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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 FTA 谈判：分歧、阻因与前景

唐小松  徐  娟

摘要：2017 年得到实质推进的中加 FTA 是两国经贸合作发展的新亮点，但从 2018 年至今，中加 FTA 谈判陷

入停滞。从中加 FTA 谈判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加在 FTA 议题上的分歧在于加拿大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设置

门槛和加拿大将贸易与价值观挂钩。中加 FTA 目前毫无进展的阻因在于中美战略竞争下美国的影响，“孟晚舟

事件”后中加关系恶化以及加拿大国内大选、执政党政策倾向和政府价值观外交的阻力。中加最有可能通过分

领域分阶段进行贸易谈判，先期达成彼此均能接受的行业贸易协议，再通过渐进性努力达成全面 FTA。两国达

成全面 FTA 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中加 FTA 可能陷入长期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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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背景下，自

由贸易协定（FTA）成为 21 世纪各国取消贸易壁垒，促

进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手段。2015 年，加拿大自由党领袖

贾斯汀·特鲁多上台后积极与中国商讨双边 FTA，为两国

经贸合作发展带来新的机遇。2017 年中加 FTA 迅速完

成四轮探索性讨论，但 2018 年以来中加 FTA 谈判未得

到任何实质性推进，目前已经陷入停滞。

对于中加 FTA，中外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大多从贸

易、投资、关税、社会福利效应等经济领域视角进行研究，

认为中加经贸竞争未有重叠、贸易互补性较强，达成协

议能够给两国带来明显收益 [1]。大部分加国学者认为中

加 FTA 不仅能够使加国获得市场准入优势，还可以在能

源价格下跌、传统贸易伙伴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增加

加拿大的进出口总额，为加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带动本

国经济发展 [2]。除经济领域视角外，加国学者还从国家

战略利益、国际竞争体系等方面拓宽了对中加 FTA 的研

究视角。相关研究指出，加拿大政府试图缔结区域及双边

FTA 以使加拿大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得到充分实现 [3]。

加拿大应以《综合性经济贸易协定》（CETA）等高标准

协定为基础构建全面、多层次结构的中加 FTA 以增强自

己的国际竞争力 [4]。总体看来，大多数学者选择从经济

角度剖析中加 FTA 的经贸效益前景，学界对其发展进程

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且国外研究成果比国内丰富。本

文对中加 FTA 谈判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厘清两国推进

FTA 产生的分歧，并从国际体系、双边关系以及国内因素

这三个角度论述大国竞争格局、中加双边关系和加拿大

国内因素对双边谈判的综合影响，探讨其发展前景，以期

为中加 FTA 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一、中加 FTA 谈判进程及分歧

（二）中加 FTA 谈判进程

第一阶段，中国提出中加 FTA 构想。在加拿大保守

党领导人哈珀任期内，中加经贸合作已经打下良好基础：

加拿大在中国成都、南京、青岛、沈阳、深圳、武汉新设 6
个贸易办公室，以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加国内成立了北

美第一家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双方共同达成了历时 18
年、经过 22 轮正式谈判和数轮非正式磋商的《中加投资

促进及保护协议》（FIPA）；完成了《中加经济互补性联

合研究》；两国还确立了促进能源合作的双轨对话机制、

经济财金战略对话机制和外长年度对话机制 [5]。基于上

述基础，2012 年哈珀第二次访华时，时任中国总理温家

宝提出探讨“商签中加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这是中

国高层首次对加提及 FTA[6]。但哈珀认为目前与中国谈

论 FTA 仍“为时尚早”，中加对推进双边 FTA 持相反态

度。

第二阶段，中加 FTA 的实质推进。2015 年加拿大自

由党领导人特鲁多上台后积极推进中加 FTA 谈判。在

加中贸易理事会年会上，特鲁多明确指出加强经贸往来

对中加均有益处。出席该论坛的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薛

冰呼吁尽快启动中加 FTA 谈判，推动双边贸易再上新台

阶 [7]。此时，中加对推进 FTA 均持积极态度。随后 2016
年两国总理一年内实现互访，两国领导人共同确立到

2025 年实现双边贸易额翻番的目标，并宣布开启 FTA 探

索性讨论 [8]。中加随后展开四轮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

暨探索性讨论会议，为两国政府未来是否启动自贸区谈

判提供参考依据。四轮探索性会议分别于 2017 年 2 月、

4 月、7 月、9 月召开，其中第一次和第三次会议在北京

举行，第二次和第四次会议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加拿

大还就本国民众和企业最关注的问题进行公众咨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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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早日开启 FTA 谈判。根据 2017 年亚太基金会调查的

