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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２００９年加拿大颁布或实施了一系列法规法令，其中与双边贸易关系

较为密切、需要中国相关出口企业予以特别关注的新规定包括：

２００９年８月，加拿大《纺织品标签和广告条例》，对含竹成分产品标签制定新规定。

该规定将给中国服装出口企业造成一定的影响，提醒相关企业及时关注新法规相关信

息，加强对面料成分尤其对两种以上的混纺面料的检测，再根据实际检测结果标注成分

标识，确保服装产品对加的顺利出口。

加拿大木制品包装材料新规定。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起，对于来自中国的仅提供植

物检疫证书的货物的木质包装将不再为加拿大接受，只有加贴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组织

（ＩＰＰＣ）标志是唯一有效的认证方式。提醒中国企业对出口加拿大货物的木质包装应注

意加贴ＩＰＰＣ标志，同时在签订进出口贸易合同时，要在合同中明确木质包装的检验检

疫要求及相应违约责任，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２００９年４月，加拿大《危险产品法列表Ｉ修改令（婴儿床、摇篮、摇篮车）》出台，从婴

儿床产品安全结构、侧面强度及警告声明（包装及标签）等几方面强化了婴儿床安全性

能，并拓宽了对婴儿床的定义。提醒相关出口企业跟踪了解相关信息，在生产过程中按

照新要求操作，确保相关产品对加的顺利出口。

自２００９年４月１日起，所有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销售的九类电气产品的制造商，须向

电气安全局（ＥＳＡ）进行相关注册程序。提醒中国相关出口企业注意收集相关注册材料

信息，避免对出口造成负面影响。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９年，中加双边贸易总额为２９７．０亿美元，同比下降１３．８％。

其中，中国对加拿大出口１７６．８亿美元，同比下降１８．９％；自加拿大进口１２０．３亿美元，

同比下降５．１％。中方顺差５６．５亿美元。

中国对加拿大出口的主要商品是：机器机械零件、电机电气设备、家具寝具、非针织

服装及衣着附件、针织服装及衣着附件、钢铁制品、玩具及运动用品等；自加拿大进口的

产品主要有含油子仁及果实、木浆及回收纸、矿砂、电机电气设备、机械、矿物燃料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９年中国公司在加拿大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１．０亿美元；完

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１３０９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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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９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加拿大的非金融类

对外直接投资额为７．１亿美元。２００９年，加拿大对华投资项目４５１个，实际使用金额

８．６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加拿大海关及关税管理方面的主要法律有：《海关法》和《海关关税法》。《海关法》

规定了有关课税、征收、关税税则执行及确定商品应纳关税计价的条款；《海关关税法》

授权加拿大内阁在财政部长和／或国际贸易部长的建议下，发布、制定、修改进口货物原

产地规则、海关进口税则、关税待遇规则、特别或紧急保障措施及关税减免等规定。加

拿大边境服务署负责关税的执行工作。

２００９年６月，加拿大对《海关法》进行修订，以支持加拿大加强安全和促进贸易的战

略。该修订的主要目的是赋予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在其风险管理方面更大权限和更多的

灵活性。修订后的海关法允许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全面执行商品信息进口预申报程序

（即ｅＭａｎｉｆｅｓｔ）。同时，此次修订使加拿大边境服务人员在海关控制地区内的任何地方

检查货物和搜索人员时更具权威性和灵活性。

目前，加拿大实行的进口关税种类主要是最惠国关税和适用优惠关税。适用优惠

关税中最主要的是普遍优惠关税，其他还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关税、对加勒比海联邦国家

关税、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关税、对美国关税、对墨西哥关税、对智利关税、对哥斯达黎

加关税等协定关税。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１日，加拿大发布第ＴＮ４７号海关通告，新的海关关税将于２０１０年

１月１日起生效。新关税海关编码不变，仅有少量产品对秘鲁的适用优惠关税税率按阶

段降低。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加拿大是整体关税水平较低的国家。根据 ＷＴＯ关税概况统计，２００８年加拿大的

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为４．７％，农产品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１１．５％，

较２００７年的水平有所降低；非农产品为３．７％，与２００７年持平。

２．进口管理制度

加拿大与进出口贸易有关的主要法律法规有：《出口法》、《出口发展法》、《进出口许

可法》、《特别进口措施法》、《国际贸易法庭法》以及《进口许可证规定》等。

加拿大外交国贸部是加拿大进出口的主要管理部门。

在加拿大，绝大部分商品的进出口不需要许可证。但是根据《进出口许可法》，某些

商品进出口需要提供进出口许可证。需要提供许可证的商品分别列在《进口控制清

单》、《出口控制清单》和《地区控制清单》中。

目前加拿大《进口控制清单》中所列的产品共有四大类，包括纺织品及服装、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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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钢铁产品、武器及军需品。其中，农产品主要包含鸡肉、牛肉、蛋类、奶制品、小麦制

