诺在多个行业实现减排。此外，新斯科
舍、新不伦瑞克、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爱德华王子岛这四个大西洋沿岸省
份发布了一项联合声明，虽然并未推出碳定价计划，但这四省承诺向清洁
电力转变。因此，迄今，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采用“限量与交易”系统，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和阿尔伯塔省实施了碳税，而曼尼托巴省正在考虑推出本
省的碳税。

最后一点，年度温室气体 (GHG) 排放量超过特定限值需报告的规定目
前已生效，并且温室气体已列入联邦《加拿大环境保护法》(Canadi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 和多项省级法令监管的指定物质清单。

18.7	 	水

就与水资源相关的责任分配，宪法的规定较为复杂。各省对水资源管理负
主要责任并通过水法履行此等责任。水法通常要求获得地表水和/或地下
水的使用许可或其他形式的授权，监管向水体的排放，并将这些监管授权
给地方政府。饮用水质量也是立法者关注的重中之重，特别是考虑到最近
发生数起与饮用水相关的健康事件，备受瞩目。所有省份都颁布了保护饮
用水质量以及监管饮用水系统建造商和运营商的措施。联邦政府对与水
资源管理相关的一些事务拥有管辖权，包括渔业、航运、国际关系、联邦
土地和原住民。《加拿大水法》(Canada Water Act)为加拿大联邦和各省
共同管理水资源提供了法律框架。该法就与各省签订合作协议以制定并
实施水资源管理计划作出了规定。《国际边境水域条约法》(International 
Boundary Waters Treaty Act) 以及相关的法规禁止出于任何目从加拿大
流域大量调动（包括出口）边境水资源。所有的省份还制定了法律、法规或
政策，禁止大规模调动水资源，即禁止通过人工分流、油轮、油罐车和管道
的方式调动水资源并转移出其原本所在的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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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

加拿大税法基于居民地位和收入来源这两个重要的概念。在加拿大，加
拿大居民的收入和非加拿大居民来源于加拿大的收入必须缴纳加拿大
所得税。根据联邦《所得税法》(Income Tax Act, “ITA”) 第一部分的规定，
加拿大居民应对来源于全球的收入缴纳所得税，而非加拿大居民应对
来源于加拿大的收入缴纳所得税，通常包括因在加拿大境内受雇佣、开
展商务活动或出售“应税加拿大资产”而取得的收入。根据 ITA 第十三部
分，非加拿大居民可能还需对诸如利息、红利、租金以及特许使用费等被
动收入缴纳加拿大预提税。

19.1	 	居民地位

确定加拿大所得税意义上的个人居民地位，通常涉及判定该个人是否在
加拿大境内“经常居住”，或者通过其他方式与加拿大建立了重要的居住
联系。ITA 还将某些人士视为加拿大居民。若个人任意一年内在加拿大
实际居住总天数达到或超过 183 天，则其被视为全年在加拿大居住。

如果一家公司是在 1965 年 4 月 26 日之后在加拿大境内注册成立的，则
在确认所得税时视该公司的住所地在加拿大。另外，如果一家虽然在外
国司法辖区注册成立，但公司董事会在加拿大境内召开，或是在加拿大
境内对该公司行使控制，则该公司也被视为住所地在加拿大。如果该外
国司法辖区与加拿大之间存在税收协定，一经发现个人或公司同时拥有
一个以上国家的居民地位，则可能适用防止双重居民身份的规则。

19.2	 	所得税税率

联邦个人所得税采用边际税率，税率随着收入额的增长而递增。联邦个
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如下：应税所得在 45,916 加元以下部分按 15% 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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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征收；45,916 加元至 91,830 加元部分按 20.5% 的税率征收；91,831 
加元至 142,352 加元部分按 26% 的税率征收；142,353 加元至 202,800 加
元部分按照 29% 的税率征收，超出 202,800 加元部分按照 33% 的税率征
收。除联邦所得税外，省级及地方税收也按照收入征收。除联邦所得税外最
高综合边际税率介于 44.5%（努纳武特地区）至 54%（新斯可舍省）|之间。

