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8 
加拿大投资机会手册



2

Publcation Date: March, 2018



3

目录

股权投资，并购或合资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16  Arcana
18  General Fusion Inc.
20  Moovee Innovations Inc.
22  Rohit Capital
24  Saltworks Technologies Inc.
26  加拿大TZC教育集团

阿尔伯塔省 
30  Canada Asia Synergy Group 
32  Durum Capital Inc. 
34  Hay2brick Real Estate Limited
 
安大略省
38  Bright Mega Capital
40  Focus Wine Cellars
42  Inertia Engineering + Design

魁北克省 
46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凯亚校区
49   Leadweb

4   Disclaimer  |  投资机会免责声明
7   新的国家安全投资审查指引释义
10 加拿大外商投资机遇

绿地投资机会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5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国
       际贸易投资办公室

萨斯喀彻温省
58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政府

爱德华王子島省
62  Innovation PEI 

魁北克省 
68  Dundee 360 Real Estate Corp.
71  魁北克政府投资署 
74  Montréal International 研究发展
      中心
76  Montréal International 创意产业
78  Montréal International 数据中心
      和人工智能



4

CCBC INVESTMENT OPPORTUNITY DISCLAIMER

Please carefully read the following disclosure, which sets out important 
information and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Terms”) that you need to 
know and to agree to in order to use the Canada Investment Opportunity 
Booklet (CIOB). By accessing the CIOB, you irrevocably agree to be 
bound by and to comply with these Terms.

The CIOB and the information therein regarding potential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 is directed only to persons resident in China and 
businesses with their head off ice in China, and (b) was not prepared 
or assessed by CCBC The CIOB  is not directed to any person in any 
jurisdiction where the publication of or availability of the CIOB to such 
person is unlawful or prohibited. 

CCBC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d disclaims all liability for the quality, 
currency, accuracy, completeness and appropriateness of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CIOB pertaining to the potential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he CIOB is provided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purposes only and does 
not constitute a solicitation or offer, or recommendation, to make any 
investment, to effect any transaction, or to conclude any legally binding 
act of any kind whatsoever. The contents of the CIOB are neither 
suff icient for, nor intended by CCBC to be used as the basis of a decision 
to make an investment. Nothing contained in the CIOB constitutes 
f inancial, business, legal, tax, accounting or other advice. You should 
obtain independent advice from a qualif ied professional advisor before 
making any investment decision. In particular, the CIOB does not contain 
any advice as to the value of any potential investment nor as to the 
advisability or suitability any investment opportunity described therein.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undertaking all appropriate and necessary due 
diligence regarding any such potential investment opportunity. Your use of 
the CIOB is entirely at your own risk.

You expressly agree that neither CCBC, nor any member, off icer, director, 
or employee of CCBC will be liable to you or to any third party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punitive,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losses of any nature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loss of capital, loss of 
prof its, loss of earnings, and loss of business opportunities, damages, 
expenses, or costs resul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or otherwise 
relating to or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use of or inability 
to use the CIOB (including its contents), by you or any third party. You 
agree to hold harmless and to indemnify CCBC and its members, off icers, 
directors, and employees from and against any direct or third-party claim 
described above.

CCBC may make changes to, update or take down the CIOB or any or all 
of its contents at any time, and from time to time, without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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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中贸易理事会 (CCBC) 投资机会免责声明

请仔细阅读以下免责声明，其中列出了您需要理解和同意的重要信息以及条
款和条件（以下简称“条款”），以便您使用加拿大投资机会手册 (CIOB)。 
通过使用CIOB，您将不可撤销地同意遵守这些条款并接受其约束。 

CIOB中的所有潜在投资机会信息 (a)，仅适用于居住在中国的居民和总部
设在中国的企业， (b) CIOB中的所有潜在投资投资机会信息并未由CCBC
编制和评估。 在法律管制和禁止本手册流传和发行的管辖区内，CIOB不
适用于任何人员的任何使用。

对于CIOB中所包含的潜在投资机会信息的质量、货币、准确性、及时性、
完整性、和适用性, CCBC不承担任何责任。

CIOB仅作为一般参考之用，并不构成招标、要约、或建议，以及不构成任
何投资，任何交易，或签订任何一种形式的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CIOB 中的内容既不足以、也未打算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 CIOB中的任
何内容，均不构成财务、业务、法律、税务、会计或其他性质的建议。 在
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您应当从合资格的专业顾问处获得独立意见。 
CIOB尤其不包含对任何潜在投资的价值以及任何投资机会的可取性或适
用性所做出的建议。 您有责任对任何此类潜在投资机会进行所有适当和
必要的尽职调查。 您使用CIOB的风险完全由您自己承担。

您明确且不可撤销地同意CCBC以及CCBC的任何成员、高级职员、董事或
雇员，对您或任何第三方产生的任何直接的、间接的、附带性，特殊性、惩
罚性、惩戒性或结果性造成的损失，或任何性质造成的损失，均不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资本损失、利润损失、收益损失、商业机会损
失，或您或任何第三方因使用CIOB (包括其内容) 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或与
之有关的任何费用或成本。 如果发生以上情况，您必须同意赔偿CCBC及
其成员、高级职员、董事和雇员因使用本手册而产生的所有直接或者第三
方索赔，并确保使其免于遭受损害。

CCBC会随时更改，更新或者随时抹去CIOB中的部分或者所有内容， 恕不
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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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外商投资机遇
加拿大已经成为吸引外国投资的友好国家，能够为外国投资者提供稳定且可预见
的投资环境。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加拿大的经济政策始终平稳，其经济增长幅度名
列七国集团国家前茅。 加拿大政府与众多国家谈判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就在不
久前，加拿大刚刚结束与欧盟之间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工作。

除了友好的经济环境和核心市场的准入机会之外，加拿大还因低运营成本、高教育
程度和富有创新精神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极具竞争力的商业税收而对外国投资者
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中国和加拿大一直以来保持着良好的双边关系，而且是长期的商业伙伴。加拿大经
济的多元化促使中国投资者前来加拿大寻找投资机会。 本文中，我们将着重探讨在
加拿大投资的一些优势，以及某些深受外国投资者青睐的产业。

清洁技术与可再生能源
加拿大拥有快速增长的清洁技术产业，近800家公司从事该产业，直接雇员多达
55,000名1。

加拿大约65%的电力来自于可再生能源。除一些大型水电项目外，其他如风能和太
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 如今，加拿大已安装的风能产能供应已跃
居全球第七位2。 预计到2025年，加拿大的太阳能年产能增长将翻两番3。

清洁技术产业的重点首先是出口，因国内的商品需求通常很低，出口量将持续增
长。 加拿大政府对清洁能源运动抱有支持态度，也鼓励外国资本在该产业进行投
资。 联邦和省级两级政府都在清洁能源领域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发与合作。4

