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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商界领袖们和企业家正面临着日益复杂和不可预知的经济形势。他们不仅受到加拿大联邦政府和省政府政策
的影响，还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如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这种双重影响必然会增加企业的不确定性，
并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严重影响。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在其发布的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1 中表示，全球经济在2017年有所增
长，2018年全球经济的年增长率应略有提高。然而，长期的诸多挑战可能会妨碍经济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

从国家层面来看，加拿大企业面临诸多挑战。经合组织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今年反弹到3%的增长率，而随着政
策刺激的减少，其经济增长率在2018年和2019年将分别放缓至2.1%和1.9%2。

此外，当其他司法辖区为提高竞争力而进行税制改革时，在加拿大经商的成本却不断攀升。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个更
具竞争力的财政制度。

在贸易领域，2017年生效的欧盟——加拿大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经贸协定）为加拿大企业打开了欧盟市场的大
门，但对加拿大而言，最重要且最有成效的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谈判重启，以及美国总
统对此的强硬立场，给市场带来了严重担忧。美国若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对所有协约参与国造成严重后果。

我们的贸易扶持性基础设施正在急速走下坡路，使我们在以更快速度响应客户需求上处于不利地位。此外，加拿大
最高法院即将对Comeau案作出裁决，该案裁决可能重塑省际贸易的基础。

2017年已定好基调，2018年加拿大企业必须面对诸多未知领域。新的挑战和机遇并存，企业要顺利应对也面临重
重困难。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加拿大仍然拥有企业取得成功的所有要素：经济稳定、技术人才
和创新文化。这些都是各类组织的强大资产。

然而，要取得成功，企业需注意风险，并对风险所产生的后果拥有全面视角。博历维律师事务所出版的《2018年
商界十大法律风险》即为各企业未来可能面对的法律挑战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加拿大商会很荣幸与博历维律师事务
所合作，向商界领袖们和企业家提供一些重要资讯，帮助他们降低风险、抓住增长机遇。

加拿大商会

1. http://www.oecd.org/newsroom/oecd-sees-global-economy-strengthening-but-says-further-policy-action-needed-to-catalyse-the-private-sector-
for-stronger-and-more-inclusive-growth.htm 

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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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隐私和数据保护

个人信息安全违规责任
加拿大联邦《个人信息保护与电子文件法》（“PIPEDA”）不久将要求受
到“安全保障措施违规行为”损害的组织针对其控制的个人信息履行妥善保
管、报告和通知的义务。目前，艾伯塔省是加拿大唯一一个规定个人信息安全
违规报告义务的省份。PIPEDA的安全违规责任一经产生，即要求组织制作并
保存每起个人信息安全违规记录，并应要求向隐私专员提供该等记录。此外，
如果个人信息安全违规行为导致“对个人造成重大损害的实际风险”，则该组
织将被要求：（1）向私隐专员举报违规事件；（2）向所有受影响的个人发出
指定的违规通知；（3）将违规情形做出通知可能有能力减少因违规造成的损
害风险、或可减轻受损害的其他组织或政府机构。对安全违规责任的明知故犯
将被处以高达10万加元的罚金。安全违规责任将在必要的法规被最终确定后生
效。联邦政府于2017年9月颁布拟议法规。有关更多详情，请查阅博历维律师
事务所通讯：为遵守加拿大个人信息安全违规责任做好准备。3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将于2018年5月生效，该条例将适用于
在欧盟设有机构、或因提供商品或服务或监视欧盟居民行为而收集或处理欧
盟居民个人信息的加拿大组织。根据GDPR规定，监管机构可对不合规的组
织处以2000万欧元，或该组织在上一年度全球经营（集团）年收入的4%的罚
金。GDPR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重要发展，该条例在一些要项上与加拿大法律
存在极大差异。对加拿大法律的遵守并不意味着会满足GDPR 的要求。为遵守
GDPR，可能需花费大量精力、时间和成本，并可能涉及业务模式和公司结构
的变动。欲知更多详情，请查阅博历维律师事务所通讯：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
例——加拿大公司指南。4

