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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国情简报（12.1-12.15）

本期简报主要内容：

一、加议会通过本届首部法案——“转换疗法”法案

二、加军队前人事司令官被控性侵犯和猥亵

三、半数加人对税务局和选举局网络安全缺乏信心

四、加 9月份 GDP 小幅增长 0.1%

五、家庭支出和出口增加拉动加第三季度 GDP 上涨

六、加国民资产净值连续第二个季度减缓增速

七、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民辞职

八、绝大多数加拿大人赞成加政府帮助撤离阿富汗难民

九、加拿大或就美电动汽车税收抵免采取报复性措施

十、加新冠疫情曲线保持上扬

1. 加议会通过本届首部法案——“转换疗法”法案

12 月 8 日，禁止在加拿大进行“转换疗法”的联邦立法获得御准，这意味

着该法案现已成为法律，但四项新的刑事罪行要到 1月初才会生效。从 1月 7

日起，使他人接受“转换疗法”将构成犯罪，最高可判处五年监禁，如果发现有

人在宣传、推广或从提供这种治疗中获利，他们可能会面临两年监禁。“转换疗

法”旨在将一个人的性取向转变为异性恋，或将其性别认同转变为顺性别。它包

括试图抑制某人的非异性恋特征，或压制一个人的性别表达或非顺式性别认同。

这些做法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咨询和行为矫正，但遭到众多卫生和人权组织

的反对。

11 月 29 日，联邦政府提交了 C-4 法案（即“转换疗法”法案），12 月 1 日，

众议院一致同意，不加修改、在所有立法阶段迅速通过该法案；12 月 7 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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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辩论，也没有委员会研究的情况下，上议院也一致同意通过这项立法。

C-4 法案现已成为第 44 届议会全面通过的第一部法案，也是第一部在总督玛

丽·西蒙（Mary Simon）任内获得御准的法案。

（2018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三，渥太华，升旗仪式后，“骄傲”旗帜在国会山的和平塔前飘扬）

2. 加军队前人事司令官被控性侵犯和猥亵

12 月 7 日，尽管自由党政府表示将把对性行为不端案件的调查和诉讼移交

给民法系统，但宪兵部门仍对加拿大武装部队的前人事司令官提出了刑事指控。

加拿大军队国家调查局（Canadian Forces National Investigation Service，

CFNIS）宣布，前海军中将海登·埃德蒙森（Haydn Edmundson）被指控犯有一项

性侵犯罪和一项猥亵罪。

此前一个月，国防部长安妮塔·阿南德（Anita Anand）宣布，她已接受退

休的最高法院法官路易丝·阿尔布尔（Louise Arbour）关于将涉及性行为不端

的刑事案件从军法系统移交至民事司法系统的要求。

“在这起特殊案件中，调查已接近尾声”，军事调查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并补充说，此案将由民事法庭而非军事司法系统处理。在加拿大广播公司（CBC）

报道他 1991 年涉嫌性侵犯后，埃德蒙森因警方调查而于 3 月辞去人事司令官的

职务。7日，他的律师布莱恩·格林斯潘（Brian Greenspan）否认了这些指控。



3

（2019 年 8 月 22 日星期四，渥太华，海军中将海登·埃德蒙森在上任仪式上）

3. 半数加人对税务局和选举局网络安全缺乏信心

根据安格斯·里德研究所（Angus Reid Institute）9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

2021 年发生超过 100 起勒索软件有针对性地攻击加拿大著名网站的事件，包括

医院和加拿大总督府（Rideau Hall），在此之后，加拿大人对机构抵御网络威胁

的能力缺乏信心。

报告称，超过一半的加拿大人“不相信”其市政府的网络安全状态良好，一

半的人不相信他们当地卫生局的网络安全状态良好，约 4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

当地公用事业提供商的网络安全没有信心，4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加拿大选举

局（Elections Canada）的网络安全以及加拿大税务局（Canada Revenue Agency，

CRA）、收入援助和学生贷款等服务缺乏信心。

调查显示，大约 75%的加拿大人意识到网络攻击的威胁，其中大西洋地区的

加拿大人意识最高；一些加拿大人也有亲身经历——十分之三的人表示他们在某

种程度上受到了网络攻击的影响。另外，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表示，他

们对银行或金融机构的网络安全缺乏信心，这是在本次调查中，加拿大人感到最

有信心的机构；而加拿大人对社交媒体网站的安全性最没有信心，77%的人认为

这些平台没有现代的网络安全。

4. 加 9 月份 GDP 小幅增长 0.1%

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加拿大 9月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小幅增长