2016年2月，加拿大和中国签署了《清洁能源合作联合声明》。 该联合声明显示了中加
两国在清洁技术政策和中小企业支持等方面所具有的共识。

农副产品
加拿大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商，年均销售额达1,000亿加元以上。拥有世
界第二大国土面积的加拿大，充分得益于其丰富的物产和富饶的海洋和淡水资源。

加拿大具有严格的法规和专门的机构保护食品安全。 根据2014年加拿大咨议局的
统计，在16个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之中，加拿大的食品安全表现和标准排
名第一。

加拿大的市场资源广博，出口至190余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超过300亿加元。因为《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毗邻美国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加拿大大部分食品出口目
的地为美国。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的西海岸为加拿大提供了通向亚太市场的
绝佳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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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运营成本、丰富的资源、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和创新的实践经验，种种因素促使加
拿大成为世界农副产品业的领军者。

先进制造业
制造业是加拿大经济中举足轻重的支柱型产业。制造业1,730亿加元在加拿大国民
生产总值中占有约10%的比例。

加拿大制造业与时俱进，已经融入到全球创新性经济大潮中。加拿大制造业集合了
高素质人才和对创新投资研究孜孜以求的精神，其在研发领域投入的资金占到加
拿大所有商业企业研发投入的46%(71亿加元)。在对加拿大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的纳
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投资和创新更是日渐增长。

加拿大政府已将创新作为首要大事，并乐于与业界携手努力吸引外国投资。

结束语 
众多因素共同促使加拿大成为外国投资者所青睐的投资目的地。 正如所说，加拿大
拥有高素质劳动力、富饶的自然资源、开放的市场准入，以及政府的强力支持，使得
加拿大在全球外国投资理想地的榜单中前茅。

加拿大政府延续其对外国投资的开放和欢迎态度，近期更宣布将提前提高外国投
资项目审核的门槛。 在2017年需要通过外资审核的企业价值起点将从6亿加元提高
至10亿加元。

德尚律师事务所于1972年在巴黎成立，早在1986年，德尚就作为第一批外国律师事
务所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 如今，我们在中国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法律专家团
队，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分所为广大客户在中国有效开展业务活动提供指导和法
律顾问服务。 德尚中国的同仁携手来自蒙特利尔、魁北克、多伦多和温哥华，以及其
他国家和地区（法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越南、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和智利）的400余名律师的团队，以遍布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
的强大网络，竭诚为我们的客户在提供全球范围内的优质服务 。

1 2016年加拿大清洁技术产业报告
2 《在加拿大投资》—加拿大政府出版物 
3 http://www.international.gc.ca/investors-investisseurs/ 
sector-secteurs/energy-energie.aspx?lang=eng
4 《在加拿大投资》—加拿大政府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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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尚律师事务所于 1972 年在巴黎成立，业务遍及欧洲、亚
洲、美洲和非洲。

拥有 25家分所（位于法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阿尔
及利亚、塞内加尔、中国、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加
拿大、阿根廷和智利）、400 余名律师的团队，德尚通晓国

际业务，并竭诚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我们不仅是您的法律顾问……

                   我们更是您的商业伙伴。

www.dsavoca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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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国家安全投资审查指引释义
作者：Subrata Bhattacharjee 和 Greg McLean

1. 简介与摘要
加拿大联邦政府最近颁布了国家安全筛查机制操作方式指南，加上近期一些
与国家安全考量相关的交易，加拿大联邦政府基于国家安全理由而审查外商
收购交易的能力成了讨论话题。 这一简要札记概述了新近颁布的指引，并鉴
于最近的发展情况就国家安全审查的可能趋势做了一些思考。

2016年12月19日，加拿大创新、科学与经济发展部 (“ISED”) 颁布了指引1（“《指引》”），
列出了：
 • 与国家安全审查相关的程序考量和举证考量；
 • 内阁在评估投资带来的潜在国家安全风险时会考量的因素。

2. 《加拿大投资法》
根据《加拿大投资法》(“ICA”),加拿大联邦内阁可基于国家安全理由审查和禁止境
外投资者在加拿大的投资。这一过程在概念上类似于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 (“CFI-
US”) 实施的审查过程。2

ICA包含授予  ISED 部长（“部长”）自由裁量权的条款，部长可基于交易可能
损害加拿大国家安全而下令予以审查。 在实践中，这类审查很罕见。3与美国
不同，境外投资者不能依据 ICA申请国家安全审查。 这一过程由联邦内阁根
据自身裁量而启动。 在时间方面，部长收到告知单或要求开展“利大于弊”审
查的申请后有45天时间来启动审查过程。 4如果启动此项审查，则交易双方在
审查过程（最长可达200天）完成前不得交割交易（如果尚未实施）。 鉴于 ICA
或其实施条例并未定义“国家安全”，其适用范围可能很广。

为打消利益相关方对这一含糊性的无数疑虑，《指引》（本身不具约束力和法律效力）
如今以非穷尽的方式列出了内阁在评估交易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时考量的因素。

3.  国家安全审查指引: 概要
(a)  评估因素 

《指引》值得一提的是以非穷尽的方式列出了内阁在评估一宗投资对国家安全的
潜在影响时可能考量的因素，包括:

 •  对加拿大国防能力和利益（包括军事武器和技术、太空相关设备等的研
发或供应）的影响；

 •  是否向加拿大境外转移敏感技术或技能5；
 •  对于向加拿大人供应关键货物与服务（包括能源、公用设施、食品、交通
运输、信息和通信技术、卫生、水和安全）的影响；

 •  对于向联邦政府供应货物和服务的影响；
 •  是否使得境外能监视、刺探或阻碍情报工作和执法；
 • 对加拿大国际利益（包括外交关系）的影响；

 • 是否涉及或促进非法行动人的活动（例如恐怖分子/恐怖主义组织、有组
织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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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财政部发布的与CFIUS审查相关的因素
(“CFIUS因素”)说明列表。6 《指引》所列的因素中，明显没有说明买方在多大程度上
受外国政府持有、控制或影响的问题（所说的“国有企业”）。 买方是否是国有企业的
问题与“利大于弊”审查相关（部长已就此类审查中如何对待国有企业的投资颁布
了多项指引7），但国有企业的投资也引起了对加拿大国家安全的担忧8，结果有望是
国有企业的投资将继续适用国家安全审查过程。

(b)  鼓励尽早接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指引》也鼓励买方（尤其是在出现上述因素的案例中）在投资
项目发展的最早阶段联系投资审查处 ( IRD)。

这样的早期对话会使得投资审查处有更多的时间就潜在的国家安全事务开展尽职
调查，并反过来减少在收到告知或“利大于弊”审查申请后 45 天限制期内正式启动
国家安全审查的需求。