对同意和执法的重新思考
2017年9月，加拿大隐私专员公署发布了一项关于同意的报告，该报告就数字
环境中有实质意义的同意给出了详细意见和指导，并就PIPEDA的有关部分提
出修订建议。该报告建议对PIPEDA进行修订，使隐私委员会拥有指令发布权
力和权限，对违反PIPEDA的组织施加行政罚款。有关更多详情，请查阅博历
维律师事务所通讯：加拿大隐私专员公署就同意发布的报告。5

加拿大每年损失

 31.2亿加元  
于网络犯罪7 

3. http://blg.com/en/News-And-Publications/Publication_5133 

4. http://blg.com/en/News-And-Publications/Publication_5105  

5. http://blg.com/en/News-And-Publications/Publication_5074  

6. The Canadian Chamber of Commerce. (2017). Cyber Security in Canada: Practical Solutions to a Growing Problem. Ottawa, ON: The Canadian Chamber of Commerce

7. Ibid 

黑市：数据价值 

信用卡号 
1 美元
健康信息
高达
10 美元

6

Bradley J. Freedman  
bfreedman@blg.com 

Éloïse Gratton 
egratton@blg.com  

http://blg.com/en/News-And-Publications/Publication_5133
http://blg.com/en/News-And-Publications/Publication_5105
http://blg.com/en/News-And-Publications/Publication_5105
http://blg.com/en/News-And-Publications/Publication_5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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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report-on-business/rob-commentary/you-can-guide-the-future-of-canadian-infrastructure/article36439075/ 

9. http://markets.businessinsider.com/news/stocks/Government-of-Canada-announces-wind-down-of-PPP-Canada-Crown-Corporation-1006747330  

10. https://www.budget.gc.ca/2017/docs/plan/toc-tdm-en.html  

基础设施改造

随着公共和民营化基础设施领域的不断发展，一个领域的变革或澄清会在其他
领域带来潜在问题或挑战。
2017年联邦预算进一步明确将更多资金投入加拿大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联邦政
府重申了其对该等支出的承诺，在未来12年内，计划投资超过1800亿加元，用
于新的和现有的项目，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公共交通、绿色基础设施、社区文
化和娱乐，乡村和北部社区。然而，联邦政府对某些项目的出资迟迟未到位，
而且并未如宣布的计划投入所有资金，这引起了诸多担忧。例如，一些观察者
指出，联邦政府最近决定将2017年大约50亿加元预算中的约20亿加元支出拖延
至往后的年份，这证明了联邦基础设施项目存在执行和交付问题。然而，有些
人则认为，这些延迟仅仅是不同于预期的项目现金流或联邦政府难以控制的其
他因素所造成的。
最近，政府还通过2017年6月颁布的立法框架对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加以明
确。根据有关立法规定，该银行的宗旨包括投资，以及吸引私营和机构投资者
投资于盈利性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为公众利益而建，全部或部分位于加
拿大。除其他担忧之外，一些评论家认为，银行宗旨中的盈利性要素可能被视
为最终将需要或助长对公共基础设施收取用户费用或其他费用，或导致某种形
式的私有化。
公共基础设施支出的增加和规划，虽然可能对加拿大具有变革意义，但是，还
应考虑公众对某些私营化基础设施项目的反对声音见长这一背景。液化天然气
和石油工业中的一些项目发展提案最近遭到了反对，造成了不可预知的阻碍和
启动工作的拖延。随着公共利益相关者利用法律和非法律手段对项目提出质
疑，公众对这些争议项目的反对变得更加有组织和有效果。最近某些引人注目
的项目被取消，也算是对项目提案人和参与者的一种启示：必须从项目规划开
始便解决好社会和政治问题。为确保加拿大境内公共和私营化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的实施和完成，需要政府以及公共和私营利益相关方的协商和协作。

到2025年
加拿大基础设施赤字与
其需求相比，估计 

加拿大政府未来10年将投资 10:

贸易和运输项目

绿色基础设施

社会支持基础设施

增长高达
2000‑3000亿加元8

101亿加元

219亿加元

219亿加元

+250 P3 项目
加拿大在建或运营项目9 

健康信息
高达

Douglas Sanders  
dsanders@blg.com  

 Robert Shouldice 
 rshouldice@blg.com 

Kasim Salim  
ksalim@bl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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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合法化的市场影响

《大麻法案》预计将于2018年7月1日生效。随着加拿大大麻行业从只能使用
于医疗市场扩展至成人使用市场，各种变化将会产生。这些变化将会具有巨大
的颠覆性，为现有企业和新晋企业带来了更多机会和挑战，如店面、产品多
样化、微生产（种植或加工）、大棚种植、研发执照、广告和包装限制的清晰
性、天然保健品、化妆品和工业大麻花卉提取物。这些变化将有助于行业战胜
非法大麻产业。这样一来，除咖啡因, 酒精和烟草以外，该行业将在医疗解决方
案、保健和合法精神活性产品上为加拿大人提供更多的选择。

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大麻产业方式的出现，竞争压力可能会使那些缺乏有效执
行的有针对性计划的持牌生产者边缘化。由于资金雄厚的主要生产商为了扩大
产能及满足市场需求，会转而进行收购，因此日益增长的竞争压力也将推动行
业整合。行业的成熟也将会带来商品化。再加上新品种和最终产品的外形因
素，特别是注入食品和饮料、浓缩物和卷烟，商品化将使得考虑周到的品牌推
广、技术和适时融资方法显得更加重要。

加拿大对商业性大麻产业的管制举措带来了成功路径的变化。预测、管理和适
应迅速变化的监管环境需要采纳可靠和专门的方法，从而驾驭加拿大大麻市
场。我们是首个拥有同时服务于医疗和成人使用市场的、受联邦监管的商业大
麻产业的G20国家。

Andrew Powers  
apowers@blg.com 

 David Wood, Ph.D.  
 dwood@blg.com

合法化的休闲用大麻可能
成为年创收  
 226亿加元 
的产业11 

 

 21亿加元至  
23亿加元13

2018年，预计
460万  
15岁及以上的加拿大人
将至少使用大麻一次12

11. http://www.cbc.ca/news/canada/toronto/marijuana-ontario-price-market-sales-1.4298311 

12. http://www.pbo-dpb.gc.ca/web/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2016/Legalized%20Cannabis/Legalized%20Canabis%20Fiscal%20Considerations_EN.pdf  

13. http://www.cbc.ca/news/canada/toronto/marijuana-ontario-price-market-sales-1.4298311  

安大略省的零售额预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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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土著权利和条约权利 
尽管可再生能源作为新兴资源潜力巨大，且加拿大传统能源和资源行业提供的
商机也越来越多，应对复杂的监管和磋商流程仍然是新项目推进面临的一大挑
战。在土地和资源受制于几乎囊括加拿大整个大陆的土著权利和条约权利的情
况下，与土著社区打交道往往成为主要考虑要素。
在《联合国土著民族权利宣言》发布第十周年前夕，自由党最近表示支持
C-262法案，该法案规定了一些可能具有变革性的原则，如规定土著社区对在
其传统领地上的发展项目拥有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及对土地和资源的自治
权。
关于可能对原住民土地和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项目提案，政府有义务征求原住
民的意见并安顿原住民，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获得原住民同意，这已不是新鲜
事。然而，考虑到怎么才是在某些情况下适当的磋商和安顿，法律上并没有就
此明确界定，项目拥护者越来越愿意直接与受影响的土著群体打交道，并与他
们进行商业协议谈判，以避免重大风险、延误和与项目潜在法律问题相关的成
本。
虽然已有历史或现代条约的土地往往被认为对开发计划提供了更高确定性，但
最近的案件表明，这类土地可能受制于进一步的条约权利（例如，在条约领地
内创设保留地的权利）或其他土著群体的土著权利，如目前不是任何现有条约
缔约方的梅蒂斯人。
此外，魁北克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法院最近开始为土著群体打开了方便之门，
使其可就其主张权益的土地和资源上以往或当前正在发生的环境侵害直接起诉
私营企业。加拿大最高法院已明确表示，打算在被主张土著所有权或其他土著
权利的土地上开发项目的第三方，可能有义务获得受影响群体的事先同意。 
无论是在土著领地上进行资源开采，还是最近才有的在保留地进行大麻生产，
涉及到与土著居民的合作都需双方慎重考虑。