品等。钢铁产品包括碳钢及特种钢。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２日，加拿大发布鱼类进口通知书，要求所有进口供商业销售用鱼类

必须在货物清关的４８小时内向加拿大食品检验局通报，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加拿大

鱼类进口许可证持有人（进口商）的监管要求或鱼类进口许可证持有人质量管理计划监

管要求。每批进口货物必须遵循加拿大相关规定，如果提交的资料不够完整或准确，加

拿大食品检验局将不能够处理该批货物，那么鱼类进口通知书将返回给进口商，并且货

物将被滞留。若进口商未能及时向加拿大食品检验局提交所需资料，其许可证的申领

将受到影响。

３．出口管理制度

加拿大依照《出口控制清单》和《地区控制清单》对部分产品实行出口控制。２００９年

经过修改后，目前加拿大《出口控制清单》中所列的产品共有七大类，包括：农产品（精炼

糖、含糖产品和花生酱）；纺织品及服装；军用战略两用物资；核材料及技术；导弹（涉及

不扩散化学品或生物制品）；软木、未加工木材以及部分其他森林产品；各种美国原产产

品以及部分具有医疗价值的产品。

目前，《地区控制清单》中所列明的国家只有缅甸，即加拿大对缅甸出口的所有商品

都必须获得出口许可。

４．贸易救济制度

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和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共同负责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工作。

边境服务署负责根据《特别进口措施法》接受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申请，并决定是

否立案；负责调查倾销或补贴，并根据倾销幅度或补贴量来决定反倾销或反补贴税的征

收；负责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再调查。

国际贸易法庭负责确定倾销或补贴的进口产品是否对加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

实质损害威胁；负责日落复审调查的启动，并且负责向政府提供适当的救济措施建议。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最多由９个全职成员组成，包括一名主席和两名副主席，由总督委

任，任期五年。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加拿大有关外国投资的指导性法案主要是《投资加拿大法案》。其他与投资相关的

法律有《１９８５年加拿大投资规则》和《１９８５年公司法》。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２日，加拿大修改《投资加拿大法案》，降低了主要集中在较大外国投

资交易中关于“净利益审查”（ｎｅｔｂｅｎｅｆｉｔｒｅｖｉｅｗ）的障碍；改善了该法案管理的透明度；

并授权政府对外国投资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审查。

具体而言，关于“净利益”的审查过程的修改包括：修改一般审查金额的基础，从总

资产的账面值更改为企业价值；在４年内将一般性审查的金额从总资产３．１２亿美元提

高至１０亿美元；取消对指定部门较低金额的审查（即运输服务、金融服务和铀生产部

门）；要求部长对于其所作出的任何不批准投资的决定进行说明，并允许部长披露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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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信息；要求每年公布一份关于该法案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

以上修改除关于企业价值的更改将由总督决定生效日期外，其他修改已于２００９年

３月１２日全部生效。需经审查的金额将在四年内逐步提高到１０亿美元。

该法还授权加拿大政府可以对那些损害国家安全或具有国家安全损害威胁的投资

进行审查，并在必要时采取适当的行动。国家安全审查和净利益审查是分开管理审查。

国家安全审查机制自２００９年２月６日起生效。

加拿大将外国投资分为对文化产业类和对非文化产业类投资。加拿大工业部负责

非文化产业外国投资的审批；自１９９９年６月起，加拿大文化遗产部取代工业部负责对有

关文化产业的外商投资的审核。加拿大文化遗产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可能会导

致加拿大文化产业所有权和控制权转移给外国投资者的新投资建议进行审批。这些文

化产业包括出版、书刊杂志的发行与销售、以机器可读形式或印刷的音乐作品的发行与

销售。文化产业还包括电影或影像产品以及音频或视频音乐纪录的生产、发行、销售或

展览。

根据《投资加拿大法案》，加拿大将外国投资分为来自 ＷＴＯ成员的投资和非 ＷＴＯ

成员的投资并设定了不同的审批标准：

对来自非ＷＴＯ成员的投资，近年来审批金额标准未发生变化。直接投资金额超

过５００万加元以上的需要审批，间接投资金额超过５０００万加元的需要经过政府审批；

对来自ＷＴＯ成员的投资审批，相比对非 ＷＴＯ成员宽松。须经审批的外国投资

金额门槛不断降低，每年需审批的投资额相当于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特定时间段内以

市场价格计算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乘以之前一年的须审批金额数。２００９年的

ＷＴＯ成员国的外资审批门槛为３．１２亿，即 ＷＴＯ成员方对加拿大的直接投资金额在

３．１２亿加元以下的，不需审核，只需向加拿大政府备案；

ＷＴＯ成员对加拿大的间接收购不需要审批，但是仍需通报。

对四部门的投资（铀工业、金融服务、交通服务和传统文化产业），不论是否来自

ＷＴＯ成员国，所有投资者统一按照以下金额标准审批：直接投资５００万加元，间接投资

５０００万加元。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加拿大修改《竞争法》并发布《竞争者合作指南》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２日，加拿大正式修改《竞争法》以更好地保护加拿大人免受反竞争行