(c)  举证事务
另需指出，《指引》采取的立场是: 与内阁审查相关的特定信息由于其敏感性质而不
得与买方分享，更具体而言，是可根据《加拿大证据法》(“CEA”)要求防止向投资者
披露此类信息。9结果是向投资者隐瞒与内阁最终决定可能相关的信息，从而影响
了这一过程的透明性。

4.  《指引》的影响
虽然这些《指引》列举的相关因素为那些考虑在加拿大投资的境外投资者提供了一
定程度的协助和清晰度，但它们的潜在应用仍然非常广泛。 而且，根据CEA的保护
要求，基于国家安全理由而向投资者隐瞒相关信息，有可能加强而非减弱投资者目
前对国家安全审查过程缺乏清晰度和透明度的顾虑。

联邦政府明白国家安全审查过程需要一定的确定性，但同时，由于内在的敏感性，
也由于“灵活”审查在应对技术演变、安全挑战和其他潜在的变革景象方面有着吸
引力，国家安全审查实质上不大可能进一步透明化。 不过，《指引》至少使得潜在的
境外投资者及其顾问能评估特定的活动或投资者情况是否会引起国家安全审查和
相应计划下的问题。

中国公司在加拿大开展业务需要一个拥有专业知识和 技能的加拿大法律合作伙
伴来满足您的需求。 博历维 律师事务所(博历维)是加拿大最大的律师事务所， 在
全加拿大拥有超过725名律师。 我们在中国客户有 迫切需求的资源行业、并购以及
商业房地产等领域拥 有卓越的经验。 我们也向各行各业的国内及国际客户 提供公
司、诉讼及知识产权等各个领域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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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www.ic.gc.ca/eic/site/ica-lic.nsf/eng/lk81190.html.
2 国家安全审查是 ICA 所含的两项审查机制之一。 另一项是“利大于弊”审查，适用于非加拿
大人收购超过特定财务门槛的加拿大企业控制权。 “利大于弊”审查独立于国家安全审查，实
际上有着不同的时间和程序要求。欲知更多信息，请参见 ISED 年度报告：2015-16 年度《加拿
大投资法》，查阅网址：<https://www.ic.gc.ca/eic/site/ica-lic.nsf/vwapj/ICA_ 
Annual_Report_2015-16-ENv8.pdf/$FILE/ICA_Annual_Report_2015-16-ENv8.pdf>。
3 自 2009年3月生效以来，联邦内阁已下令开展八宗国家安全审查。这些审查的结果包括下令
投资者停止实施投资（交割前）或剥离目标企业（交割后），也包括授权使投资受到旨在减少加
拿大国家安全风险的条件约束。
4 或者，如果并未依据 ICA 要求告知或开展“利大于弊”审查（当投资结构或规模未达到法律规
定的告知或“利大于弊”审查门槛），则部长可在投资实施后45天之内启动审查过程。
5 联邦政府 2015 年下令解退香港昂纳光通信有限公司（“昂纳”）对蒙特利尔 ITF Technologies 
公司（运用于电信、数据通信与工业应用的“光纤激光”技术领军企业）的收购，其所称的关键
理由正是这前两个因素。 加拿大国家安全部门建议联邦政府阻止这宗收购，理由是昂纳由一
家中国国有企业实际控制，这宗收购会使中国更早地拥有生产先进军事激光技术的能力。但
是，2016 年 11 月，在昂纳申请对这项指令开展司法审查之后，加上政府换届，加拿大联邦政府
推翻了这项指令，授予昂纳第二次机会接受 ICA 项下的国家安全审查过程。参见 Globe & Mail, 
“CSIS, Defence wared Ottawa on China laser technology deal”（“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防部
提请联邦政府小心中国激光技术交易”, 2017年1月23日），在线: http://www.theglobeandmail.
com/news/politics/csis-department-of-national-defence-warned-ottawa-on-china-deal/
article33699963/; Globe & Mail, “Ottawa accused of appeasing China with second review of 
takeover deal”（“联邦政府授予收购交易二次审查，被指对中国让步”，2014 年1月23日）,
在线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politics/ottawa-accused-of-appeasing-china-
with-second-review-of-takeover-deal/article33713720/)
6 参见 Guidance Concern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Conducted by CFIUS 《美国外商投资
委员会国家安全审查指南》),73 Fed. Reg. 74567 (2008年 12月8日)。 
7 参见https://www.ic.gc.ca/eic/site/ica-lic.nsf/eng/lk00064.html#p2。 值得一提的是，在评
估国有企业的投资时，部长会检查投资者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何种方式受外国政府持有、控制
或影响，以及投资者的公司治理和报告结构，包括投资者是否符合加拿大公司治理标准（包括
透明度和披露承诺、董事会及其审计委员会的独立，以及股东待遇），是否符合加拿大法律和
自由市场原则等惯例。
8 包括上述昂纳/ITF 交易。
9 CEA 第 38 节规定了防止披露包含“敏感信息”（定义为加拿大联邦政府拥有的与国际关系、
国防或国家安全相关的信息，无论是源于加拿大境内还是境外）的信息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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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decades of collective experience, BLG and our China Focus Group have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knowledge to guide you through any legal challenges that 
may arise when seeking to do business in Canada, Hong Kong or China.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our China Focus Group, please contact:

Lily Wang    604.640.4033    lwang@blg.com  
Elaine Chen 86.010.8526.1820  echen@blg.com  
Miles Pittman  403.232.9487    mpittman@blg.com

Or visit blg.com/china 

Your Legal Partner  
for Doing Business in Canada

BLG Consulting (Beijing) Limite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Lawyers  |  Patent & Trademark Agents  
 Borden Ladner Gervais LLP  is an Ontario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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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B Financial, a Crown corporation of the
Province of Alberta, is a full-service financial
institution headquartered in Alberta, Canada. 
ATB carries an “Aa1” credit rating from Moody’s. 
With assets over $46.8 billion, ATB provides 
solutions to the retail, agricultural, small 
business, commercial and corporate market 
clients with interests in the province of Alberta.

Through its ATB Corporate Financial Services
division (“CFS”), ATB offers a wide range of
solutions from credit, deposit, cash management
and derivatives to firms operating in industries
critical to the Alberta economy including the
energy, real estate and diversified sectors.

ATB Financial also has a strategic alliance with
AltaCorp Capital Inc., an institutional financial
advisory firm offering a full spectrum of value
added financial and advisory services to
corporations in varied stages of development.

ATB Financial established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Bank of China (Canada) and Industrial &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Canada). Under the
partnerships, we are seeking a wide range of
coopera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rade
finance, interbank liquidity lines, Reminbi
accounts, syndication partnership, and corporate
M&A mandates through AltaCorp.