超过 

167万 
加拿大人自认为是原
住民14

2006年到2016年原住民
人口变动：

+ 42.5%15

尊重
及早参与
保持开放和透明
正直行事 
倾听 
顺应性

构建关系的原则：16

Nadir André 
nandre@blg.com 

 Soudeh Alikhani 
 salikhani@blg.com 

14. http://www12.statcan.gc.ca/census-recensement/2016/dp-pd/hlt-fst/abo-aut/Table.cfm?Lang=Eng&T=101&S=99&O=A  

15. http://www12.statcan.gc.ca/census-recensement/2016/dp-pd/hlt-fst/abo-aut/Table.cfm?Lang=Eng&T=101&SR=1&S=99&O=A&RPP=25&PR=0&D1=8&D2=1&D3=1&TABID=2  

16. https://www2.gov.bc.ca/assets/gov/environment/natural-resource-stewardship/consulting-with-first-nations/first-nations/building_relationships_with_first_nations__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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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改革 
自2010年以来，加拿大十个省政府中的七个均已上调了高收入群体的税率。
此外，加拿大人控制的私营公司获得的投资收益对应的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
已上调，有些省级政府还上调了一般企业税税率。
边际所得税税率的上调使加拿大企业在吸引熟练劳动力、投资和企业家方面
处于竞争劣势。42个美国司法辖区的最高综合税率低于加拿大所有省份的
税率。从全球来看，加拿大（在34个国家中）个人最高综合税率排名第十三
位。
财政部最近提出的税务提案将对加拿大私营企业的税后财务业绩、保留税后
企业所得以解决现金流、再投资、退休储蓄和民营企业的其他现金要求产生
不利影响。
美国正在进行税制改革，对高收入群体和企业的征税将进行修改。这种改革
可能会导致企业税率大幅降低，同时也会对个人减税。
加拿大的税收制度竞争力减弱，加上监管和政治上的制约，预计将导致外来
投资的降低，对于吸引资本用于加拿大企业的开发和扩张（包括自然资源领
域）无疑又增设了一道关卡。

2018年1月生效，联邦
政府拟将小企业的营业
收入税率降低到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
推行自20世纪80年
代以来美国税收的
最大改革。18

10%
17

 