民意数据，55% 的加拿大民众支持中加签署 FTA，这一

比例较 2016 年增长 9 个百分点，相较 2014 年增长 19 个

百分点 [9]。四轮探索性讨论会议的成功举行为中加正式

开启 FTA 谈判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三阶段，中加 FTA 谈判停滞。特鲁多与中国高层

的频繁互访、2017 年四轮 FTA 探索性讨论顺利进行都

透露出两国即将正式开启 FTA 谈判的讯号。2017 年底

特鲁多宣布再次访问中国，各界人士均认为他此行目的

是“宣布与中国开始 FTA 谈判”[10]。中方也表示做好

了与加拿大达成 FTA 的准备，但特鲁多与中国总理李

克强的双边会议不仅草草结束，原定在会议结束后举行

的联合记者会也被取消，两国并未宣布开启 FTA 谈判，

举行双方只是“同意继续探讨达成全面贸易协定”[11]。

2018 年 2 月召开的中加部长级会议也未继续推进中加

FTA。2018 年 11 月第三次中加领导人会晤时关于 FTA
只重申会“继续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12]。2019 年

12 月特鲁多接受采访被问及中加 FTA 时表示“除非找

到包容共同立场的空间，否则不会探索与中国进行更深

的自由贸易”[13]。中加 FTA 谈判连续两年未有进展，实

际陷入停滞。

（二）中加推进 FTA 的分歧

综观中加推进 FTA 的历程，加拿大对中国国有企业

的投资设置门槛是两国的主要分歧。2012 年中国向加

拿大主动提出商讨中加 FTA，适时中海油宣布以 151 亿

美元（高于市值价格 60%）收购总部位于加拿大境内的

全球能源公司尼克森，以其数额之大且公司位于加拿大

境内引发加国民众的激烈争议。哈珀政府三次延期批准

该项目，虽然最后这一项目获得许可，但同一天哈珀便禁

止加拿大油砂公司向中国国有企业出售任何股份，除非

是“特殊情况”[14]。哈珀政府对中国国有企业在能源领

域投资的限制间接拒绝了中加 FTA 开启的可能性，“几

乎一夜之间，哈珀政府与中国的初步贸易谈判破裂”[15]。

《加拿大投资法》规定外国国有企业对加投资额达到 4.16
亿加元必须经过联邦政府审批，对于私营企业这一限度

放松至 10.46 亿加元 [16]。中国国有企业对加拿大的投资

占总投资的 80%[17]。加拿大对超过一定投资额度的中国

国有企业实行不公平待遇，中国却未对加国企业投资实

行任何歧视性政策。2016 年中加磋商 FTA 时，中方明确

表达希望“加拿大在投资限制方面做出让步”[18]。

加拿大将贸易与价值观挂钩是中加 FTA 面临的重

要分歧。哈珀政府促进对华贸易合作时一直未放弃对

中国人权的干预，哈珀曾公开表示“不会通过淡化对中

国人权记录的批评来改善与北京的贸易关系”[19]。2010

年中加建交 40 周年时哈珀发表演讲一方面讲到“中加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希望”，另一方面