在适用所有定期减税政策后，联邦企业所得税现今税率为 15%。 此外征收
省级企业所得税。省级一般企业所得税税率因省而异，介于 11%（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到 16%（新斯科舍省和爱德华王子岛省）之间，综合企业税率
介于 26%-31%。加拿大人控制的私有企业”在加拿大赚取的全部或部分活
跃业务所得，以及某些情况下加拿大制造行业与加工业的利润，可享受优
惠税率。

19.3	 	申报与报告要求

加拿大居民须向加拿大税务局（Canada Revenue Agency, “CRA”）提交加
拿大年度所得税申报表，并报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同时，加拿大居民
还需针对特定的境外财产收益以及与非独立的非加拿大居民或海外信托
之间的特定交易提交信息申报。公司必须在纳税年度结束后的六个月内提
交企业所得税申报表。

根据《所得税法》负有纳税义务的非加拿大居民也必须向加拿大税务局 
提交纳税申报表。非加拿大居民可能还必须根据适用于居民纳税人的规则
自行估定并交纳预估税（包括针对业务收入或受雇收入的所得税），除非获
得加拿大税务局的预估税豁免（或魁北克省税务局对省内收入的税收 
豁免）。

非加拿大居民无需对诸如股息等被动收入本身提交加拿大纳税申报表。 
但是，此等款项的支付人必须向加拿大税务局提交信息单，并可能需要就
此等款项代扣代缴税款。

  《 所得税法》还针对非加拿大居民处置特定财产（作为“加拿大应税财产”)
规定了报告及执法制度。该制度允许加拿大税务局通过对任何违反报告要
求的买方处以罚金的形式来对此类非居民财产处置强制征税。

19.4	 	业务所得

非加拿大居民业务所得是否应缴纳加拿大所得税通常取决于该业务活动
是否足以构成加拿大境内实质性的应税活动。如果非加拿大居民“在加拿
大开展业务”，则需为其业务所得纳税。认定是否在加拿大开展业务应依
据普通法原则及特定的推定规则。然而，若非加拿大居民在加拿大开展业
务并且其居住国与加拿大签订了税收协定，则只有通过加拿大境内“常设
机构”所得的业务收入需向加拿大纳税。在此等情形下，业务利润可能需
在加拿大纳税，但仅限于可归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

19.5	 	受雇所得

 《所得税法》规定，非加拿大居民个人在加拿大受雇，且其应税所得可归因
于其在加拿大担任职务或受雇期间履行的职责，则其应在加拿大纳税。个
人是否属于在加拿大受雇，取决于其实际提供雇佣服务的地点。如果非加
拿大居民通过电话、互联网或其他通信手段向加拿大居民提供远程服务，
则通常不视为此等服务在加拿大提供。雇主的居民地位通常与受雇所得
来源的判定无关。

在特定情况下，加拿大受雇所得可享受税收减免。根据加拿大签订的许多
税收协定，非加拿大居民在加拿大提供服务的受雇所得如果满足以下条
件，则无需在加拿大纳税：

 ● 自协定成员国的居民在一个日历年度内（或任意 12  个月期限内）在加
拿大连续或累计居住不超过 183 天；以及 

 ● 在根据《所得税法》计算加拿大居民雇主的应税所得，或计算可归属于
非加拿大居民雇主在加拿大常设机构或固定场所的应税所得时，此等
薪酬未被扣除。

19.6	 	处置加拿大特定财产所得

非加拿大居民有义务就处置“应税加拿大财产”所获得的资本收益在加拿
大纳税。“应税加拿大财产”包括但不限于加拿大境内的不动产、资源性资
产、用于在加拿大开展业务的资产以及特定公司的股份。任何此类财产的
处置均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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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此类所得可根据加拿大签订的税收协定享受税收减免。加拿大税收
协定的一般模式是将加拿大的税收管辖权限定于仅对非加拿大居民 

“让与”加拿大境内的不动产或自然资源财产所产生的资本收益征税。在
少数情况下，如果加拿大某公司的价值主要归于加拿大的不动产或自然资
源，则该公司的股份也需要纳税。 针对其他类型财产让与的资本收益，税
收协定通常排除加拿大政府的征税权利。