为造成的损害。新法将于２０１０年３月生效。

新的《竞争法》修改或新增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对在欺诈性经营、对受虚假和误导性

描述损害的消费者赔偿、价格条款、竞争者合作领域及收购审查等，并对相应行为规定

了行政处罚的力度。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３日，加拿大竞争局正式发布《竞争者合作指南》，以固定价格等形式

更为有效地制约卡特尔企业联盟，同时取消了对合法的企业合作的司法制裁，避免阻碍

潜在的有益的企业联合或联盟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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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竹衍生纺织品标签指南》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１日，加拿大发布《竹衍生纺织品标签指南》，在加拿大《纺织品法》

（ＴＬＡ）和《纺织品标签与广告条例》（ＴＬＡＲ）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由竹子衍生的纺

织品标签的要求。由于竹子不是一种能广为接受的纺织纤维的通用名称，除非竹纤维

已经经过机械处理，从天然竹纤维转化成类似亚麻纤维。

加拿大《纺织品标签和广告条例》第２６（２）（ｃ）条规定：采用再生纤维制成的纺织纤

维其通用名称应为“人造纤维”（ｒａｙｏｎ），以下情况除外：

（１）采用铜铵加工的纤维，其通用名可以使用“ｃｕｐｒｏ”、“ｃｕｐｒｏｒａｙｏｎ”、“铜铵”

（ｃｕｐｒａｍｍｏｎｉｕｍ）或“铜铵丝”（ｕｐｒ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ｒａｙｏｎ）；

（２）采用粘胶加工的纤维，其名称可以使用：“粘胶”（ｖｉｓｃｏｓｅ）或“粘胶丝”（ｖｉｓｃｏｓｅ

ｒａｙｏｎ）；

（３）采用改良粘胶加工过程、湿模量较高的纤维，其名称可以使用“ｍｏｄａｌ”或“ｍｏｄａｌ

ｒａｙｏｎ”；

（４）采用溶液提取处理、不含化学中间体的纤维，其名称可以使用“ｌｙｏｃｅｌｌ”或

“ｌｙｏｃｅｌｌｒａｙｏｎ”。

具体的纤维名称可根据采用的纤维加工方式而定。如果是用以竹子为原料的人造

纤维制成的产品，其通用名必须按照规定，在名称中首先注明“人造纤维”（ｒａｙｏｎ）或其相

应的加工方式，并附以“以竹子为原料”（ｆｒｏｍｂａｍｂｏｏ）的字样。可接受的名称如“ｒａｙ

ｏｎ”，“ｖｉｓｃｏｓｅ”，“ｒａｙｏｎｆｒｏｍｂａｍｂｏｏ”或 “ｖｉｓｃｏｓｅｆｒｏｍｂａｍｂｏｏ”。

２００９年８月３１日前，可以在加拿大销售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１日前生产、加贴标签或包装

的，原料成分非正确地标注为“竹原纤维”的现有库存纺织品；但２００９年８月３１日后，加

拿大竞争管理局将展开市场监查，以确保纺织品符合《纺织品标签和广告条例》的要求。

３．《有机产品条例》实施

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起，加拿大《有机产品条例》开始生效，该条例规定了有机产品严格

的认证标准，要求只有符合产品认证要求并且至少有机含量在９５％以上的食品才可在

标签上注明为“有机食品”。

条例适用于所有进出口有机产品，不论其来源如何，所有的有机产品必须获取符合

加拿大有机认证标准的认证。加拿大食品检验署将密切与有机产业合作开展新规定的

实施。

４．加拿大木制品包装材料新规生效

从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开始，加拿大食品检验署（ＣＦＩＡ）的木质包装材料新指令

（Ｄ９８０８）的最后过渡期已过，将全面实施。该指令适用于所有除美国大陆以外的地区

生产的所有木质包装材料，包括垫料、木托盘或木装箱等。用于运输所使用的木质包装

材料也适用。但是，原木、带树皮的材、木屑、树皮、竹制品等则不属于本规定的范畴。

２００９年３月４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签发的第ＣＮ０９００２号海关通告“加拿大对于

来自中国木质包装材料的新要求”，声明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起，对于来自中国的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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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证书的货物的木质包装将不再为加拿大接受，只有加贴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组

织（ＩＰＰＣ）标志是唯一有效的认证方式。也就是说，加拿大对来自中国货物的木质包装

仅查验ＩＰＰＣ标志，凡仅随附植物检疫证书的，加拿大将拒绝入境。该通告给予中国产

品３个月的过渡期，即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至９月１日，植物检疫证书随附在ＩＰＰＣ标志可