在演讲的第三十秒哈珀就重新谈到了所谓的人权问题
[20]。特鲁多虽然对华采取友好合作态度，但其对华贸易

政策也带有浓厚的加拿大价值观色彩。2017 年特鲁多

二次访华时提出期望与中国达成“渐进式”贸易协定。

根据加拿大前外交部长、“渐进式贸易议程”的设计师

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的阐述，渐进式贸易就是将

社会政策与贸易政策联系在一起，以确保社会各阶层可

以从贸易和投资中获益 [21]。也就是说加拿大倡导的渐

进式贸易协定包含性别、劳工和环境等与贸易无直接联

系的价值观议题。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明确指出“各

国实现民主、人权的路径不同”，中国的基本立场是“不

主张 FTA 谈判掺杂太多的非贸易、非商业因素”[22]。

二、中加 FTA 发展的阻因分析
FTA 不仅是各国寻求经济战略利益的手段，更是各

国政治外交决策考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加 FTA 推进

受阻乃至停滞应置于国际体系、双边关系以及国内因素

中加以探析。本文认为导致中加 FTA 一波三折、未有进

展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国际体系变化下的美国

因素、中加关系恶化以及加拿大国内氛围的影响。

（一）中美战略竞争下的美国因素

21 世纪以来国际体系最大变化就是以中国为代表

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对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

济秩序形成了挑战，经济发展迅速、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

的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对此，美国采取反制

措施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遏制中国的崛起以维护其全

球霸主的地位。

加拿大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与其在政治、安全、经

济等多个领域深度勾联，两国存在高度不对称依存关系。

美国和加拿大在地理位置上比邻而居，地缘政治上关联

密切；国家安全上构建了北美防空司令部和洲际联合体；

军事上与美国的双边战略和防务合作以及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的集体防务是加拿大防务的两大支柱；文化上加美

拥有相近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观。在经济上，加美通过世

界贸易组织使得双边经济关系制度化，1992 年加拿大、

美国和墨西哥共同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使得北美经济逐渐一体化。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和出口市场长期是美国，美国占加拿大出口贸易总额的

70% 以上。加拿大凭借 NAFTA 享有优先进入美国市场

的特权；与美国相邻的优势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与加拿大

签订 FTA 国家的外国投资者进入美国市场的潜在窗口。

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加拿大规避美国对其进入本国市场

设置的关税屏障，直接对美国市场造成影响。因此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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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出于地缘政治、国家安全、还是经济利益的角度，都

对加拿大的经济发展动向保持警觉，不会放任加拿大与

其渐行渐远。哈珀政府曾在《加拿大外交政策计划》中

指出美国故意拖延加拿大 TPP 谈判以制约其与亚洲进

行进一步的贸易往来 [23]。

在中美战略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中加积极推进双

边 FTA 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2017 年 4 月，在加拿

大与中国进行 FTA 可行性研究第二轮会议的节点上，

美国向加拿大出口的软木木材加征最高 24% 的反倾销

关税，并决定与加拿大、墨西哥两国就“对美国不公平

的”NAFTA 进行重新谈判 [24]。NAFTA 一向被加方认

为是加拿大繁荣的“坚实基础”[25]，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2017 年 8 月，加拿大与中国完成第三轮 FTA 可行性探

索性会议后，美、加、墨三国宣布重新开始谈判 NAFTA。

在加拿大积极与中国磋商 FTA 的时间节点，美国政府再

三阻扰导致加拿大必须以 NAFTA 为重。加拿大由此撤

回了与中国开启“贸易多元化的第一步”。2018 年 12
月，美、墨、加经过数轮谈判最终达成了《美墨加协定》

（USMCA），而中加 FTA 在完成四轮探索性讨论之后毫

无进展。最重要的是，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USMCA
第 32 条规定“任何一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