600, 444 7th Avenue SW, Calgary, AB T2P 0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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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并购或合资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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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Arcana
Arcanamation

地址
31 - 8650 Cinnamon Dr.
Burnaby, BC   V5A 4H7

所在省市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本拿比市

网址
Arcana.com

公司简介
Arcana 制片有限公司是一家加拿大娱乐企业，由肖恩·帕特里克·欧赖利于
2004年创立。 Arcana起初是一家连环画出版社，而今是加拿大最大的漫画
出版商，我们的资料库现有300多种图书。 2010年， Arcana开办了动画部，
制作的作品有《钟表姑娘》、 《卡加奇：大乌鸦和小妖精》。 Arcana制作中的动
画有《霍华德·洛福夸与冰冻王国》，这是该社同名漫画三部曲《霍华德·洛福
夸三国奇遇》中的第一部。

公司信息
i.   主要产业/ 核心产品: 娱乐
ii.  创始时间: 2004
iii. 总部地址: 本拿比市
iv. 年总收入: $350万加元
v.  员工人数: 25

出口地区
美国，南美，欧洲，亚洲，中东，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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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业务
通过销售网络出口，无办事处

联络我们
i.   全名: Sean Patrick O’Reilly
ii.  职位: 首席执行官
iii. 公司: Arcana Studio Inc.
iv. 邮箱: sean@arcana.com
v.  电话: 778-318-2063

项目介绍
Arcana寻求投资扩大Arcana资料库已有的300多种连环画，开发出更强的
基础设施，通过制作动画片实现现有资料库的货币转化。

融资目的
国际扩展（战略伙伴关系）， 进入中国市场

投资范围
$100万 - $500万加元

股份范围
10% - 49%

适合投资者类型
战略合作伙伴

是否在公开股市注册
否

项目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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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General Fusion Inc.

地址
106 - 3680 Bonneville Pl
Burnaby, BC   V3N 4T5

所在省市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本拿比市

网址
GeneralFusion.com

公司简介
General Fusion致力于打造最快速最具有实用性的商业核聚变能源。 核聚变
是一种清洁、安全、大量并按需生产的能源，通过良好掌控能够提供近乎无
限量的能源而且不产生任何二氧化碳排放。 General Fusion正在发展其拥有
自主产权的磁化目标聚变体系(Magnetized Target Fusion System)，对发电
站子系统不断完善，将打造世界上第一家基于商业可行技术的全规模示范核
聚变发电厂。 拥有世界级投资财团超过一亿元的资金支持，General Fusion
的目标是变革世界的能源供应，为世界各地提供永久的清洁能源。

公司信息
i.   主要产业/ 核心产品: 能源
ii.  创始时间: 2002
iii. 总部地址: 本拿比市
iv. 员工人数: 65

出口地区
无

在华业务
未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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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我们
i.   全名: Bruce Colwill
ii.  职位: 首席财务官兼临时首席执行官
iii. 公司: General Fusion Inc.
iv. 邮箱: bruce.colwill@generalfusion.com
v.  电话: 604-439-3003

项目介绍
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低排放、安全和可按需求供应的能源
形式，与可再生能源一起，提供充足可靠的电力供应。 能够实现零排放、不受
地理位置局限、无核扩散和熔毁风险的一家商业上可行的核聚变发电厂能够
直接满足这一能源需求。 General Fusion拥有清晰明确的目标，大力发展该
项技术。 在碳排放受限制的未来，清洁、24小时不间断、节省土地的模块式发
电技术能够带来无限量的商机。 根据国际能源署2016年发布的《世界能源关
键数据》，2014年全球共发电23816TWh。 世界各地电力价格在$0.06/KWh
上下波动，这意味着全球电力市场高达$1.5万亿，并以每年将近3%的速度增
长。 利用General Fusion技术建造的发电厂将在超过80%的市场里竞争。 此
外，对新电力供应（新发电厂）的需求比现今发电量更能说明市场发展趋势。 
美国能源信息局预计今后每年新增能源需求将达到$2000亿，这并不包括置
换淘汰的旧发电站所产生的成本。 General Fusion的磁化目标聚变体系具有
独特优势，能够提供清洁、安全和充足的能源，在满足经济增长对电力需求
的同时，帮助世界向无碳能源转变。

融资目的
投资轮

投资范围
$100万 -  $3000万加元

股份范围
--

适合投资者类型
隐名合伙人、战略合作伙伴、 有前瞻性的投资者，能够认识到聚变能源带来
的重要机遇

是否在公开股市注册
否

项目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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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Moovee Innovations Inc.

地址
3800 Wesbrook Mall
Vancouver, BC   V6T 1W5

所在省市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温哥华市

网址
MooveeInnovations.com

公司简介
Moovee 通过将智能城市交通系统 (Smart City Transportation System) 和
无人驾驶车辆之间的数字连接，完善了个人行动和生活方式服务。 在这发
展过程中，Moovee利用连接传输云后端，开发了关键的自主驱动技术以及
路边通信技术。 Moovee认为大趋势融合了丰富的商机: 演进的智能城市交
通，提供无人驾驶第一/最后一里班车服务，并推出个人移动和生活方式服
务。 达到项目成功必须以对无人驾驶车方案和智能城市2.0自动化的深刻理
解作为基础，在可持续的协作消费领域具有重要的社会贡献。 自2017年10月
开始，Moovee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斯阔米什市进行合作，对其系统提供试
点，并共同制定智慧城市的规划。

公司信息
i.   主要产业/ 核心产品: 智能交通工具，智能交通系统
ii.  创始时间: 2012
iii. 总部地址: 温哥华市
iv. 年总收入: 创始阶段
v.  员工人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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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地区
美国，欧洲，亚洲

在华业务
未进入中国

联络我们
i.   全名: Donald Wong
ii.  中文名: 黄浩贤
iii. 职位: 首席执行官
iv. 公司: Moovee Innovations Inc.
v.  邮箱: donald.w@mooveeinnovations.com
vi. 电话: 604-767-2683

项目介绍
Moovee将利用投资来实现其产品的商业化，包括:无人驾驶巴士、V2X系统，
以及智能交通组合。 Moovee的目标是通过运用无人驾驶巴士为社区之间提
供衔接服务，为从出发地到公共交通枢纽再到目的地之间的短程提供衔接服
务，或为小城市提供公交交通服务。 同时，公司还会在不同政治区域沿线设
立流动数据中心，以便进行数据采集和深度学习。 Moovee 的盈利模式主要
是依靠车票收入和定制租车及旅游团服务。 另外，还可通过个性化营销实现
额外收入。

融资目的
国际扩展（战略伙伴关系），进入中国市场，投资轮

投资范围
$100万 - $400万加元 

股份范围
5% - 20%

适合投资者类型
隐名合伙人、战略合作伙伴、换股

是否在公开股市注册
否

项目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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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Rohit Capital
Copper Point Resort