以同时被接受，并建议中国质检总局分阶段逐步适应该政策的变化。

建议中国企业对出口加拿大货物的木质包装应注意加贴ＩＰＰＣ标志，同时在签订进

出口贸易合同时，要在合同中明确木质包装的检验检疫要求及相应违约责任，避免不必

要的经济损失。

（四）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１）重新修订肉毒杆菌素化妆品标签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４日，加拿大卫生部向加拿大消费者及卫生保健人员发布消息称，现

有的肉毒杆菌素及肉毒杆菌素化妆品的标签信息将被修订为包含毒素向身体其他部位

扩散的风险内容，比如可能导致肌肉无力、说话含糊不清、吞咽或呼吸困难、肺积水等严

重症状。

该通知是加拿大卫生部对目前肉毒杆菌素及其产品从注射部位扩散至身体其他部

位的安全性审议的结果。目前，加拿大卫生部已与国内制造商共同合作，对市场上的上

述产品标签进行修订。同时，告诫消费者应谨慎使用上述产品，应在专业人员的监督下

才可使用。此外，加拿大卫生部将继续对肉毒杆菌及肉毒杆菌美容产品的安全进行监

测，以及时向消费者通知其最新进展。

（２）《填充料物品标签和注册要求》对部分产品豁免

根据原来加拿大安大略省对带衬垫和填充料的物品的相关规定，衬垫内衣从２００９

年１月１日起，有垫肩和装饰带的衣服从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销售必

须获得技术标准和安全局（ＴＳＳＡ）颁发的许可证书，并按照安大略省《衬垫和填充料类

产品计划》的规定加贴标签。

但是，安大略省小企业和消费者服务部已经对该法规进行了修改，取消了对衬垫内

衣、成衣垫肩和装饰带的有关规定。修改内容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５日开始生效。最新修订意

味着安大略省《衬垫和填充料类产品计划》对衬垫内衣和成衣垫肩以及装饰带进行了豁免。

（３）加拿大修订纺织标签条例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３日，加拿大发布通报：《纺织标签和广告条例修订建议》，拟在《纺织

标签和广告条例》里增加“ｌａｓｔｏｌ”和“ｐｏｌｙ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或“ＰＬＡ”这两种纺织纤维通用名称，

防止消费者被纺织品标签和广告误导，确保消费者可根据纤维含量选择纺织品。该措

施已经生效。

（４）加拿大对婴儿床、摇篮和婴儿摇篮车提出修改令

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１日，加拿大公报发布“危险产品法列表Ｉ修改令（婴儿床、摇篮、摇篮

车）”。新规定对《危险产品法》（ＨＰＡ）的“婴儿床和摇篮规定（ＳＯＲ／８６９６２）”，以及《危

３１１加　拿　大



险产品法》列表Ｉ第二部分第２５条提出了调整性修改，从婴儿床产品安全结构、侧面强

度及警告声明（包装及标签）等几方面强化了婴儿床安全性能，拓宽了对婴儿床的定义，

消除了标准婴儿床和便携式婴儿床之间的区别，将婴儿摇篮车纳入规定范围。

修改令要求如下：安全结构方面，要求婴儿床的设计不能有婴儿可以踩踏、攀爬的

突出部位，以避免婴儿因攀爬而跌伤，且修订后加拿大关于婴儿床角柱的安全要求与美

国要求相一致；

侧边高度方面，要求最低标准为２３０毫米，对于所有的婴儿床、摇篮、婴儿摇篮车，必

须遵守该标准；

对于婴儿床和摇篮的以下部位，需要有额外的警告：隐形绳索附近、可移动的侧门

以及可替代部件；

修改纺织品相关可燃性标准，新标准为加拿大通用标准委员会标准（ＣＡＮ／ＣＧＳＢ

４．２，ＮＯ．２７．５２００８，纺织品防火性测试法—４５°角１秒点火冲击实验）替代原先的美国

实验与材料协会标准（Ｄ１２３０６１）；

要求婴儿床、摇篮及摇篮车的制造商或进口商必须保持至少三年相关产品的销售、

广告和测试记录；

新修改令的生效日期有待与相关部门协商修订相关细节后确定。

由于加拿大大多数婴儿用品从国外进口，对婴儿床等婴儿用品的监控和检查较为

严格，新规定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企业的检测费等出口成本。提醒相关出口企业在生

产过程中按照进口国要求操作，在出口时，应请进口商明确验收产品所依据的全部技术

法规和标准，以免因要求含混导致货品不符合最终用户的要求造成损失。

（５）汽车排放限量法规

加拿大交通部于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３日发布了ＴＢＴ通报《计划制定新的汽车和轻型卡

车二氧化碳排放限量法规的公告》，加拿大环境部正在开始制定新的汽车和轻型卡车二

氧化碳排放限量法规。该法规等同于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７日发布的美国国家燃料节约标准，