贸易协议时，应允许其他各方在发出 6 个月的通知后终

止本协议，并以它们之间的协议（即双边协议）来取而

代之”[26]。美、加、墨一直都没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

位。简言之，这一条款中“非市场国家”针对的就是中

国。如果加拿大与中国擅自缔结 FTA，则会面临被踢出

USMCA 的风险。实际上这赋予了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

哥与其他国家签订 FTA 的限定权，无疑给中加 FTA 增

加了新的外部阻力。虽然 2018 年 11 月在第三次中加总

理年度对话上，特鲁多称“加方愿同中方继续推进自由

贸易协定谈判，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立场影响”[27]。但在

2018 年中加没有就双边 FTA 开展过一次实质性探讨。

总之，中美战略竞争格局之下，中加 FTA 发展的压

力主要来自于美国。与中国贸易竞争日益激化的情况下，

美国显然不会放任自己的传统盟国加拿大在经济上与自

己分道扬镳，与其最大的竞争者中国日益密切，对本国形

成政治、经济上的压力。美国借重谈 NAFTA 成功阻碍

加拿大与中国经贸深入发展，并借助 USMCA 对加拿大

FTA 缔约国施加外部限制。加拿大对美国的高度不对称

依存使其在关键议题必须站边美国，即便哈珀政府和特

鲁多政府相继推行经济外交和贸易多元化战略，试图摆

脱在经济上单一依赖美国的局面，但目前以美国对加拿

大经济的影响力来看，加拿大经贸决策必须兼顾美国的

利益。

（二）“孟晚舟事件”后中加关系全面走低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为中美贸易战，加拿大被动

卷入美国和中国的博弈之中。2018 年底，美国以中国企

业华为公司具有“安全威胁”为名抵制华为，要求加拿

大依据《加美引渡条约》逮捕在其境内转机的中国华为

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并将其引渡到美国 [28]。2018 年

12 月 1 日，加拿大警方应美国政府司法互助要求逮捕了

孟晚舟，中国多次要求美国立即撤销孟晚舟的引渡要求，

并敦促加拿大立即释放孟晚舟 [29]，“孟晚舟事件”给中

加关系带来多方挑战。

首先，中加外交陷入低谷。“孟晚舟事件”发生后，

加拿大前外交官迈克·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加国

商人迈克·斯帕弗（Michael Spavor）在中国因“涉嫌危

害国家安全”被捕。“双迈”事件被加方媒体广泛解读

为中国对加拿大逮捕孟晚舟的报复之举。特鲁多公开称

中方此举是“任意”“不公平的拘押”，并要求“美国在

加拿大人获释之前不要与北京签署最终贸易协议”[30]。

中国表态称加方向华盛顿示好是“火中取栗”，加方呼

吁美国帮助施压中国释放迈克·康明凯和迈克·斯帕弗之

举是“浪费时间”，而且“注定要失败”[31]。对于中方

的回应，加拿大新任外交部长商鹏飞（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回应称“加拿大不会从北京汲取外交经

验”[32]。继“双迈”事件发生后，还有一名加拿大籍公

民谢伦伯格（Robert Lloyd Schellenberg）因在中国走私

毒品罪被判死刑，特鲁多称中国“随意”做出死刑判决。

中方则反击加方缺少对中国法律体系的尊重，对其缺乏

法治精神的言论表示极度不满，并敦促加方尊重中国司

法主权，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33]。中加强硬对话日

益形成双边关系的紧张局势，中加外交关系由前期两国

总理互访频繁的“黄金时期”开始进入寒冬。

其次，“孟晚舟事件”后，两国在经贸领域摩擦不

断，双边贸易投资一路下滑。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大的油

菜籽生产国和出口国。根据加拿大油菜籽协会（Canola 
Council of Canada）的数据，该国农民生产的油菜籽约

有 40% 供应给中国，中国是加国最大的油菜籽进口国；

中国是加拿大猪肉的第三大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是加拿大第五大牛肉出口市场，位列美国、日本、中国香

港和墨西哥之后。“孟晚舟事件”发生后，中国先取消

了加拿大油菜籽企业对华出口许可证，随后对加拿大猪

肉、牛肉等进口产品实行禁运，并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孟

晚舟。[34]2019 年在加拿大农业部长毕博（Marie-Claude 
Bibeau）等高层领导的努力下，中国重新进口加拿大的

肉类产品，但两国关系的紧张局面并未改变，中国仍禁运

加拿大油菜籽 [35]。两国贸易摩擦对双边经贸的影响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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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表现为不断下行的贸易和投资趋势。根据 2015-2019
年前三季度货物贸易数据显示（见图表 1），2016-2018
年中加同期贸易额总体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但 2017-2018
年双边同期贸易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相较前期增长比例