19.7	 	预提税

加拿大居民向非加拿大居民支付的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股息、管理
或行政费用，以及其他指定的款项，需缴纳 25% 的非居民预提税。如果作
为收款人的非加拿大居民是与加拿大签订了税收协定的国家的居民，则预
提税率通常根据适用协定的条款予以减免。特定类型的支付可享受预提税
特别免税，其中包括特定类型的特许权使用费以及就公司欠独立债权人的
债务支付的非参与利息。

19.8	 	分支机构税

 《所得税法》还对所有在加拿大开展业务的非加拿大居民公司征收“分支机
构税”。该项税收旨在取代就加拿大子公司向其非加拿大居民母公司支付
的股利征收的非加拿大居民预提税。若无分支机构税，则从节税的角度而
言，在加拿大设立分支机构将优于在加拿大设立子公司，因为子公司的业
务所得不但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而且还需就分配给非加拿大居民股东的
股利纳税。与之相比，分支机构所得则仅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非加拿
大居民来源于加拿大的业务利润需缴纳 25% 的分支机构税（适用某些调
整）；这一 25% 的税率旨在匹配根据 ITA 对于向非居民股东支付的股息征
收的 25% 代扣代缴税。

若税收协定针对支付给非居民的股利规定了优惠税率，通常也会相应地就
分支机构税规定优惠税率。税收协定可能为分支机构税提供额外的减免。例
如，《加拿大-美国税收协定》规定税后利润的第一笔50万加元，免收分支机
构税。

19.9	 	非居民信托的加拿大税收

如上所述，纳税人的居民地位将决定加拿大在何种程度上享有税收管辖
权。因此，与非加拿大居民个人一样，非加拿大居民信托无需在加拿大纳
税，除非该信托有来源于加拿大的所得。

但是，在特定情形下，非加拿大居民信托被认定为加拿大居民，则其应就
全球范围内的所得在加拿大纳税。

19.10	 资本税

联邦政府和一些省份按照不同的税率对金融机构征收企业资本税。

19.11	 商品与销售税

联邦政府及大多数省政府也按不同税率对商品与服务销售征税，某些情
形下还对不动产转让征税。这些税收包括消费税、销售税、燃油税以及土
地流转税。

19.12	 增值税

加拿大根据《消费税法》(Excise Tax Act ) 对加拿大境内的商品与服务消费
征收多阶段商品与服务税 (“GST”)。加拿大有些省份选择将其零售税与
联邦政府的 GST 合并。尽管 GST 由处于商品与服务生产或营销各阶段的
所有注册企业收取，但税收负担由最终消费者承担。在这一制度下，企业
在销售时收取税款，并就其在采购环节支付的所有税收（被称为“进项税”
）主张税收抵扣。尽管大多数商品与服务销售均需缴纳 GST，但有些商品
和服务的销售免税或适用零税率（应税，但税率为零）。目前，GST 的税率
为 5%。一些省份已将其零售税与联邦政府的 GST 合并，导致其综合税率
有所提高。目前有五个省份统一征收“合并销售税”或“HST”：安大略省（
税率为 13%）、新不伦瑞克省、新斯科舍省、纽芬兰省、拉布拉多省以及爱
德华王子岛（均为 15%）。魁北克省征收单独的税项，名为“魁北克销售税”
或“QST”，该税与联邦政府的 GST 相似，综合税率为 14.975%。

GST 还适用于进口商品，通常由登记的进口商缴纳。GST 按商品的完税
价格缴纳，即海关估定价格加适用关税、附加关税、反补贴或反倾销税及
消费税后的价格。如果登记的进口商已进行了 GST 登记，并将转销这些
商品或在其他应税活动中使用这些商品，则该进口商能通过进项税抵扣
收回其已缴纳的 GST。商品的进口仅适用联邦 GST，税率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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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省级零售税

萨斯喀彻温省、曼尼托巴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征收零售税。这些税直
接针对应税商品和服务向买方、消费者或承租人征收，通常根据应税商
品或服务的售价或租金征收。各省税率有所不同，萨斯喀彻温省税率为
6%，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为 7%，曼尼托巴省为 8%。多数情况下，征收零售
税的省份同时按 5% 税率征收 GST。零售税与 GST 均按照税前的售价或
租金计算。

在单独征收零售税的省份提供商品或应税服务的企业必须取得省级供
应商许可。获得许可的供应商代理省政府收取买方或消费者的应纳税
款。通常，只要商品不是用于个人消费或使用，而仅在特许经销商之间转
售，则可以免税。