规定２０１１年及随后型号新的汽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料节约达到２７．３英里／加仑（即，相

当于大约２０２克ＣＯ２／千米）。实施日期未定。

（６）加拿大修订清洁产品《磷浓度法规》

２００９年６月，加拿大修订了洗涤剂和清洁产品的《磷浓度法规》，修订拓宽了该法规

的范围，包含了其他的洗涤剂及清洁剂，同时降低了已规定的磷浓度的限量。修订增加

了对其他洗涤剂及清洁剂的磷浓度限制，这些洗涤剂及清洁剂包括家用、工业用及商业

用洗涤剂及清洁剂。该修订案将于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生效。

该法规规定实验室可采用下列方法来确定磷浓度。该实验室必须得到国际组织的

认可，能够执行ＩＳＯ／ＩＥＣ１７０２５：２００５标准化方案，认可范围包括磷测试方法。

● 清洁剂中磷元素的修订测定方法，环境部的ＥＰＳ４ＷＰ７４２报告；或

● 清洁剂中磷元素的自动化测定方法，环境部的ＥＰＳ１ＷＰ７６１报告。

根据该法规规定，洗涤剂及清洁剂的类型及具体的磷限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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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磷浓度法规》修订的洗涤剂及清洁剂磷限量

范　　　　围
磷浓度要求（％）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前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后

家用洗涤剂 ≤２．２ ≤０．５

商业和工业用洗涤剂 ≤２．２ ≤２．２

家用餐具洗涤剂（包括手用洗碗皂和自动洗碗机用洗涤剂） 无 ≤０．５

家用清洁剂（包括玻璃清洁剂、地板清洁剂、水池、浴盆和瓷砖清洁剂、

地毯清洁剂、消毒剂、蜡和亮漆、洗涤粉、除渍剂、马桶清洁剂和厨房清

洁剂，不包括洗衣粉、金属清洁剂、脱脂洗涤剂和餐具洗涤剂）

无 ≤０．５

　　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加拿大拟制定深加工品进口指令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２日，加拿大发布通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拟制定深加工品进口指令。

深加工品进口指令降低了非风险材料受疯牛病（ＢＳＥ）病毒介质污染风险的进口要

求，将对牛皮制品的要求并入为供人消费与动物使用（非牲畜饲料）产品的要求。牛皮

胶或胶脂的兽医认证要求包括产品原料为牛皮，通过若干方法消除明显的中性污染（包

括清洗、刮理、修整或真空处理）及产品制造经过碱化处理。该指令是以加拿大健康部

及食品检验署联合科学建议为根据，并符合ＯＩＥ及ＷＨＯ的方针。

深加工品指令修改是要反映加拿大食品检验署及加拿大健康部清除所有规定屠宰

牛风险材料（ＳＲＭ）的立法与政策要求。ＳＲＭ指任何３０个月或以上牛的头骨、三叉神

经、眼、扁桃体、脊髓及背根节，及所有牛龄的回肠末端。所有清除的ＳＲＭ必须与供人

消费及动物食品隔离。清除牛体所有ＳＲＭ的要求不适用于源自一确定可忽视疯牛病

风险国别的产品。

（２）加拿大发布食品与药品法规修订提案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７日，加拿大卫生部发布通报《食品与药品法规修订提案：人用药药物

成分处方地位》。该通报宣布对增加４种药物成分至食品与药品法规一览表Ｆ第Ｉ部分

提出意见，涉及的药品包括：去甲文拉法辛及其盐类、依普利酮、福沙吡坦及其盐类和吗

氯贝胺。

（３）加拿大制定多项农药残留限量法规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加拿大发布通报，对农药硝草酮（Ｍｅｓｏｔｒｉｏｎｅ）、蝇毒磷（Ｃｏｕｍａｐｈｏｓ）、

霜脲氰（Ｃｙｍｏｘａｎｉｌ）、二甲噻草胺（Ｄｉｍｅｔｈｅｎａｍｉｄ）、吡喃草酮（Ｔｅｐｒａｌｏｘｙｄｉｍ）制定了最

高残留限量标准。内容涉及：硝草酮在蔓越莓上的最高残留限量为０．０１毫克每千克

（ｐｐｍ）；蝇毒磷在蜂蜡上的最高残留限量为１．０毫克每千克（ｐｐｍ）；霜脲氰在蔓越莓上

的最高残留限量为４．０毫克每千克（ｐｐｍ）等等。

上述法规均已生效。

（４）加拿大发布使用叶绿素铜钠作为染色剂的安全及有效性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加拿大发布通报《临时营销许可：使用叶绿素铜钠（ｓｏｄｉｕｍｃｏｐ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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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ｉｎ）作为糖果品、冷冻食品、冰淇淋粉及冰淇淋配料品的染色剂》。加拿大