下降 5.4%；2018 年中加前三季度贸易在特鲁多第一任

期内达到峰值的 571.3 亿美元，2019 年度中加同季度贸

易额开始下降至 552.6 亿美元，同比出现负增长。中加

贸易趋势与两国关系的发展态势基本保持一致。特鲁多

上台后加大与中国经贸合作力度，推进中加 FTA，中加

贸易增长比率由 2016 年的负增长一路飙升到 2017 年的

13.1%，同比增加了 20.1 个百分点。2018 年中加 FTA 开

始停滞，中加同季度贸易增长放缓，2019 年同季度双边

贸易开始出现负增长。中加双边直接投资额也呈现下降

趋势，且中对加投资下降幅度远超过加对中投资下降幅

度。根据亚太基金会数据统计，2019 年上半年中国对

加拿大直接投资额约为 244.97 万美元，相较 2018 年上

半年的 12.94 亿美元下降了 81%；加拿大对中国的直接

投资由 2018 年上半年的 10.55 亿美元下降至 2019 年上

半年的 9.39 亿美元，减少了 11 个百分点。[36]

图表 1  2015-2019 年（1-9 月）加拿大与中国货物贸易额及
增长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商务部官网提供的中加国

别贸易报告数据整理所得。https://countryreport.mofcom.
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66388

最后，中加社会人员交流减少。“孟晚舟事件”及

“双迈”事件后，加拿大文化遗产部长乔美兰（Mélanie 
Joly）取消了对中国的访问，原定于 2018 年 12 月中旬

举行的加中旅游年庆典活动被无限期推迟 [37]。加拿大

旅游局（Destination Canada）等旅行机构也停止在中国

的旅游宣传活动。[38]2019 年 1 月 14 日加拿大政府先发

出第二级“提高警惕”的赴华旅行警示，并援引“可能

面临任意拘留的风险”①；次日，中国领事服务网也发出

赴加旅行警告，提醒前往加拿大旅行的中国公民需要“充

分评估风险，近期谨慎前往加拿大”。[39] 虽然加拿大官

方数据表明近五年来中国赴加人数一直保持增长态势，

但增长速度开始放缓。根据 2015-2019 年（1-10 月）加

拿大统计局数据（见图 1），2017 年中赴加旅行人数的

增长比率开始下降，相较 2016 年的 22.66% 下降了 10 个

百分点。2018 的中赴加人数同比下降 5.71%，2019 年

同比下降 6.46%。目前中国公民对加拿大临时居民签证

申请②、永久居民签证申请、留学签证申请数量均呈现不

同程度的下降趋势。根据加拿大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

部（IRCC）2018-2019 年（1-10 月）中国对加拿大的

临时居民签证申请、永久居民签证申请、留学签证申请

数据（见图表 2），2019 年每个月份签证申请人数都低

于 2018 年。2019 年中国赴加临时居民签证申请人数为

513,467 人，同比下降 27.99%；中国赴加永久居民签证申

请人数为 27,426 人，同比降低 5.45%；中国赴加留学签证

申请人数为 31,922 人，同比降低 0.93%。

图 1  2015-2019（1-10 月）中国赴加人数增长比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加拿大数据统计局官网提供的数

据整理所得。Table 24-10-0003-01 Non-resident travellers 
entering Canada,by country of residence(ex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https://www150.statcan.gc.ca/t1/tbl1/en/
tv.action?pid=2410000301.

图表 2  2018-2019 年（1-10 月）中国赴加临时居民签证申请、
永久居民签证申请和留学签证申请人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加拿大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

部（IRCC）官网提供的数据整理所得。https://open.
canada.ca/data/en/dataset/9b34e712-513f-44e9-babf-
9df4f7256550.