0.1%，总体上，20 个工业部门中有 12 个出现增长，其中服务生产行业的增长

（+0.4%）抵消了商品生产行业（goods-producing industries）的下降（-0 .6%）。

全球半导体持续短缺和其他供应链中断显著影响了许多不同工业部门的汽车相

关行业的制造和销售活动。

具体来看，下降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和零售业，增长行业集中在

服务生产行业（services-producing industries）以及采矿、采石和石油及天

然气开采行业。其中，制造业下降 1.7%，是八个月内的第五次下降；零售业下

降 0.9%；公共部门（教育服务、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以及公共行政）增长 0.6%；

建筑业下降 0.7%，连续第五个月下降；住宿和食品服务业下降 1.4%；农业、林

业、渔业和狩猎业下降 1.0%。采矿、采石和石油及天然气开采增长 1.2%，连续

第五个月增长；专业、科技服务部门增长 1.2%，连续第五个月增长；批发业增

https://www150.statcan.gc.ca/n1/daily-quotidien/211119/dq211119a-eng.htm
https://www150.statcan.gc.ca/n1/daily-quotidien/211115/dq211115b-e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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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0.8%，金融和保险业小幅上涨 0.3%，连续第四个月增长；艺术、娱乐和休闲

行业增长 5.6%

5. 家庭支出和出口增加拉动加第三季度 GDP 上涨

在家庭支出和出口的推动下，第三季度实际 GDP 增长 1.3%。随着疫情限制

措施的逐步取消，加拿大和其他地方的家庭和企业恢复了正常运营，这增加了家

庭支出并创造了更大的出口需求。但本季度住房投资的大幅下降和库存提取的增

加，减缓了 GDP 增速。

在收入提高和需求增加的推动下，在半耐用品(+14.0%)和服务(+6.3%)上的

家庭支出急剧增加。而耐用品的实际支出下降 1 .4%，部分原因是供应链中断导

致价格上涨，从而限制了需求和支出。在原油出口的带动下，第三季度的出口增

长 1.9%；进口减少，其中医药产品和玩具、游戏和小家电进口领跌。在连续四

个季度保持强劲增长后，第三季度的新建筑和装修量下降。新建筑下降 5.2%，

是自 2009 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大降幅。员工薪酬增长 2.9%，为 2000 年第二季

度以来的最大增幅（不包括 2020 年第三季度的大幅反弹）。家庭支出的增长（名

义值增长 5.4%）超过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1.7%），因此，家庭储蓄率从

第二季度的 14.0%下降到第三季度的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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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国民资产净值连续第二个季度减缓增速

12月 10日，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度末，国民资产净值（National

net worth）（国民财富和加拿大净外国资产头寸之和）增长 3.1%，达到 159,428

亿加元。然而，这是继第一季度净资产创纪录增长 7.5%后，连续第二个季度增

速减缓。按人均计算，国民资产净值从第二季度的 404,413 加元上升到第三季度

末的 416,893 加元。

加拿大的非金融资产总值（non-financial assets，也叫国民财富）增长

3.0%，达到 145,750 亿加元。住宅房地产价值（residential real estate）增

加了 2,384 亿加元，占国民财富增长的一半以上，而非住宅房地产价值

（non-residential real estate）增加 1,256 亿加元。自然资源财富相对于第

二季度保持稳定，因为底土资产价值的增长大部分被木材价值的下降所抵消。

加拿大第三季度的净外国资产头寸（net foreign asset position）（即加

拿大国际金融资产和国际负债之间的差额）达到 13,678 亿加元，比上一季度增

加 553 亿加元。由于加元对大多数主要外币贬值，所以该增长主要是由汇率波动

（+760 亿加元）导致的重估效应造成的。截至第三季度末，加拿大 96.4%的国际

资产和 36.4%的国际负债以外币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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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民辞职

