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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本书由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

拿大研究中心集中心学者、华南地区知名高校学者以及国际学者之力

合作完成。  

  2016 年，加拿大经济增长幅度较上一年有所提升，增长率为

1.4%，但经济增长中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失业率有所下降，但一些

省份失业率依然高达两位数。通过一年的变革，小特鲁多带领自由党

政府赢得了近一年来的高支持率。对内继续实行财政赤字计划，大力

扶持中产阶级，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开展全方位外交，通过积极

参与气候问题、难民问题以改善加拿大的国际形象，同时既重视加强

传统的美加、欧加关系，又将中加关系的诸多重要议题提上日程。在

中加关系方面，小特鲁多政府表现出积极正面的态度，希望与中国在

多方面实现进一步的合作。  

  2016 年，加拿大正式加入亚投行，对中加自贸协定展开可行性研

究，两国实现高层互访机制化，中加关系升温，未来中加在经济、贸

易、能源以及政治方面的合作值得期待。未来小特鲁多的内政外交政

策效果将继续接受检验，其重视多元化与国际化的形象将使加拿大继

续成为值得关注的热点国家之一。  

    文章列表 

    总报告 

2016 年加拿大发展形势  

作者 黄忠  

摘要 

2016 年，加拿大经济虽然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但总体

前景值得期待；自由党执政地位稳固，社会公平正义度增

强，国内安全形势稳中有忧；国际形象良好，国家声誉度

较高。小特鲁多政府执行温和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实施大

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改革计划刺激经济增长，谋求改

进国家安全政策框架，努力实现包容性增长。小特鲁多政

府着力发展与欧盟、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与特朗普政府

的关系相对冷淡，在反恐议题上强化多边合作，对外援助

与应对气候变化积极。展望未来，加拿大国内发展稳中有

进的态势不会改变，在对外关系上将继续保持务实的外交

风格。  

关键词 政治 经济 外交 加拿大 社会 

 分报告 

2016 年加拿大政党政局  



作者 唐小松  

摘要 

2016 年是对自由党政府的第一个考验年。以走向“真正

的变革”（Real Change）为口号上台的小特鲁多，在这

一年里实施了全方位调整。总体来说，上台一年多以来，

小特鲁多获得了超长的政治“蜜月期”。之后，由于各种

“大事”的冲击，民众对于联邦政府、自由党以及总理小

特鲁多本人的支持率都有所下降，但小特鲁多和自由党政

府的支持率总体上依然较高。在此背景下，最大反对党保

守党 2017 年的党首选举格外引人注意。哈珀辞去党首一

职后，保守党内先后出现了十几位类型各异的候选人，竞

争激烈。最后安德鲁·希尔胜出，成为小特鲁多的新对

手。同时，其他无力竞争国会大选的政党开始寻求诸如联

合政府的模式，争取在地方治理上有更多的话语权。  

关键词 保守党 自由党 小特鲁多 安德鲁·希尔  

  

2016 年加拿大经济形势  

作者 林珏  

摘要 

2016 年加拿大实际 GDP 较上年有所增长，这一增长主要

来自家庭最终消费支出的增长。该年加拿大经济增长存在

各种不稳定因素，比如投资和对外贸易的下降，其中企业

投资中非居民用建筑、机械设备、知识产权等投资都在下

降，导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减少；服务出口和进口增加，

但商品出口和进口有所减少；失业率虽有所下降，但一些

省份失业率依然高达两位数。这些因素综合造成加拿大

2016 年全年经济虽有增长但幅度不高。为克服经济增长

疲软，加拿大实施贸易多元化战略和国内税收等改革措

施，包括与中国商定建立自由贸易区事宜。加拿大贸易的

多元化战略将有助于降低来自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周期波动

或不景气带来的冲击或影响。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

想一旦付诸实施，也将使加拿大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大

大发挥，并借助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推进加拿大经济的

发展。  

关键词 经济发展 加拿大 多元战略  

  

2016 年加拿大外交形势  

作者 刘丹  

摘要 
2016 年是小特鲁多上台执政的第一年，其外交政策充分

体现了他在竞选期间强调的多边化、国际化，也凸显了加



拿大外交战略向“重返亚太”的调整。在小特鲁多的带领

下，加拿大外交进入了全方位发展的新时期，主要表现出

三个特点与趋势：第一，致力于改善加拿大的国际形象，

特别是在难民与气候问题上持续发力；第二，巩固与欧美

传统盟友的关系；第三，“重返亚太”，加强对华关系，

以经贸为主导，加入亚投行，启动自贸协定可行性研究。

加拿大将在国际舞台上更具话语权，中加关系也将进一步

发展与深化。  

关键词 美国 欧盟 中国 全方位外交 小特鲁多  

 专题报告 

当前加拿大经济发展态势  

作者 Geoffrey McCormack 

摘要 

由于经济危机前长期稳健的盈利能力和资本积累，加拿大

经济经受住了 2008～2009 年经济大衰退的考验，表现优

于其他国家。自 2014 年以来，尽管企业的现金储备不断

增加，但其盈利能力不断下降，债务水平也不断上升。同

时，家庭债务也不断增长。这些趋势都给国家的金融体系

和整体经济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其中石油和天然气是最

不稳定的领域。全球经济衰退和化石燃料供应过剩导致石

油价格下跌，对石油工业的盈利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其

结果是经济增长乏力。因此，特鲁多政府加大努力将本国

石油推向市场，并与国际社会寻求多边合作以促进经济增

长，其中包括与欧盟签订全面的经济贸易协议，并宣布有

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此同时，特鲁多政府致

力于提高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实现其选举承诺。加拿

大银行也持续保持低利率来刺激经济活动。然而，在经济

增长缓慢和低息贷款的背景下，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风险越

来越大。联邦政府试图通过收紧房贷政策来控制风险。基

于上述种种原因，尽管特鲁多政府付出诸多努力，但加拿

大的经济前景依然未卜。  

关键词 经济 加拿大 特鲁多 

  