在中加关系走低的背景下，加拿大正努力寻求重建

双边关系的战略框架。2019 年 11 月二十国集团外长会

议期间，加拿大外长商鹏飞同中国外长王毅会面时表示

“愿意采取实际措施，重建互信，推动加中关系尽快重回

正轨”[40]。2019 年 12 月，加拿大议会成立了加中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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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研究两国在领事、外交、经济、法律、安全等各方面问

题，以弥合两国分歧，探寻共同发展空间 [41]。毫无疑问，

加拿大认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其贸易和投资

的重要性，然而，在双边外交形成对峙、经贸合作下滑、双

边人员往来减少的情况下，中加FTA谈判难以重新开启。

（三）加拿大国内阻力

加拿大大选影响了中加 FTA 推进的连贯性。加拿

大政府每五年进行一次换届选举。在选举之际，执政党

会更加关注下一届选举情况，“尤其关注选民对其政策

的看法和其政策对选民的影响”，不愿“采取富有争议的

或强硬的行动”[42]。加拿大其他大小政党也将以竞选为

重。因此每届政府必须在执政前期就重点问题取得突破，

否则重要议题都将搁置或成为各党派赢取选票的筹码。

特鲁多执政之初迅速推进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但第二次

访华时特鲁多错失与中国正式开启中加 FTA 谈判的良

机。随后，中加 FTA 推进时间节点与 2019 年加拿大政

府大选时间重叠，导致特鲁多无暇东顾，开启中加 FTA
的谈判议程由此被搁置。此外，选举中若反对党政府在

众议院中获得超过半数席位便可上台执政。但若没有

政党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在选举期间的执政党可以在众

议院中获得其他党派的支持，组成少数党政府继续执政。

这意味着少数党政府若想通过中加 FTA 的某项具体条

款，就不得不考虑其他党派的利益。在平衡各方利益时，

执政党的决策空间就会进一步被压缩。2015 年特鲁多

领导的自由党以绝对优势取代哈珀政府组成多数党政府

上台执政，这使其对外决策有较大的自主决定权，与中国

的经贸合作得以迅速推进。2019 年秋季大选，特鲁多虽

然成功连任但却是组成少数党政府。由此特鲁多在对外

政策上的考量需要平衡更为复杂的党派利益，其对中加

FTA 的决策权也将进一步受到制衡。

加拿大执政党的政策倾向对中加 FTA 发展的可能

性有决定性作用。加拿大建国以来均由自由党和保守党

轮流执政。1948 年以来，加拿大保守党先后五次执政，

自由党六次。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中各自的执政理

念逐渐形成不同的政策趋势。在对华政策上，加拿大保

守党认为“日本高于中国”，对中国坚持“强硬政策”[43]，

加拿大自由党却倾向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着重发展与

中国的外交、经济、贸易等全方位合作。例如，哈珀领导

的保守党政府与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在中加经贸议

题上就形成鲜明对比。哈珀政府不积极主张对中国经

济开放，没有足够的政治氛围与中国建立全面的经贸伙

伴关系，导致中加 FTA 并未得到积极推进，中加关系和

经贸状况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特鲁多执政时中加

FTA 一年内就完成四轮探索性讨论。由于 FTA 条款繁

复涉及利益相关方较广，具体落实起来较为耗时。因此

加拿大政党轮流执政的传统使得中加 FTA 的正式推进

充满不确定性。若保守党上台意味着加拿大将会对中国

采取更为保守的外交政策，积极深化中加自贸协定的可

能性较低，自由党上台则更可能推动中加经贸合作的进

一步发展。

加拿大社会的价值观加剧了中加在 FTA 议题上的

矛盾。加拿大政府推行以人权、环境保护、公民自由、

法治等为核心的价值观 [44]。1994 年加拿大政府发布的

外交白皮书《世界中的加拿大》（Canada in the World）
将“推广加拿大的价值观和文化”列为其外交政策的

三大目标之一③。哈珀政府对华外交完全遵循了加拿大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外交白皮书的范式，在与中国寻求贸

易合作的同时推广加拿大的价值观，多方攻击中国的人

权纪录。从 2006 年会见达赖喇嘛到 2014 年干涉中国对

许志永④的判决，哈珀在与中国深化贸易时深受强烈的

意识形态影响。相比哈珀重点推行的人权价值观，特鲁

多更加注重加拿大价值观中的环境保护、劳工权利、性别

平等其他方面。第二次访华期间特鲁多发表声明称“致

力于追求惠及所有人、反映加拿大价值观的贸易，特别是

在环境、劳动力和性别方面”[45]。加拿大社会认为与中

国深化经贸合作时必须考虑人权等价值观问题。2009
年 12 月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 1006 名受访者中，