12 月 6 日，根据总理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声明，鲍达民（Dominic Barton）

将于本月底卸任加拿大驻华大使一职。声明中写道：“我怀着感激和敬意，接受

鲍达民大使年底离开北京的决定。”

鲍达民在过去两年一直担任驻华大使，特鲁多在声明中将这段时期描述为

“我们两国关系面临严峻挑战的时期”。声明还感谢鲍达民参与确保康明凯

（Michael Kovrig）和迈克尔·斯帕沃尔（Michael Spavor）获释，但没有提到

在鲍达民离职后谁将接替这个职位。

在 6日发布的一份个人声明中，鲍达民表示，“能够帮助他们获释是我一生

的荣幸，我为帮助他们回家的众多加拿大公职人员感到非常自豪”。他还表示，

他相信加中关系“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

针对鲍达民的离职，保守党领袖艾林·奥图尔（Erin O’Toole）在 6日上

午的媒体发布会上表示，自特鲁多上台以来，其政府便在“对华关系上处理不当”。

奥图尔敦促在对华关系上采取基于原则的方法，即“经济问题不会主导人权问题”。

“我希望特鲁多先生任命一位专业、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而不是自由党的朋友”，

奥图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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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 5 日星期三，渥太华，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民等待出席众议院加中关系委员

会会议）

8. 绝大多数加拿大人赞成加政府帮助撤离阿富汗难民

Nanos 民调公司 12 月 2 日的报告显示，与 8 月份进行的研究一致，加拿大

人对联邦政府在疏散向加拿大政府提供援助（如口译员）的加拿大人和阿富汗国

民方面的表现存在分歧，大约十分之四的加拿大人认为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很差或

较差。草原省份的居民（55%）比魁北克省的居民（31%）更有可能说政府做得很

差或较差。

此外，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加拿大政府帮助迅速撤离

处于危险中的阿富汗难民，因为他们在任务期间支持加拿大和盟军。

9. 加拿大或就美电动汽车税收抵免采取报复性措施

12 月 10 日，加拿大突然加大与美国持续的电动汽车争端的赌注，威胁称，

如果美国会批准针对美国制造的电动汽车的有争议的激励措施，加拿大将采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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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复性关税，撤销某些与乳制品相关的贸易让步。

在致美参议院领导层和主要委员会领导人的信中，副总理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和贸易部长伍凤仪（Mary Ng）承诺，如果拜登总统的税收抵免提案

成为法律，加将对大量美国制造的产品征收关税。她们表示，该提案相当于对在

加组装的电动汽车征收 34%的关税，违反了《美墨加协议》（USMCA）的条款，更

是对美国半个世纪以来在汽车和卡车制造上的伙伴——加拿大的侮辱。

据悉，该提案是美国“重建更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法案的一部分，

后者已于上月 19 日在美国会众议院通过，接下来将送交至参议院表决。如果提

案通过，那些在美国制造并由工会工人组装的电动汽车将获得高达 12,500 美元

的税收抵免。

信中称，在加拿大制造的汽车中大约包含 50%的“美国成分”，加拿大制造

商每年进口价值超过 220 亿美元的美国汽车零部件。

信中还称，加拿大正准备发布一份美国产品清单（包括但不限于汽车行业）。

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是确保加拿大组装的汽车和电池有资格获得相同的税收减

免。此外，信中还威胁要暂停加根据《美墨加协议》对美国乳制品生产商做出的

某些让步。

（2020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二，渥太华，在自由党内阁务虚会的第二天，财政部长方慧兰与小

企业、出口促进和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举行新闻发布会）

10. 加新冠疫情曲线保持上扬

根据加拿大政府统计，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 13 日加东时间晚上 7 点，全加

已报告总病例 1,840,919 人，死亡 29,941 人，治愈 1,774,134 人。与疫情简报

第四十一期（11.16-11.30）相比，总病例增加 50,777 人，死亡人数增加 271

人，治愈人数增加 39,57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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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简报编辑为加拿大中心硕士研究生：郭登瑞、王雅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