 Lindsay Holmes, QC.  
 lholmes@blg.com

Pamela Cross   
pcross@blg.com

17. http://www.fin.gc.ca/n17/17-097-eng.asp  

18.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ax/republicans-push-ahead-with-tax-bill-as-democrats-sharpen-attacks-idUSKBN1D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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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协定和跨境贸易  
2018年对于加拿大的国际和国内贸易而言，将是具有重大不确定性和深刻变革
的一年。一些还在持续的贸易争端，如软木木材争端，还将在2018年继续存
在，贸易谈判领域也将出现最至关重要的发展。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重新谈判，这是他
为改善美国与NAFTA缔约国之间的贸易条件而作出的明确努力。缔约国的目标
是在2018年3月结束谈判。美国已经提出一些有争议的提案，被加拿大和墨西
哥认为不切实际而驳回。谈判现已进入关键阶段，一边是特朗普总统对这些提
案的执着，一边是NAFTA将会受到的考验。美国在2018年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的可能性仍然很大，这可能会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产生重大经济影响。若
目前的协定未作出重大改变，加拿大几乎没有可能获得“富有成效”的谈判结
局，同时其也会受到经济影响。
特朗普上任不久，便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在美国退出的情
况下，其他的TPP缔约国继续努力推动协定的实施。这些努力似乎已取得成功，
可能会在2018年对TPP作出一定程度的修改以供正式批准。
在经历了多年谈判及后续实施中出现的困难后，《欧盟——加拿大综合经济与
贸易协定》（CETA）于2017年9月临时生效。虽然尚未明确生效，但该协定的
临时适用性意味着该协定的大部分内容现已适用，这为加拿大出口商创造了大
量新的出口机会，也使加拿大国内面临来自欧盟进口商品的竞争加剧。
联邦政府对NAFTA，CETA和TPP都不甚满意，目前正在与中国初步商讨可能的
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谈判可能在2018年开始。经贸协定和TPP的实施将在2018
年为加拿大企业提供巨大的出口机会。若与中国成功达成贸易协定，将进一步
在极大程度上补充这些机会。这些贸易协定及通过NAFTA对美国市场的优惠准
入，将显著改善加拿大作为外国投资目的地的处境。如果NAFTA的重新谈判未
能成功，这些协定至少在特朗普总统仍在任期间可充当潜在的经济安全网。
在国内贸易方面，已就《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CFTA）进行顺利谈判，该协
定于2017年7月1日生效。尽管CFTA并未就完全的国内自由贸易作出规定，但
它显著改善了国内贸易的范围和覆盖面。CFTA还就诸多领域的继续谈判作出
规定，如监管调解和酒类产品的贸易。一个相关的最新事态是，加拿大最高法
院很快将会对Rv. Gerard Comeau一案进行口头辩论。Comeau案中的一个
基本问题是对《1867年宪法法案》第121条的恰当解释，该法案适用于省际贸
易。法院有望在2018年晚些时候作出裁决。该案可能对加拿大境内贸易产生重
大影响，特别是目前受政府措施约束的一些行业，这些措施对某些货物的省际
流通作出了限制，包括酒类饮料、乳制品和家禽。

CETA可能使双
边贸易增加

国内贸易为加拿大全年
GDP贡献约   
3850亿加元19

跨境线上零售 
到2020年可能达到   
9000亿美元21

20%20

Jeffrey S. Thomas  
jsthomas@blg.com  

 Alan Ross  
 aross@blg.com  

19. http://www.international.gc.ca/trade-agreements-accords-commerciaux/assets/pdfs/ceta-aecg/provincial_ON_eng.pdf  

20. https://www.cfta-alec.ca/wp-content/uploads/2017/06/CFTA-general-backgrounder.pdf  

21. http://www.dhl.com/content/dam/Campaigns/Express_Campaigns/Local_Campaigns/apem/express_campaign_spice_trade_apem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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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骚扰报告者为
女性22

的被性骚扰者在试图解
决问题时面临阻碍23

的受访者遭受来自权威
者的骚扰或暴力行为24

94% 

75% 

50% 

职场性骚扰相关的挑战

2017年下半年的情况表明，引人瞩目的职场性骚扰案件频发。预计2018年将
再次强调雇主应如何处理职场性骚扰问题。

考虑到这一点，加拿大企业应如何应对一再强调的恰当职场行为？雇主可采取
哪些措施警惕职场性骚扰行为？

首先，雇主应彻底审视骚扰相关的政策和程序，并确认这些政策和程序符合其
经营所在管辖区内的相关法律义务。除履行这些义务外，雇主还应留意其所采
取的骚扰相关政策是否可有效鼓励骚扰的受害者挺身而出，并及时报告不端行
为。

其次，企业应检查是否为调查和解决性骚扰投诉专门配备了合适的资源。尤其
包括雇员热线，指定能够及时对骚扰事件作出反应并进行调查的公司代表，并
提供管理指导，以把控骚扰调查的时间承诺（无论是对调查人员、证人、被控
骚扰人还是对申诉人）。此外，还应获得适当的法律指导，以协助骚扰调查人
员识别被严禁的骚扰行为与其他轻度的办公室冲突或不当行为。

再次，雇主必须积极主动地确定其在多大程度上仍然面临与骚扰有关的权利主
张风险。这包括推广骚扰相关政策，明确公司对职场行为的期望，并定期开展
培训，使所有人员清楚职场行为准则。应特别留意被要求实施骚扰相关政策的
管理人员。