地址
Cooper Road
Invermere, BC

所在省市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因弗米尔市

网址
CopperPointResort .com

公司简介
关于 Copper Point Resort 度假区的详细信息可浏览网站www.cprinfo.ca。 
该度假区于2010年投入使用，此后经历了稳健增长，包括ADR （平均每日房
价）、 RevPAR （每间可售房收入）和入住率。 2016年ADR达到$170，夏季入
住率超过80%。 度假区占地6.2英亩，建筑面积21万平方英尺，包括有暖气的
地下停车场、106间套房、97间标准房、温泉、餐厅、宽敞优雅的会议室（6500
平方英尺）、洗衣房、2个游泳池、3个温泉浴缸、健身中心、体育场等设施。 度
假区毗邻天然温泉、滑雪度假区、9个优质高尔夫球场、湖泊和徒步路径。

公司信息
i.   主要产业/ 核心产品: 酒店服务业
ii.  创始时间: 2010
iii. 总部地址: 因弗米尔市
iv. 年总收入: $600万加元
v.  员工人数: 季节性

出口地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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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业务
未进入中国

联络我们
i.   全名: Rus Matichuk
ii.  职位: 副总裁
iii. 公司: Rohit Capital Inc.
iv. 邮箱: rus.matichuk@rohitgroup.com
v.  电话: 780-970-2238

项目介绍
建筑成本和开业支出总共超过$8500万加元，由公司和度假区前业主共同出
资。 将考虑$3000万加元以上或最佳报价。 公司已从三家知名酒店品牌获得
物业改善计划，用于未来增长。 Copper Point Resort度假区目前由一家第三
方物业管理公司管理，但未来在新的所有权安排下可考虑将这一外包业务
收回。

融资目的
其它

投资范围
待定 - $3000万加元

股份范围
50% - 100%

适合投资者类型
战略合作伙伴

是否在公开股市注册
否

项目点评
Copper Point Resort度假区是位于落基山脚下哥伦比亚山谷的优质山间温
泉度假区。 所有的套房和商业单元都有独特的名称。 该物业可作为度假区
统一管理，也可出售每个套房，进行联合出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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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Saltworks Technologies Inc.

地址
13800 Steveston Hwy
Richmond, BC  V6W 1A8

所在省市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列治文市

网址
SaltworksTech.com

公司简介
Saltworks提供创新，低成本，低能耗的脱盐技术，化学品回收与高盐卤水处
理方案。 Saltworks能处理其它公司无法处理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污水。 公
司发明，建造，移交，提供后续服务并且管理好资金。

公司信息
i.   主要产业/ 核心产品: 用于发电厂、石油、天然气、采矿、工厂、化 
     工生产、垃圾堆填、农业的水处理技术
ii.  创始时间: 2008
iii. 总部地址: 列治文市
iv. 年总收入: 请咨询
v.  员工人数: 80

出口地区
美国

在华业务
通过销售网络出口，无办事处
供应商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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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我们
i.   全名: Geer Qile
ii.  中文名: 琦乐格尔
iii. 职位: 生意发展
iv. 公司: Saltworks Technologies Inc.
v.  邮箱: geer.qile@saltworkstech.com
vi. 电话: +1-604-805-5241 Ext 216

项目介绍
世界最具前景的水处理高科技公司。 广阔的全球市场，具备处理中国火力
发电厂废水的卓越技术。 成功的技术先驱: 5条产品线（包括膜与蒸发产品）
。 持续创新与强大的知识产权: 50项专利技术。 财务与业绩稳定增长。 成功
开拓美国市场: 200增长，盈利。 现有高信誉的投资方: BP, ConocoPhillips, 
Cenovus Energy, Teck Resources。

融资目的
国际扩展（战略伙伴关系）

投资范围
请咨询

股份范围
请咨询

适合投资者类型
隐名合伙人、战略合作伙伴

是否在公开股市注册
否

项目点评
详细信息可浏览以下视频链接 
http://i.youku.com/saltworkstech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xNzkyMTQw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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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TZC Education Group Inc.
建立私立学校

地址
3800 Wesbrook Mall, UBC
Vancouver, BC   V6T 1W5

所在省市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市

网址
VIETC.ca

公司简介
加拿大TZC教育集团于2007年3月28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以下简
称BC省）温哥华市成立，旗下设有温哥华国际教育与培训中心 (简称VIETC，
网址: VIETC.ca)。 中心提供幼儿园至高中12年级加拿大BC省课程、教育培
训、商业咨询。 公司在以下三方面的领域中拥有特殊专长和丰富的经验: 

• 提供中英双语国际教育 (幼儿园至高中12年级) 课程, BC省教育大纲课
程，和国际文凭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 课程。 TZC教育集团于
2017年3月28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市，正式注册成立了
一间新的私立学校，名称为TZC Baccalaureate Academy。 该学校计划
于2018年9月开学，提供加拿大BC省幼儿园至高中12年级的中英双语高
端课程。 在学校启动的3年之内，集团将申请IB Global School的资格授
权认证。 学校计划在第一学年 (2018-2019年) 招生50至100 名学生，之后
的每年增加100名学生。 到第三年，学生入学数量将超过300名。 TZC教
育集团计划在第一家位于温哥华的总部成功运营之后，在加拿大的BC省
和美国继续扩大发展设立其它的校点。 TZC教育集团也计划在中国与中
方合作伙伴联合提供国际教育项目。 集团希望寻求投资方参与共同拥有
并经营位于加拿大BC省温哥华市的这一新启动的，提供幼儿园至高中12
年级课程(K-12)的私立学校。  

TZC Education Group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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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ZC教育集团同时也提供其它相关的学术项目、教育大会、大型教育活
动，并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加全球以及美国和加拿大一流的国际
教育以及大专院校方面的咨询。    

• TZC教育集团在提供国际教育的同时，也提供跨文化之间商业谈判有效
沟通方面的企业培训； 提供高级中英文专业翻译/口译； 建立加拿大和中
国商业伙伴之间的关系网络；并为双边团队提供创新的市场营销理念。 

TZC教育集团致力于推动国际教育和商业领域的跨文化交流，其目的是在中
英文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为其搭建跨越语言和文化沟壑的桥梁。 TZC教育集
团拥有国际教育、中英文教学、翻译、企业培训和咨询的专家团队，并在国际
教育和企业培训方面拥有30年的丰富经验。

公司信息
i.   主要产业/ 核心产品: 教育
ii.  创始时间: 2007
iii. 总部地址: 温哥华市
iv. 年总收入: $100万加元
v.  员工人数: 10