19.14	 其他省级税收

大部分省份征收林业和矿产运营税，并对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征收矿区特
许使用税。另外，联邦和/或省级政府还对其他商品征收额外的税收，例如
酒精饮料、烟草制品、燃料和其他特定物品。

一些省、市还对房地产转让征税。此外，在物业由加拿大非居民购买的情
况下（具体根据法律规定），卑诗省对位于大温哥华地区的住宅物业征收 
15% 的销售税。安大略对位于多伦多和附近地区（即“大金马蹄地区”）的
住宅物业征收类似的 15% 销售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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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与重组

破产与无力偿债事宜属于联邦司法管辖权范围，主要适用联邦《破产与
无力偿债法》(Bankruptcy and Insolvency Act, “BIA”) 和《公司债权人安
排法》(Companies’ Creditors Arrangement Act, “CCAA”)。除其他事项
外，BIA 还规定了无力偿债者的资产清算以及清算收入在破产债权人之间
的公平、有序分配。该法还允许进行财务事项重组，以在不破产的情况下
满足债权人的债权。CCAA 允许债务超过 500 万加元的无力偿债公司债务
人通过协商制定令债权人满意的安排，规定了此等公司债务人的重组框
架。省级接管法补充了联邦破产法，但联邦破产法在处理破产与无力偿债
问题方面仍居于首要地位。

无力偿债程序的最常见形式包括：(A) BIA 清算（破产）；(b) BIA 重组； 
(c) CCAA 重组；以及 (d) 私下或法院监督下的接管。

20.1	 	BIA	清算（破产）

独资企业、合伙或公司可自愿或非自愿地选择如下三种方式之一进行破
产清算：

 ● 在加拿大居住、开展业务或拥有资产的无力偿债人若负债至少 1,000 
加元并在资产负债表上资不抵债，或者到期不能偿还债务，则可自愿转
入破产状态。

 ● 破产人可根据 BIA 通过提交重组建议书的方式尝试重组。如果建议被
债权人否决，则破产人被视为已将自身转入破产状态；一旦破产，破产
人的所有无担保债权人将被中止针对破产公司或其资产提起或继续任
何诉讼。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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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加拿大居住、开展业务的债务人若负债至少 1,000 加元并在提交申请
前六个月内做出破产行为，则债务人可能被债权人提起非自愿破产申
请；如果申请被法院接受，则将导致债务人破产。存在未偿债的债权人本
身不足以满足破产行动要求。

通过以上任何方式破产后，破产人的所有财产将被授予一名破产受托人，
后者负责管理破产人的财产（但有担保的债权人不受中止的影响，并可依
据其通常的权利针对破产人的财产实现其债权）。有担保的债权人强制执
行其担保权益后，破产受托人清算破产公司的剩余资产，根据 BIA 的规定
偿付优先或高级债权后按比例偿付无担保债权人。

20.2	 	BIA	重组

BIA 重组以重组建议书的形式进行。重组建议书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
签订的允许债务重组的一份合同，其目的是使债权人的债权在不需要对
债务人的资产进行破产清算的情况下得到清偿。重组建议书可由无力偿
债人、破产人、破产人的财产受托人、无力偿债人的财产清算人或无力偿
债人的接管人提出。一旦债务人提交了“重组建议书意向通知 (Notice of 
Intention to Make a Proposal)”或重组建议书，诉讼中止令将阻止有担保
和无担保的债权人对无力偿债人提起或继续起诉。重组事项由重组建议书
建议的受托人监督执行，但无力偿债人仍占有和控制其业务和资产。BIA 
没有对重组建议书制定具体标准，但一份成功的重组建议书除了需法院认
可其公平性外，还需得到多数债权人的批准，并得到每一类债权人中债权
金额占参与投票的全部债权金额三分之二以上的债权人批准。如果某类有
担保债权人经投票不同意重组建议书，则该重组建议书对此类有担保债权
人不具有约束力。但是，若某类无担保债权人或法院否决重组建议书，则债
务人被视为转入破产状态。