68% 加拿大人认为与中国进行贸易时，加拿大应更加注

重人权而非贸易 [46]。2012 年中加 FTA 提出后，加拿大

亚太基金会的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人对中加 FTA 的支

持率呈现下降趋势，从当年的 48% 降至 2014 年的 36%。

2014 年 57％加拿大人认为加国应该与本国劳工标准水

平相近或优于本国的国家加强经济联系。2016 年加拿

大人对中加 FTA 的支持率开始上升。2016 年 46% 加

拿大人支持中加 FTA，2017 年这一比例上升为 55%，

2018 年为 59%。然而，加拿大民众对中加 FTA 支持率上

升的原因并非出于对中国的好感，而是基于对美国、欧洲

等加拿大传统贸易伙伴出现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2018
年亚太基金会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人对中国的印象相

较之前有所好转，但在所有亚洲国家（地区）印象排名

中中国一直是最后一名。调查显示人权纪录（42%）、环

境状况（18%）等是加拿大人不喜欢中国的主要原因，

超过 70% 加拿大人认为政府应推动中国的人权发展。

50% 加拿大人认为加拿大应与中国达成“渐进式”贸易

协定。[47] 由此可见，虽然加拿大民众认识到了中加 FTA
对加拿大经济的重要性，但大部分人仍根深蒂固地认为

与中国贸易必须考虑加拿大价值观。加拿大的选举制要

求政府必须作出符合民意的决策，否则会承受巨大的社



 010 

2020 年 6月上半月刊（总第 116 期） 政治

会舆论压力。总之，中加 FTA 若想顺利达成，必须处理

好加拿大国内政治、经济及社会各方面的阻碍因素。

三、中加 FTA 的前景展望
基于发展历程及其推进的综合影响因素，中加 FTA

发展前景具有三种可能性：一是经过多轮磋商，中加签署

全面 FTA；二是中加分领域分阶段进行贸易谈判，先期达

成彼此均能接受的行业贸易协议，再通过渐进性努力达

成全面 FTA；三是战略时机不成熟，中加 FTA 久拖不决，

陷入长期停滞。

首先，中加经过多轮磋商签署全面的 FTA 在短期内

难以实现。虽然中加均致力于达成一项“全面的”双边

FTA，但综观中国的国际贸易协议谈判，中国几乎从未在

短时间内与加拿大类似经济体量的发达国家达成涵盖货

物贸易、服务贸易、劳工、知识产权、环境等领域的全面贸

易协定。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经济发展

水平相近、资源禀赋相似，中澳 FTA 于 2005 年 4 月启动，

历经二十二轮谈判，最后在 2015 年 6 月正式签署，同年

12 月正式生效，历时长达十年。中澳 FTA 主要涉及货物

贸易、农产品贸易、法律、服务贸易等各方面，以逐步减免

关税的方式实施，是目前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较为全

面的双边 FTA。但在讨论期间，中澳 FTA 也曾因为国内

外因素的影响，服务、投资、关税配额等分歧陷入停滞长

达两年。这一情形与当前的中加 FTA 境遇相似，对于推

进中加 FTA 具有借鉴意义。最重要的是加拿大期望与

中国达成涵盖环境、性别等新领域议题的 FTA。这意味

着中加 FTA 所涉及范围比中澳 FTA 更为复杂，故而难以

在短期内重新开启并达成符合双方期望值的全面的中加

FTA。

其次，中加分领域分阶段进行贸易谈判，先期达成彼

此都能接受的行业贸易协议，再通过渐进性努力达成全

面 FTA 的可行性较高。第一，探讨开启中加 FTA 的过程

中，两国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对话平台和合作机制。2014
年两国签订的《中加投资保护协定》（FIPA）涵盖了国

际投资协定所有重要的内容，为中加两国投资者解决纠

纷提供了解决途径，营造了良好的双边贸易环境和发展

框架。目前，中加已经搭建了一系列高层次对话机制，如

两国总理年度对话机制、经济财金战略对话机制、年度外

长对话机制、气候变化部长级对话机制、环境部长级对话

机制、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机制等，为中加开展签署相关

领域的合作协议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第二，2012
年的《中加经济互补性研究》为分领域达成行业贸易协