出口地区
无

在华业务
未进入中国

联络我们
i.   全名: Tong Zhang Chow
ii.  中文名: 张彤
iii. 职位: 总裁
iv. 公司: TZC 教育集团和TZC Baccalaureate Academy
v.  邮箱: tongzchow@yahoo.ca
vi. 电话: 604-396-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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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该投资项目寻找感兴趣投资$600万加元的投资方，分三期在三年内投资，每
年投资$200万加元。 第一笔投资与2018年开始投入，占30%的股份。 从第四
年开始起，当学校申请成为国际文凭学校的时候，投资回报将会迅速增长，
先期投资在第4-5年还回，学生来自加拿大、中国以及世界其它地区。 教师都
具备加拿大和国际文凭高级教师资格。 投资方将会拥有机会与TZC教育集
团继续在北美和中国建立分校以及连锁加盟学校。 年学费收入预计为第一
年$100万加元到第五年$2000万加元。

融资目的
投资轮

投资范围
$600万 - $980万加元

股份范围
30% - 49%

适合投资者类型
战略合作伙伴

是否在公开股市注册
否

项目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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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并购或合资

艾伯塔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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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Canada Asia Synergy Group
加拿大农地投资公司

地址
709 - 11007 Jasper Avenue
Edmonton, AB   T5K 0K6

所在省市
艾伯塔省，埃德蒙顿市

网址
CanadaAsiaSynergyGroup.com

公司简介
加拿大亚洲协同集团 (CASG) 是一个由产业、政府和学界领袖组成的团队，
他们在国际商业领域具备广泛的学识、经验和专长。 加拿大亚洲协同集团专
门致力于在亚洲和加拿大之间创造可持续的商业机遇。

公司信息
i.   主要产业/ 核心产品: 顾问和投资机会
ii.  创始时间: 2015
iii. 总部地址: 埃德蒙顿市
iv. 年总收入: 私募
v.  员工人数: 11名合伙人

出口地区
无

在华业务
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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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我们
i.   全名: Monica Barclay
ii.  职位: 合伙总经理
iii. 公司: 加拿大亚洲协同集团 (Canada Asia Synergy Group) 
iv. 邮箱: monica.barclay@outlook.com
v.  电话: 780-908-1298

项目介绍
农业用地是最受追求也是安全的财富保值投资之一。 这是一种不可摧毁的
资产，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对它的需求会日益提高。 加拿大亚洲协同集团 
(CASG) 现有2,917英亩有地契的土地，包括400英亩配备灌溉的土地。 它含
有2,400万吨最高级别的砾石总量，采石收入寿命达到70多年。 该土地具备
养殖400头牛的产能，并拥有几英里长的老人河滨以及落基山景观。 它的位
置距离卡尔加里国际机场不到2小时。

融资目的
投资轮

投资范围
$100万 - $2700万加元

股份范围
3% - 100%

适合投资者类型
战略合作伙伴

是否在公开股市注册
否

项目点评
利用最受追捧也是最安全的投资之一 - 加拿大土地来保存并增长投资者的
财富。 投资本金100%由土地资产支持。 从2010到2014年达到19%的年度复
利增长率。 通过当前的运营商可以从长期租用当中持续获得每年3-5%的回
报。此外还可享受每年7-9%的土地增值。



3 2

项目名称
Durum Capital Inc.
Durum Capital Inc. 推出的Bow Water & Land Trust

地址
500 - 1414 8 St. SW
Calgary, AB   T2R 1J6

所在省市
艾伯塔省，卡尔加里市

网址
Durum.ca

公司简介
Bow Water & Land Trust是由Durum Capital Inc.管理的投资机会。 Durum
是一家私人房地产公司，位于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市。 Durum成立于2012
年，拥有、管理并经营阿尔伯塔省的一系列工业地产和开发项目。 自成立以
来，Durum的最初股本投资已增值两倍，并将数个家族的$1270万投资变成
了$3790万。 Durum努力为其资产奠定坚实的基础，并通过稳定和优化房地
产资产，为投资者创造价值。 通常，Durum的投资风格是以富于吸引力的价
格、在时间受限的状况下买入物业。 公司相信，有机会通过负责的资本结构、
治理、利益一致和优异的管理团队来赢得时间，优化价值。 Durum感到，与投
资者、社区、政府、规划人员和经验丰富的开发商建立伙伴关系并保持利益
一致，是其必需采取的策略。 Durum着眼长远，其团队以创新优质的设计，努
力开拓并维护令人向往的地点。        

公司信息
i.   主要产业/ 核心产品: 房地产
ii.  创始时间: 2012
iii. 总部地址: 卡尔加里市
iv.  员工人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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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地区
无

在华业务
未进入中国

联络我们
i.   全名: Judy Rattanavong
ii.  中文名: 郭雪琪
iii. 职位: 副总裁
iv. 公司: Durum Capital公司管理的Bow Water & Land Trust
v.  邮箱: judy@durum.ca
vi. 电话: 403-541-5309

项目介绍
Bow Water & Land Trust是一个投资机会，涉及两项不同的资产:第一项是
298.5英亩的农地，位于卡尔加里市以西6.4公里。 第二项资产是年预期最高
达1,200英亩英尺的水分配量，每年足以服务10,000人。 预期水分配量比未
来土地开发所需的水量多将近10倍。更多信息请参阅2017年09月28日的发
售备忘录。    

融资目的
其它

投资范围
$200万 - $3000万加元 

股份范围
--

适合投资者类型
战略合作伙伴

是否在公开股市注册
否

项目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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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Hay2brick Real Estate Limited
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堤市，拥有24个居住单位的公寓楼

地址
290 - 919 Center St 
Calgary, AB   T2E 2P6

所在省市
艾伯塔省，卡尔加里市

网址
Hay2Brick.com

公司简介
Hay2Brick房地产有限公司在多户型公寓上采用了周期性的投资方法。 公
司的业务是在美国多个新兴市场中寻找机会并购买回报率高的 多户型房地
产，利用房地产周期来获得最佳的投资收益。 Hay2Brick房地产有限公司通
過提升的房地产价值的策略， 让投资者得到最优质的回报率。在寻找多户型
房地产时，Hay2Brick会以下几个条件作收购的标准: 

• 购买稳健并且有多项增值能力的房地产。  
• 购买入住率稳定，租金低于市场价格,可即时调高租金的房产。 
• 购买可改善物业管理团队和简化日常操作的房地产, 从而增加入住率
和增加收入 。 
• 购买低价格，高空房率和相对失收的房地产，公司再以翻新的方式把套
房和环境优化，从而吸引更多优质的房客， 进而调高租金和收入。

公司信息
i.   主要产业/ 核心产品: 多户住宅物业及单户住宅物业
ii.  创始时间: 2012
iii. 总部地址: 卡尔加里市
iv. 年总收入: $100万加元
v.  员工人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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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地区
无

在华业务
通过销售网络出口，无办事处
代表处

联络我们
i.   全名: Howard Lau
ii.  中文名: 刘朝安
iii. 职位: 主任
iv. 公司: Hay2brick Real Estate Limited
v.  邮箱: info@hay2brick.com
vi. 电话: 403-667-9298