20.3	 	《公司债权人安排法》项下的重组

 《公司债权人安排法》(CCAA) 是加拿大大型企业重组依据的首选法
律。CCAA 允许存在财务困难的企业与其债权人通过谈判达成安排，从而
允许企业避免破产并继续作为持续经营的企业开展业务。要获得 CCAA 下
的救济资格，债务人必须是总债务不少于 500 万加元的无力偿债公司。债
务人可申请法院签发中止令，暂停针对债务人的诉讼，从而启动该程序。

在重组期间，债务人继续占有其资产，但受制于法院可能设定的有关资金
或特定资产使用的所有限制。和解或安排计划必须经每类债权人中的多数
债权人批准，并经每类债权人中债权金额占三分之二以上的债权人批准。
和解或安排计划还必须经法院批准。CCAA 的程序要求相对较少。因此，在 
CCAA 程序中，法院被赋予大量的自由裁量权。

20.4	 	接管

接管是有担保债权人最常用的通过债务人授予其担保权益的资产（如设
备、存货、商业不动产）实现债权的方法。接管涉及任命一名接管人（可私
下任命或由法院任命）占有并变卖债务人的资产。债务人资产的变卖所得
资金首先分配给接管人（支付管理费），然后按优先顺序分配给有担保债权
人，余额分配给无担保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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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仲裁与调解

21.1	 	加拿大法院系统

加拿大法院系统由三个部分构成：

 ● 联邦法院，对通常与商业领域关系不大的案件具有管辖权。这些案
件包括海事、航空运输、著作权、原住民以及税法。

 ● 省高级法院，由省政府管理，但其法官由联邦政府任命。商事纠纷通
常由该类法院审理。

 ● 省法院，对儿童福利、小额索赔诉讼及轻微刑事案件拥有管辖权。省
法院的法官由省政府任命。

每个省均设有一家上诉法院，当事人有权针对高等法院作出的最终裁
判上诉至该院。加拿大最高法院是加拿大最高等级的法院，也是联邦
法院和省法院受理案件的终审法院。通常只有在获得加拿大最高法院
许可的情况下，当事人才能上诉至该法院。

21.2	 	民事诉讼程序

规范加拿大民事诉讼程序的法规允许当事人交换诉状以及与争议相
关的文件资料。除非得到法院准许，通常只允许当事人委托的一名代
表来做证据开示（作证）。在主要城市区域内的许多案件都由法官或法
庭工作人员对案件进行管理，以确保案件有序推进、直至进入审判阶
段。在加拿大民事诉讼中，使用陪审团的几率要远远小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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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省高等法院对其拥有管辖权的商事保持一份“商业案件清单” ， 
其中包括：破产、债权人权益、股东纠纷、公司安排等。“清单模式”以其高效
以及法官的专业性，得到了高等认可。

21.3	 	集体诉讼

集体诉讼在加拿大全境均被允许并且越来越受欢迎。集体诉讼遵循自 
身的程序规则，并由一名法官负责案件管理。原告或者被告（视具体情况而
定）必须先被认定为属于一个“集体”，案件才能进入调查和审判 
阶段。

21.4	 	损害赔偿

通常情况下，加拿大判决支持侵权请求的赔偿金数额要低于美国。加拿大
允许惩罚性、加重和惩戒性损害赔偿金，并且在民事侵权案件中不时支持
支付该类赔偿金，极少数情况下也在合同违约案件中判予赔偿金，虽然赔
偿金的具体数额通常远低于美国。

21.5	 	调解

在加拿大某些地区，在案件审理之前，当事人需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有权选
择己方的调解员。除了法院的强制性调解外，当事人经常选择对案件进行
自愿调解。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仲裁员、德高望重的律师以及退休法官都
可以作为调解员。

21.6	 	仲裁

(a)	国内仲裁

各省都有国内仲裁法。但是，各省仲裁法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特别是在能
否就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上诉以及当事人可在何种程度上通过合同作出
与法律规定不同的约定等方面。魁北克省的国内仲裁制度适用《魁北克民
法典》中的相关具体条款。

如果当事方选择了仲裁，加拿大法院通常尊重仲裁庭的管辖权。近年来，仲
裁在商界受欢迎的程度正在稳步提高。一些消费者保护法禁止消费者合同
类仲裁。

(b)	国际仲裁

加拿大从 1986 年开始执行《联合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加拿大各省和联邦都实施了《联合国国际贸易
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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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问题