卫生部拟修改食品药物法规，准许按３００ｐｐｍ的最高标准，使用叶绿素铜钠（ｓｏｄｉｕｍ

ｃｏｐｐｅｒ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ｉｎ）作为糖果品、冷冻调理食品、冰淇淋粉及冰淇淋配料品的染

色剂。

在履行法律程序正式修改法规的同时，特发布临时营销许可，准许按以上要求使用

叶绿素铜钠，准许销售含染色剂叶绿素铜钠的补充食品。该修改措施具有安全评估的

支持，对经济与环境没有大的影响。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加拿大进口关税总体处于较低的水平，大多数原材料的进口关税很低或为零，关税

较高的产品主要涉及纺织品、服装及鞋类。根据《加拿大海关关税２０１０》，部分平纹机织

物的进口关税为１４％，部分无纺织物进口关税为１２．５至１４％，大部分针织或钩编服装

及衣着附件进口关税为１８％；部分鞋类的进口关税为１６％至２０％。

２．关税升级

加拿大存在部分关税升级现象。例如，２００８年，进口棉花的平均最惠国关税为

０．５％，纺织品的平均最惠国关税６．６％，服装平均最惠国关税为１６．９％。

３．关税配额

加拿大关税配额类产品占总关税税目的２％左右，所有配额产品都是农产品，主

要是奶制品、鸡肉、火鸡以及蛋类，由加拿大供应管理系统对其进行配额管理。关税

配额以内的农产品进口关税较低，甚至为零，但是对关税配额以外的进口征收高关

税，如对配额外的部分奶制品征收２４５．５％的高关税，对配额外农产品的最高关税达

３１３．５％。

（二）进口限制

《加拿大海关税则２０１０》第９８章规定，除个别情况外，禁止进口各种型号的旧机动

车辆或二手车，但是进口自美国的旧机动车不受此规定的限制。另外，对于从墨西哥进

口的旧车辆也将在２０１９年之前逐年放宽进口限制。２０１９年之后对墨西哥二手车辆的

进口则无限制。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

１．含竹成分产品标签

２００９年８月３１日，加拿大实施新的《纺织品标签和广告条例》。新法规强调消费者

有权被告知服装所含的纤维成分，并为标签订出多项技术性原则。例如，标签必须固定

于衣服内、容易阅读以及耐受１０次洗涤。非永久性标签可采取贴纸或印刷标签的形式，

贴于或印于由制造商或分销商制造的包装上，便于让消费者清楚了解纤维成分。标签

必须使用通用纤维名称显示消费类纺织品纤维成分，必须清楚说明含量达到或多于５％

的纤维的通称以及其所占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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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标签还须标明分销商名称及地址，或以身份号码代替。新法还特别规

定，除非制造商在生产过程中使用１００％天然竹子，否则“竹子”（ｂａｍｂｏｏ）一词不能单独

印在标签上。此外，假如管理局提出要求，有关制造商必须提供资料证明其产品是以

１００％天然竹制造。一般而言，竹制品多由竹纤维加工而成，很少有纯竹制品。该国管

理局要求，加拿大纺织公司于条例生效后应谨慎处理标签内容。

加拿大是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重要市场之一。此次加拿大新的《纺织品标签法》

收紧纺织品标签规定，将给中国服装出口企业造成一定的影响，提醒相关企业及时关注

新法规相关信息，加强对面料成分尤其对两种以上的混纺面料的检测，再根据实际检测

结果标注成分标识，确保服装产品对加的顺利出口。

２．加拿大安大略省电气产品注册要求

根据２００７年８月１日颁布的《产品安全条例》（安大略省第４３８／０７号条例），自２００９

年４月１日起，所有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销售的九类电气产品的制造商，须向电气安全局