项目介绍
Tamara Lee公寓位于辛辛那提市西边一个名为Westwood的街区。本区历史
悠久，类属C区，其独特优势在于具有巨大的复兴潜力。 社区在保留了历史
魅力的同时，也不乏便利的现代设施，比如购物、餐饮，交通和学校。 Tamara 
Lee公寓始建于1976年，位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Westwood社区，共
有两栋楼，总计24个居住单元。 每栋楼均有三层，12个两居室单元，其中二楼
和三楼的单元拥有独立阳台。 公寓超过90%的单元都翻新或部分改造过，公
共区域也进行过升级。 公寓还配备停车场、投币洗衣房和地下储藏室等生活
设施。 此外，该物业还配备了监控摄像头，外部照明和密钥系统，更有安全保
障。

哈密尔顿郡下属的辛辛那提市，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有趣的建筑。 城市紧临俄
亥俄河，有三条州际公路与国内其它地区相通，交通极为便利。 位于辛辛那
提市西部的Westwood社区是本市最大的社区。 这里曾经是众多工业巨头的
故居，例如宝洁公司 (Procter & Gamble)的创始人James Gamble。 直到今
天，在这个风情别致的经典社区里仍然能看到许多宽大而又独特的别墅。 该
物业临近各类生活设施，周边餐馆和便利店林立。 附近还有多所学校、学院、
大学和辛辛那提动物园，距74和75号州际公路仅需10分钟。 历史的魅力再加
上现代的便利，使得这个多元化的社区成为该市最独特的瑰宝之一。



3 6

微装修：Hay2Brick对交回的公寓进行部分改造来逐步提高住户的生活体
验。 Hay2Brick将负责升级2012年未能装修的剩余2个单元。

提高租金：增加创收是所有企业的目标。 Hay2Brick将通过逐步提高租金来
增加净营业收入，令物业增值。 针对Tamara Lee公寓，Hay2Brick已经找到
了提高公寓“附加值”的多种途径: 上调租金，对续租住户租金提高3%，新租
户则提高5% (尽管如此仍略低于现有市场的价位)。

融资目的
投资轮

投资范围
$5万 - $10万加元
 
股份范围
待定 - 20%

适合投资者类型
战略合作伙伴

是否在公开股市注册
否

项目点评
Hay2Brick可供现有的全套物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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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并购或合资

安大略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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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Bright Mega Capital

地址
17 - 25 Valleywoods Drive
Markham, ON   L3R 5L9

所在省市
安大略省，万锦市

网址
BrightMega.com

公司简介
Bright Mega Group集团于1996年在香港成立，集团的主要业务涉及三个领
域: 投资、贸易和商务会所。 投资控股提醒Bright Mega Group集团的核心业
务应着眼于投资收入增长和资本升值方面潜力大的中国私人企业。 投资重
点包括农业、清洁技术、资源、技术型制造业和零售业。 Bright Mega Group
集团的总部设在安大略省万锦市，并在香港、广州和上海设有分部。 集团在
中加贸易领域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公司信息
i.   主要产业/ 核心产品: 国际贸易/投资
ii.  创始时间: 1996
iii. 总部地址: 万锦市
iv. 年总收入: $2,000万加元
v.  员工人数: 6

出口地区
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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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业务
通过销售网络出口，无办事处
通过分销商网络出口，无办事处

联络我们
i.   全名: Bernard Jun HE
ii.  中文名: 何军
iii. 职位: 总裁
iv. 公司: Bright Mega Capital
v.  邮箱: jhe@brightmega.com
vi. 电话: 416-823-6808

项目介绍
三文鱼在中国市场的销售

融资目的
进入中国市场，投资轮

投资范围
$100万加元 – 待定

股份范围
--

适合投资者类型
战略合作伙伴

是否在公开股市注册
否

项目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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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Focus Wine Cellars

地址
1227 Westview Terrace
Oakville, ON   L6M 4B4 

所在省市
安大略省,  奥克维尔市

网址
FocusWineCellars.com

公司简介
Focus Wine Cellars (FWC) 是一家专门设计和建造定制酒窖和酒柜的公
司，它可以为全世界的私人和商业用户提供整套的解决方案。 FWC卓越的
酒窖设计为业界所公认，它的设计创意和建筑品味形式多样，在建筑质量和
安装到位方面也无可挑剔。

公司信息
i.   主要产业/ 核心产品: 酒窖设计与制造
ii.  创始时间: 2008
iii. 总部地址: 多伦多市
iv. 年总收入: $150万 - $200万加元
v.  员工人数: 20 - 30

出口地区
欧洲，亚洲，中东

在华业务
通过销售网络出口，无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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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我们
i.   全名: Aylin Gurer
ii.  职位: 管理伙伴
iii. 公司: Focus Wine Cellars
iv. 邮箱: aylin@focuswinecellars.com
v.  电话: 905-617-6106

项目介绍
北美和大中华区是当今全球最主要的葡萄酒消费区域，对定制酒窖的需求旺
盛，然而高端的解决方案却远远供不应求。 如果可以占据中国10%的定制化
酒窖的市场份额，就意味着在未来5年可能创造1.44亿美元的销售额。 Focus 
Wine Cellars希望携手投资伙伴一同加强公司在北美和大中华地区的市场
地位，并满足客户对定制化酒窖的需求。

融资目的
国际扩展（战略伙伴关系）

投资范围
$500万 - $800万加元

股份范围
50% - 75%

适合投资者类型
战略合作伙伴

是否在公开股市注册
否

项目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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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Inertia Engineering + Design

地址
3 - 34 Kern Rd
North York, ON   M3B 1T1

所在省市
安大略省， 多伦多市

网址
InertiaEngineering.com

公司简介
Inertia是由产品设计，工程和制造专家组成的世界级团队，以成果为驱动，痴
迷质量和客户服务。 Inertia通过他们的全套服务帮助培育新产品，包括产品
设计，原型设计，工程，制造和天使投资。

Inertia成立于2004年，目前经营范围广泛，从医疗，健身，健康和安全到消费
产品。 从初创企业到跨国公司， Inertia的客户共同致力于开发创新产品。 客
户认识到Inertia的价值和能力，帮助他们将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并将产品
送到客户手中。 此外，Inertia还通过实施客户的产品设计和制造系统来帮助
他们建立优秀的创新公司，这有助于确保他们能够快速和有利地扩展。

隐藏在最终结果后面的是Inertia每个客户到达终点的历程和经验的质量。 
Inertia痴迷于为每个客户的产品设计和制造过程中提供世界一流的服务和
关怀。 通过无可挑剔的知识分享，开放性和透明度以及客户沟通的节奏来实
现这一目标。 Inertia将在2018年2月在中国深圳成立全资公司。

公司信息
i.   主要产业/ 核心产品: 硬件新产品
ii.  创始时间: 2004
iii. 总部地址: 多伦多市
iv. 年总收入: $300万加元
v.  员工人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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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地区
亚洲