性骚扰问题越来越为社会所不容，加拿大管辖区性骚扰赔偿责任可能会增加。
涉及指控雇主疏忽或大意的性骚扰索赔可能会加重对雇员申诉人提出的损害赔
偿。雇主应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并控制由此产生的责任。

22.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services/health-safety/reports/workplace-harassment-sexual-violence.html  

23. Ibid.  

2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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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带来的颠覆
我们正在目睹在新技术推动下众多行业发生的巨变。如，加密货币、区块链
和自动驾驶车辆等颠覆了金融和汽车行业的核心业务，影响深远。
加密货币，无论是“安全”代码还是功用代码，都将成为加拿大和全球投资
者的新的、潜在的重要资产类别。2018年，安全监管机构将继续努力，在
保护投资者和扶植新的融资工具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诸多其他问题有望在
2018年得到解答：如市场是否普遍接受加密货币作为交换媒介；政府是否将
在其主要管辖区内一定程度支持这种加密货币合法使用；是否可改善交易流
程，使加密货币可作为“钱”在日常中的使用变得更可行；以及加密货币是
否仍然可作为拥有预期未来价值的投机性投资或是否可转化为被更广泛接受
的交换媒介。
作为高度可靠的分布式分类帐系统，区块链可解决各种问题，包括供应链验
证、减少假冒、维护和证明所有权记录、物流管理，以及简化金融服务行业
的合规性监管。2018年将迎来区块链技术的壮大和深化，除应用于加密货币
外，还将用于其他领域。虽然区块链技术无法弥补所有弊病，但其为商业、
数据管理和透明及自动化订约提供了很好的契机。2018年，从理论到实际的
市场，区块链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并将增加实际市场价值。区块链技术
也将对监管者带来挑战。
自动驾驶车辆技术正在吸引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在全球某些城市，已开始在
一些城市街道小批量测试自动驾驶汽车和卡车。然而，所有这些发展引出了
一个问题：自动驾驶车辆将如何影响车主、司机、零售商和制造商的潜在责
任？这个问题的答案还不清楚。此外，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也引起
了担忧。自动驾驶车辆依赖于与GPS卫星、软件供应商和其他设备通信的能
力。因此，这些高价值数据应是安全的，特别是在网络犯罪和隐私侵犯上升
的情况下。
由于自动驾驶车辆使产品责任得到愈加重视，制造商和供应商对产品责任保
险将有更大需求。这也可能导致司机和制造商之间的风险分割，这取决于车
辆是由司机驾驶还是处于自动驾驶模式下。自动驾驶车辆在商业上普及至一
般消费者之前，还需消除一定的技术、安全和监管障碍，但显而易见的是自
动驾驶车辆技术将会继续存在下去。因此，企业和社会所依据的法律和法规
框架须预测这一特殊变化的程度，为其作好准备，并据此作出调整。

2017年比特币的价格
已飙升超过   
1,600%25

加拿大可通过自动驾驶
车辆的发展获得   
650亿加元  
的潜在利益 26

安大略省启动了   
8000万加元 
自动驾驶车辆创新网络 
(AVIN)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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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obertson@blg.com   

George R. Wray 
gwray@blg.com   

25. https://www.cbsnews.com/news/cryptocurrency-buyers-warned-by-sec/  

26.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report-on-business/canada-a-contender-in-self-driving-car-race/article36158049/  

27. https://news.ontario.ca/opo/en/2017/11/ontario-creating-opportunity-with-cars-of-the-futu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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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气候变化 

国际承诺和国内立法将改变加拿大和国外的能源产业。例如，《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下的《巴黎协定》已发起一项全球计划，该计划将逐步淘汰矿物
燃料，以减少与能源有关的碳排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预计碳排放税的
税率将会增加，并进一步削减限额和交易系统中允许的碳污染限额。这将影响
加拿大的能源行业，其中包括对化石燃料公司、电力公司、汽车制造商和加拿
大碳氢化合物重型经济其他参与者的影响。其影响将延伸至加拿大住房市场和
消费信贷。