（ＥＳＡ）进行相关注册程序。加拿大授权电气安全局对未经许可进入安大略省的电气产

品或设备予以没收或召回处理。

这九大类电气产品和设备包括：消费类电气产品、商用电气产品、电气医疗器

械、工业电气产品、配线设备和产品、在危险环境下使用的电池驱动产品、用于对电

池驱动产品进行充电的外部电源、用于生命安全和／或保护功能的硬接线和带有插

头的电气产品（如烟雾探测器、一氧化碳探测器），以及用于以上各种产品的零

部件。

加拿大电气安全局规定，所有正在或即将销往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上述九类电气产

品的制造商必须先取得认可的安全认证标志，如ＣＳＡ、ｃＵＬ、ｃＥＴＬ、ｃＭＥＴ、ｃＢＶ、

ｃＦＭ、ｃＴＵＶ等，并且在２００９年８月３０日前完成相关注册程序。对于已获得上述认证

标志的产品，可于２００９年４月１日起，在电气安全局网站上完成在线注册。

本次注册强调的是制造商，而不是产品本身。拥有多个认证产品并且有多个生

产地的制造商只需注册一次。第一年的注册费用为３５０加元，其后每年年费为３００

加元。

此次加方提出注册要求给中国相关出口企业带来技术升级、成本增加、安全认证等

影响。加拿大电气安全局的注册要求是电气产品出口加拿大的首要条件，但是其提供

的可供注册的时间不足五个月，对于中国相关出口企业来说难以在短期内提供所需的

注册材料和相关数据信息，将可能阻碍中国企业继续对加出口电气产品。

３．产品包装限制

加拿大对婴儿食品以及新鲜或加工的蔬菜水果产品的包装尺寸进行了强制规定。

加拿大《加工产品条例》要求在加拿大销售的婴儿食品必须符合两种包装尺寸：４．５盎司

（１２８ｍｌ）和７．５盎司（２１３ｍｌ）。

加拿大禁止进口超过一定包装尺寸的新鲜或加工蔬菜水果，除非加拿大进口商能

够证明其国内市场对该种产品的供应不足。如果加拿大对某种新鲜蔬果产品的包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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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标准做出具体规定，则限制进口大包装（ｂｕｌｋ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的产品。

４．强化食品标签

加拿大对于添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的强化食品的标签要求增加了相关食品制

造商的出口成本。加拿大限制销售某些早餐麦片及其他强化食品，如添加了一定

浓度的维生素或矿物质的橙汁。加拿大要求强化钙橙汁等产品应被视为药品。加

拿大强制要求制造商在添加了维生素或矿物质的早餐麦片标签上标明“代餐”，这

对生产商造成了额外的成本，生产商必须区分在本国销售的产品和在加销售的产

品标签。

（四）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的鱼类进口检验计划规定，用于商业销售的鱼类及海产品的

进口商必须持有加拿大食品检验局颁发的鱼类进口许可证或质量管理计划进口许

可证。

对于从未将鱼类及海产品出口至加拿大的加工商来说，其产品的检验率需为

１００％，也就是说首批鱼产品中的每个包装件都需要进行抽样检验。进口鱼类产品的检

验频率根据历史纪录，从２％（对所有批次的非卫生与安全分析，如标签分析）到最高５％

不等（卫生与安全分析，如汞残留及农药残留分析）。

如果检测结果显示某种产品或某个原产国的产品有问题，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将提

高检验率至１００％。如果某批产品经检验不符合加拿大要求，而且产品同进口商提供的

材料不符，则该整批产品将被退回或销毁。另外，该外国出口加工商将被列入加拿大食

品检验局的进口预警名单，且该出口加工商之后的产品都需要１００％检验，直到连续４

批样品通过检测符合加拿大要求为止。中方认为加拿大对鱼类检验的要求过于苛刻，

不利于相关贸易的积极开展。

（五）政府采购

加拿大是《政府采购协议》（ＧＰＡ）的签署国，允许外国供应商在无歧视的基础上竞

争联邦政府ＧＰＡ条款所覆盖的合同。但是，加拿大仍未开放各省政府的采购市场。一

些加拿大的省仍保留“加拿大购买”价格优先的做法以及其他的歧视性采购政策，对加

拿大本国的供应商给予优于他国的优惠。

（六）贸易救济措施

近年来加拿大多次对中国产品同时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２００９年加拿大

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２起反倾销调查，涉及防水胶鞋和床垫用弹簧组件；１起反倾销和反

补贴合并调查，涉案产品为石油管材，该案是２００４年以来加拿大对中国产品发起的第９

起双反调查案件，也是加拿大对中国钢铁产品发起的第３起双反案件。

自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日起加拿大按《特别进出口法》执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以来，截

至２００９年底，加拿大共对中国发起２１起反倾销调查，９起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和２

起保障措施调查。

２００９年，加拿大对中国产品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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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２００９年加拿大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２月２７日 防水胶鞋

６４０１１０１１、６４０１１０１９、６４０１１０２０、６４０１９２１１、

６４０１９２１２、６４０１９２９１、６４０１９２９２、６４０１９９１１、

６４０１９９１２、６４０１９９１９、６４０１９９２０、６４０２９１１０、

６４０２９１９０、６４０３１９９０、６４０３４０００、６４０３９１００、

６４０４１１９９、６４０４１９９０

２００９年年９月２５日国

际贸易法庭作出无损害

终裁。

２ ４月２７日
床垫用弹

簧组件
９４０４１０００００、９４０４２９００００、７３２０２０９０１０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６日，作出

终裁，对两企业征收０和

７．８％的反倾销税，其他

中国企业征收１４７．４％的

反倾销税。

表３：２００９年加拿大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双反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８月２４日 石油管材
７３０４２９００、７３０４３９１０、７３０４５９１０、７３０６２９１０、