议奠定良好基础。2012 年中加在农业及农产品（包括

渔业与海产品）、清洁技术及环境产品与服务、机械设备、

自然资源及衍生产品、服务业、纺织品及相关产品、交通

基础设施以及航空业七个彼此特别关注的行业领域展

开互补性研究，结果表明两国在这七个领域存在重要增

长机遇，尤其是自然资源及衍生产品和农业及农产品领

域。[48] 中国和加拿大可以这七个领域为基础，按照一定

顺序先期达成具体领域的贸易协议，促进经贸深化合作。

与旨在消除几乎所有贸易壁垒的 FTA 不同，分领域达成

贸易协议可以使相关部门就某一领域的产业壁垒进行磋

商，大大减少中加贸易协定面临的阻力。第三，分领域达

成贸易协议可以规避美国对中加深化经贸合作的干预，

给中加提供增进理解的良机。中加分领域达成贸易协议

不受 USMCA 关于协议各方与非市场国家达成 FTA 必

须提前通知其他协议国这一规定的限制。此外，中加分

领域进行贸易协议谈判虽然耗时，但在不断的磋商中，中

加能够促进彼此在诸如经济、政治体制差异、价值观等贸

易与非贸易问题上的理解，为双方在适当的时机下达成

全面的 FTA 做好准备。

最后，中加 FTA 也可能因为战略时机不成熟而久拖

不决陷入长期停滞。其一，美国对加拿大决策的影响在

短期内难以消除。地缘和历史因素决定了加美在经济、

政治、军事、安全等各方面的深度融合，加拿大在对外决

策中必须考虑美国的战略利益。自 2008 年金融危机后，

美国经济处于衰退状态，加拿大有必要开拓除美国之外

的多元贸易伙伴，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和拥有巨大消费市

场的中国无疑是合理选择对象。然而，加拿大目前处于

中美战略竞争的夹缝中，难以发挥作为中等强国在国际

事务中的斡旋调停作用，因此必须考虑中加 FTA 对加美

关系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其二，中加关系陷入僵局阻

碍了双边深入开展经贸合作的进程。孟晚舟和“双迈”

案件成为给中加关系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黑天鹅事

件”，不断恶化的中加关系意味着中加 FTA 将无限期推

迟。其三，中加在涉及双边 FTA 的相关领域存在较大分

歧。加拿大担忧中国的投资是基于政治利益而对国有企

业实施歧视性政策，这与旨在消除贸易壁垒促进自由贸

易的 FTA 背道而驰。加拿大的贸易政策目标要求其外

交贸易政策如实反映加拿大价值观，但将贸易与价值观

挂钩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诉求。如果中加双方在涉及贸易

与非贸易领域的分歧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中加 FTA 则极

有可能久拖不决，陷入长期停滞。

注  释：
①加拿大旅游警示分为四级，风险最低的是“实施普通安全

预防措施”（Exercise normal security precautions），依次还

有“提高警惕”“避免非必要外游”（Avoid non-essential 
travel）和最高风险的“避免所有外游”（Avoid all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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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of Canada，“China-Exercise a high degree of 
caution.” https://travel.gc.ca/destinations/china.

②临时居民签证申请的申请人主要包括（申请人主要包括前

往加拿大进行旅游、短期访问（探望亲属或朋友）、商务访

问、返加学生（持有效的学习许可）、短期学习（学习课程

不超过 6 个月，包括夏令营）、返加工作者（持有效的工作

许可）、以及过境加拿大。

③根据加拿大外交政策白皮书，加拿大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

分别是“促进就业与繁荣”，“维护加拿大的安全”，“ 推
广加拿大的价值观和文化”。参见“Canada in the World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Review 1995.”https://walterdorn.
net/pdf/CanadaInTheWorld_1995.pdf

④许志永，北京大学法学教授，2014 年 1 月因“聚众扰乱公共

秩序”判处有期徒刑四年，4 月 11 日二审维持一审判决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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