从电池到电动汽车，清洁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兴起，正迅速填补了因减少对化
石燃料能源依赖所留下的市场空白。除了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这些技术进步
正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这意味着投资者、审计师和监管者必须对迅速变化的
需求（以及公众的期望）做出反应，以应对气候变化。处理环境监管义务的国
际投资争端一直处于上升中，预计这一趋势将持续。2018年，Redwater争端
拟由加拿大最高法院审理，该案中处理的对石油和天然气权益的回收所产生的
影响将是2018年需要注意的另一个关键问题。

在我们继续寻找解决气候变化的可行办法时，加拿大显然会感受到这种影响。
无论人们是否相信碳排放目标是否能够成功实现，企业都必须开始承认由此产
生的与全球能源行业转型相关的风险和机会。

加拿大从2005年到2030年的温
室气体减排目的为

30%29

2017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遭遇自1958年以来最严重的
自然火灾30

2017年风暴导致全球范
围内将近  
3700亿美元  
的损失
美国遭受的损失达
2020亿美元28

CO2

Gabrielle K. Kramer  
gkramer@blg.com   

 Matti Lemmens   
 mlemmens@blg.com   

28. https://www.upi.com/Top_News/US/2017/11/30/As-hurricane-season-ends-2017-settles-firmly-into-record-book/7711511317614/  

29. http://climateactiontracker.org/countries/canada.html   

30. https://globalnews.ca/news/3675434/2017-officially-b-c-s-worst-ever-wildfire-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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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集体诉讼花费达   

21.7亿美元  
是美国总诉讼花费的 

11.2% 
32

集体诉讼 

集体诉讼越来越普遍并且范围越来越广，所有迹象表明，这一趋势在2018年
将继续。

随着大规模的数据违规占据了海内外头条新闻，预计会出现大量围绕隐私和网
络安全的诉讼。我们预计， 一旦一再推迟的加拿大反垃圾邮件立法（CASL）
所规定的私人诉讼权生效，权利主张将大幅增加。除其他影响之外，这将使公
司因未经请求或涉嫌误导的电子邮件而遭到诉讼。

同样道理，多个行业一连串公开宣布的产品召回事件可能会导致更多产品责任
的集体诉讼。其他易产生权利主张的领域包括竞争和证券法、金融服务、劳动
和就业（特别是对加班的索赔权）。

预期魁北克省将巩固其作为集体诉讼律师们“管辖区首选”的地位，因为其上
诉法院最近的裁决可以说进一步降低授权（认证）的门槛。相比之下，安大略
省的法官更愿意驳回在认证阶段的集体诉讼，这可能导致原告的律师选择其他
省份（特别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魁北克省）作为集体诉讼的主要管辖区。

加拿大最高法院最近为来自不同省份的法官们扫清了障碍，使他们就和解审批
听证共同讨论，但在不同省份存在竞争的集体诉讼如何相互影响，仍将存在争
议，特别是在不同的集体诉讼律师以日益激进的方式角逐大笔预付金的情况下
尤其如此。

使事情更复杂的是，安大略省上诉法院最近确认了整体选择性退出集体诉讼的
有效性。换言之，在某些情况下，可代表可能提出权利请求的（位于世界上任
何地方的）个人（他们并不没有采取积极措施表明其不想从结果中获益，或受
到结果的约束）于安大略省提出诉讼。因此，加拿大的跨国公司可能会在安大
略省遭受与国外供应链以及与其他国家客户的往来有关的诉讼。

最后，安大略省法律委员会目前正在进行磋商程序，以便编制一份报告，就改
革安大略省集体诉讼立法提出提案。利益相关者将密切关注这一程序，并对因
此引起的变化拭目以待。

总的来说，预计2018年加拿大各地法庭将受理诸多集体诉讼。

加拿大暂停CASL的
私有诉讼权利的生
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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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https://www.canada.ca/en/innovation-science-economic-development/news/2017/06/government_of_canadasuspendslawsuitprovisioninanti-spamlegislati.html  

32. https://www.bticonsulting.com/6-trends-shaping-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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