在加拿大，英语和法语是两种最广泛使用的语言，魁北克省主要讲法
语，其他省份主要讲英语。法语和英语也是加拿大的两种官方语言。加
拿大联邦层面的官方双语制度可追溯至 1867 年的《英属北美法令》
(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该法令允许在国会辩论以及联邦法庭的
所有诉讼程序中使用法语或英语。随着 1969 年《官方语言法》(Official 
Languages Act) 的颁布，官方双语制度得到了很大的完善。1982 年取
回宪法主权之后，加拿大进一步在宪法层面加强了官方双语制度。目
前，在联邦机构的运行及服务提供方面，两种语言享有平等的地位、权
利和特权。在加拿大指定的双语领域，加拿大公民可通过两种官方语
言中的任意一种获取联邦政府的服务。

 《官方语言法》(Official Languages Act) 总的来说不对在加拿大境内
运营的企业设定义务。适用于企业的语言要求见于其他联邦法律和某
些省级法律。例如，在联邦层面，《消费品包装与标记法》(Consumer 
Packaging and Labelling Act) 要求消费品标签上的特定信息同时采
用法文和英文。

在魁北克省开展业务时，必须考虑特定的额外要求。

魁北克省的《法语宪章》(Charter of the French Language) 宣布法语
为魁北克省的官方语言。除少数例外情形以外，在魁北克省市场上销
售的产品（包括进口产品）上刻印的所有信息必须采用法语。产品的容
器或包装上、产品附带的文件（例如使用说明书和保修证书）以及产品
目录和其他类似出版物上刻印的信息也是如此。如果同时使用另一种
语言，则其显眼程度不得超过法语。上述规定也适用于在魁北克省有
一个或多个点销售产品和/或服务的企业网站，这样的网站必须提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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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版本，而且其他语言版本的显眼程度不能超过法语版本。公共标志和商
业广告也必须使用法语，或同时使用法语和另一种语言，但条件是法语必
须明显占主导地位。此外，标准格式合同、由一方预先决定的合同和相关文
件必须用法语书写，除非各方均明确表示希望使用另一种语言。在魁北克
省运营的企业必须具备一个法语名称。只有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才允
许在魁北克省使用非法语商标。

除了将法语确立为商业的通用语言以外，该《宪章》也对雇佣事宜产生影
响。根据《宪章》，魁北克省的工人有权用法语开展工作。雇主需要用法语（
除了使用的其他语言以外）起草与员工的书面沟通材料以及雇佣或晋升方
面的要约，并且不得仅因为员工只讲法语（或者对另一种语言的掌握不够）
而将该其解雇、停工、降职或调岗。精通除法语以外的另一种语言不能作为
被雇佣的条件，除非此等岗位职责的性质需要掌握此等知识。

任何在魁北克省聘用 50 名以上的雇员满 6 个月的企业都必须向魁北克省
法语办公室 (Office québécois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登记，该办公室
是负责执行《宪章》的政府机关。如果在分析该企业语言使用情况之后，办
公室认为法语在该企业各层面已被普及使用，则将向该企业颁发“法语化”
证书”。否则，该企业必须实施法语化计划，以最终实现法语在全企业的普
及使用。雇员达到或超过 100 人的企业也需要组建法语化委员会，负责监
督企业内部的语言使用情况并向管理层报告。

针对第一次违反行为，《宪章》对个人处以 600 到 6,000 加元不等的罚款，
对公司处以 1,500 到 20,000 加元的罚款。随后的违反行为将被处以双倍
的罚款。即使违反者已被处以上述最高额度的罚款，法官仍可对其处以与
违反行为所得经济利益数额相当的进一步罚款。此外，法官还可以命令移
除或销毁不符合《宪章》要求的海报、指示牌、宣传用语或广告牌等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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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法

银行与金融服务

商务与企业商业

商业地产

商业诉讼与仲裁

竞争法与外国投资审查

建筑与工程

能源

环境卫生法

基础设施 

保险 – 公司与监管

保险与侵权责任

知识产权

国际事务

劳工与雇佣

法律翻译服务

诉讼与仲裁

市级法律和其他政府事务

隐私与信息访问

上市公司并购

公共政策与政府关系

证券、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

税务

北方团队

财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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