小特鲁多政府的财政预算与社会政策变革  

作者 柳玉臻  

摘要 

2016 年 3 月，贾斯廷·特鲁多政府发布了其执政期内的

首个财政预算报告，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政策计划。本文介

绍了小特鲁多新政府的财政赤字预算，分析了新政府的社

会政策变革，并考察了其实施情况和社会影响。根据加拿



大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的现状，小特鲁多政府提出增

加政府公共支出的社会政策计划，包括减税和引入加拿大

儿童福利金等项目。其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加拿大经

济的复苏，使得加拿大多数人口受益；但积极性的社会福

利政策增加了财政赤字，政府控制债务的压力增大。  

关键词 社会政策 财政预算 小特鲁多  

小特鲁多多边外交及其走势  

作者 樊冰  

摘要 

小特鲁多政府就任以来，积极开展多边外交，践行其“重

返国际舞台”的承诺。从广泛参与，到在重点方向积极发

挥作用，再到根据局势变化做适当调整，小特鲁多政府以

多边峰会外交为主要形式，向世界展示了加拿大多元文化

主义等核心价值观，并将“绿色”列为其外交优先考虑的

品牌。上任一年多，小特鲁多政府在外交上取得一系列成

果，但也面临更多的挑战。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的一系

列立场和举措，影响并制约了加拿大多边外交施展的能力

与空间。小特鲁多政府将在巩固与大西洋盟友之间多边关

系的同时，深化拓展亚太地区的多边平台，并力求在全球

治理领域贡献“加拿大方案”，为加拿大赢得更多的对外

战略机遇。 

关键词 加拿大 多边外交 小特鲁多政府  

  

加拿大反恐战略评析——再平衡中的国家安全利益与公民自由权利  

作者 刘江韵  

摘要 

哈珀政府执政后期通过的《反恐法 2015》一度引起了加

拿大国内对如何平衡国家安全利益与公民自由权利的激烈

争论。总理贾斯廷·特鲁多上任后，履行竞选时的承诺，

启动关于国家安全政策的全民咨询、建立跨党派监督委员

会、改革国际反恐政策，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反恐战略

的“再平衡”。然而，受制于国内外严峻的反恐形势，加

拿大反恐政策仍存在政策回摆的风险。  

关键词 加拿大 反恐战略 公民权利  

  

加拿大的南海政策与立场  

作者 钱皓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在亚太政策上与其邻国美国保

持高度一致。但经过 20 世纪 60 年代老特鲁多时期的外交



大辩论后，其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第三种选择”外交

政策指导着加拿大在亚太地区的积极作为。冷战后，当南

海主权归属及经济开发争议逐渐演化为亚太地区的安全隐

患和局部冲突后，加拿大以其不同于美国的直接干预方

式，力主通过“多边机制”和“二轨外交”的路径来缓和

南海张力，以期在南海达到“均势再平衡”和共同开发、

共同利用的共治模式，从而提升加拿大与中国、东南亚乃

至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构建加拿大和平主义国家的

海外形象。  

关键词 中国 加拿大 智库 南海政策  

 中加关系 

特朗普时代的加中关系  

作者 JeremyPaltiel JeremyPaltiel 

摘要 

2015 年 10 月 19 日，加拿大自由党领袖贾斯廷·特鲁多

成为新任加拿大总理。2016 年 8 月，小特鲁多在访华期

间表示，中加双边关系尤为重要，加拿大可以帮助中国以

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同时，中国对加拿大重返

国际舞台也极为重要。鉴于此，小特鲁多表达了要与中国

开创加中“积极合作新时代”的强烈意愿。虽然加拿大国

内民众对加强同中国的合作事宜心存疑虑和不确定，但

是，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加关系凸显出的隔阂，

加拿大国内对中国的态度有所缓和。所以，从长远看，中

加关系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关键词 加拿大 中加关系 小特鲁多 特朗普 

  

加拿大国际教育交流合作研究  

作者 郑春生  

摘要 

本文介绍了加拿大国际教育交流合作途径、机构及成效，

分析了加拿大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

及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教育

交流合作状况，并重点分析了中加国际教育交流合作状况

和所取得的成效，最后对中加教育国际交流合作进行了趋

势判断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 教育 加拿大 交流 合作 

调查报告 

加拿大人看中国（2016）——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民意调查  

作者 金彩红  



摘要 

2016 年亚太基金会调查的最新数据显示，与前两年相

比，加拿大人感觉与亚洲联系更紧密，态度更积极，对未

来的双边关系也更加乐观。加拿大人对中国的态度自

2014 年以来已经回暖。近一半（49%）的加拿大人认为中

国崛起是机会而不是挑战，近四分之一（ 24%）的加拿大

人认为中加关系正在改善。此外，50%的加拿大人表示，

如果能了解更多信息，自己有可能支持更紧密的中加经济

关系。  

关键词 中国 加拿大 中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