７３０６２９９０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３日初裁，

应 诉 企 业 倾 销 幅 度

３３．９４—１１０．６９％，补贴

幅度０．３３％—２．４７％；未

应 诉 企 业 倾 销 幅 度

１６７％，补贴幅度１５％。

　　加拿大对华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有：第一，调查过程不符合

“程序公正”原则，缺乏必要的透明度，未能给予应诉方公平待遇；第二，对中国产业政策

和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存在偏见，在国有企业低价提供原材料等补贴项目的认定和补贴

量的计算问题上存在错误；第三，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出现倒退，频繁认定中国涉案

行业为非市场经济行业，采用不合理的第三国数据裁定中国企业高额反倾销税，同时征

收反补贴税，存在明显的双重计算问题，严重影响中国政府及企业的应诉积极性和出口

利益。

（七）服务贸易壁垒

１．电信业

根据加拿大对 ＷＴＯ的服务承诺减让表，除固定卫星服务和海底电缆外，所有基

础电信服务的外国供应商持股比例不得超过４６．７％。除了持股比例限制外，加拿大

还要求电讯设施服务供应商要由“加拿大人控制”，即至少８０％的董事会成员必须是

加拿大公民。这些限制妨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电信服务商在加拿大提供基础电

信服务。

２．保险业

加拿大《保险公司法》规定，外国公司拥有加拿大寿险公司的总股权不能超过２５％，

任何单个非加拿大公民不得拥有加寿险公司１０％以上的股权。加省级立法部门也对外

资进入保险行业设定了一定的限制。

外国投资者仍然受投资额度的审查限制，加拿大国内有几个省继续对入省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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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行审批程序。人寿保险公司一般不得开展其他服务。保险商在加拿大提供保

险、再保险及再转让服务，必须属于商业性质。在不列颠哥伦比亚、萨斯喀彻温和曼尼

托巴３省，消费者必须从政府承保人处购买最低限额的汽车险。附加险可由政府和私人

承保人承保。在魁北克省，身残险由政府承保人承保，但汽车险及财产损失险均可由私

人承保人承保。在其他各省，上述险别均由私人承保人承保，但对保险费与保险单期限

有严格管制。

３．法律服务业

获得许可证的外国律师可以作为外国法律咨询人员提供法律意见，但是所涉及的

法律领域必须是在其母国所允许进行法律执业的领域。加拿大各省对外国律师从业有

着不同的要求。

４．建筑业

加拿大对建筑服务行业实行许可证管理。从事建筑服务的建筑师及工程师执业受

省级政府管理，从业者必须从某一省或地区的建筑师协会获取许可证。各省或地区对

许可证的要求不尽相同。

希望获得许可证的外籍建筑师必须拥有授权机构所要求的学历资格。

５．视听及通讯服务

早在２００３年，加拿大政府就修改了《著作权法》，规定互联网的转播台不具备获得转

播的强制许可（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ｒ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ｌｉｃｅｎｓｅ）资格，除非加拿大联邦传播的管理机

构—广播电视及电信委员会（ＣＲＴＣ）对其发放许可证。

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信委员会规定，在无线广播中，加拿大的节目需占电视播出总

时间的６０％，并且占黄金播出时间（晚６时至午夜）的５０％。同时还规定，３５％的流行音

乐电台节目必须符合加拿大政府规定的评分制度，达到“加拿大化”的标准。对于有线

电视和直接入户的广播服务，加拿大节目具有频道优先权，即用户所收节目的５０％以上

必须是加拿大节目。

该委员会还规定，加拿大广播公司运营的英语和法语电视网在晚间７点至１１点之

间不能播出有外国特征的电影。这一时段唯一可以播出的非加拿大电影必须是至少２

年前在影院公映过，而且不能是１０年内Ｖａｒｉｅｔｙ杂志所评选出的前１００位票房收入的

电影。非加拿大的频道必须由该委员会预先批准（列表中的）。其他服务，如专业电视

和卫星广播服务，对于加拿大内容的比例要求根据服务性质有所不同。

持有许可证的加拿大公司如果认为非加拿大公司在付费或专业服务上对其构成竞

争威胁，可以对其提出上诉。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信委员会可考虑是否将其从目前的

非加拿大服务商列表中取消，或将其转到竞争较少上的频道位置。

四、投资壁垒

《投资加拿大法案》、《广播法》、《电信法》以及加拿大其他相关管理政策限制了外资

在能源、采矿、银行、渔业、出版、电信、交通、电影、音乐、广播、有线电视以及房地产等部

门新设外资企业或投资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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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者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对现有加拿大图书出版和发行公司进行直接

收购，例如该加拿大公司处于明显的财务危机，而且加拿大人同时具有“完全和平等”的

机会对其进行收购。

加拿大法律禁止外资收购加拿大的电影发行公司。外资新设的电影发行公司只能

经营其自有产品。只有在投资人承诺将其在加拿大收入的一部分以加拿大政府指定的

方式再投资时，才允许在加经营的外国电影发行公司进行直接或间接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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