在华业务
通过销售网络出口，无办事处
外商全资拥有企业

联络我们
i.   全名: Larry Zhou
ii.  职位: 副总裁
iii. 公司: Inertia Engineering + Design
iv. 邮箱: lzhou@inertiaengineering.com
v.  电话: 416-655-7791

项目介绍
下一代物联网智能安全锁。 即将推出并采用的更新的物联网无线网络将为
物联网产品的大规模扩张打开大门。
 
其中一个迅速扩大的领域就是安全行业的“智能”锁，如蓝牙，指纹识别器和
物联网锁。 随着更新的物联网通信协议开始出现并普及，例如5G，在遥控/
通信，电池寿命和位置跟踪方面，存在大量机会来增加物联网锁定系统的益
处。
 
Inertia目前正在设计和制造“智能”锁产品，并计划扩大其技术和功能，以满
足从消费者到B2B应用的未来快速增长的需求。
 
Inertia正在寻求投资50万美元到150万美元，以大幅度扩大Inertia团队和努
力，以加快这些产品的上市时间，使其能够在新技术和通信协议面前越来越
普遍。 Inertia自身强大的创新产品商业化的能力以及多年众多的成功案例
将保障这个项目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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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Inertia完成第一代产品的研发并已投入量产。 Inertia已经与两家北美
最大的连锁店进行洽谈可能的合作。 Inertia与加拿大最大的物流公司之一
已经研发并已投入量产颠覆市场的新一代商业/家用的搬运系统，这个新的
物联网智能安全锁产品将直接用到上述的多个项目中。

融资目的
国际扩展（战略伙伴关系），进入中国市场

投资范围
$50万 - $150万美元

股份范围
10% - 20%

适合投资者类型
战略合作伙伴

是否在公开股市注册
否

项目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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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并购或合资

魁北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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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Institut MATCI Montreal (School Building)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凯亚校区（学校建筑）

地址
600 - 1922 Ste-Caherine West
Montreal, QC   H3H 1M4

所在省市
魁北克省， 蒙特利尔市

网址
MATCI.ca

公司简介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凯亚校 (Institut MATCI Montreal) 区是针对国际留学生
及魁北克新移民的需求提供培训服务和高等教育的先驱。 该校区座落于蒙
特利尔市中心，与魁北克著名公立大学建立了直属合作伙伴关系的优势，长
期的致力于提供稳定的、有品质保障的学术课程项目。 学校会根据每个国际
留学生和新移民的情况不同，有针对性和创新性的提供相应的教育培训来最
终达到移民和（或）就业的需求。 因为所有学习项目都是针对加拿大生活、就
业的实际情况而设置的。 该校区的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和雄厚的师资力量会
在学生的整个学习期间，竭诚为学生提供服务和支持，引导学生直到成功的
完成学业。 通过了解初到加拿大遇到的学习，生活，以及就业的困难，学院提
供一个专门为现代化和多元文化的环境下，能够轻松取得加拿大大学文凭的
机会，以便学生在加拿大更好的生活、就业、创业，实现他们在加国安居乐业
的梦想。

公司信息
i. 主要产业/ 核心产品: 教育
ii. 创始时间: 2010
iii. 总部地址: 蒙特利尔市
iv. 年总收入: $500万加元
v. 员工人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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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地区
南美洲，亚洲，非洲，中东，大洋洲

在华业务
未进入中国

联络我们
i.   全名: Mike Quan Zhou
ii.  中文名: 周权
iii. 职位: 董事
iv. 公司: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凯亚校区
v.  邮箱: quanark@matci.ca
vi. 电话: 514-500-1246

项目介绍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凯亚校区是蒙特利尔的一家富于创业精神的大学扩展学
院和社区学院，随时准备好满足该社区和世界各地的个人、组织和企业的高
等教育和培训需求。 学院秉承创业精神，把学校扩展到国际教育市场，引入
了一系列新课程，并将在今后三年增加2000多个全日制学生名额。  这种精
神也让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凯亚校区能够克服有限的财务资源和日益增高的
维修、工资和技术升级等方面的成本压力，获得持续发展。 当然，从展望未来
的过程中也看到，学院需要做出更多的变革。 学院需要新的教学楼，配备宽
敞的教室。 所幸机会是存在的，包括与企业和其它教育机构合作，以及应用
研究项目等等，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凯亚校区有决心充分抓住这些机遇。 学院
一方面注重加强学院筹集更多资金的能力，另一方面也绝不会忘记以课堂为
核心。 学院正在转型进入技术导向型学习模式，把支持学生成功的责任扩展
到学院的每个人身上。 这是该学院致力于学生卓越理念的一部分。 该区的
校园将会建设一栋新教学楼，以扩大AEC、DEC、DEP、学士和硕士学位课程、
大学英语和法语证书课程、演出商业课程、大学预科和其它领域的有关课
程。 在拟议的新楼购置计划中，学院将接收15万多平方英尺扩展教学空间，
扩大课程编制，以满足学生、企业和产业不断增长的需求。 教室的分隔与装
修将于2017年晚些时候开始。 新的设施将不仅提供学术课程，还有定制化的
商业和产业培训服务以及应用研究和创新。 随着学校新业务收购的完成，将
推出新的课程。 要达到这一计划制定的目标并不容易。 但是，加拿大魁北克
大学凯亚校区很幸运地拥有一支扎实的员工队伍，充分准备好完成任务。 有
志者事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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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目的
国际扩展（战略伙伴关系），进入中国市场

投资范围
$500万 - $1200万加元

股份范围
20% - 33.33%

适合投资者类型
战略合作伙伴

是否在公开股市注册
否

项目点评
投资方可享受高等教育领域有保障的汇报，同时投资方的投资也以教育房地
产作为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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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Leadweb

地址
615 Boulevard Rene-Levesque Ouest
Montréal, QC, H3B 1P9

所在省市
魁北克省， 蒙特利尔市

网址
LEAD-WEB.com

公司简介
全面专业的软件开发专门为金融工程领域提供区块链解决方案。

公司信息
i. 主要产业/ 核心产品: 应用程序开发
ii. 创始时间: 2012
iii. 总部地址: 魁北克省， 蒙特利尔市
iv. 年总收入: $450万加元
v. 员工人数: 30

出口地区
美国

在华业务
未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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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我们
i.   全名: Eamon Leonard
ii.  中文名: 韩速锣
iii. 职位: 区块链战略顾问
iv. 公司: Leadweb
v.  邮箱: eamon@lead-web.com
vi. 电话: 514-604-8951

项目介绍
Leadweb 正在推出一个人工智能驱动的加币货币钱包，并寻找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和投资。

融资目的
国际扩展（战略伙伴关系）， 投资轮

投资范围
$500万 - $1500万加元

股份范围
5% - 15%

适合投资者类型
无声合作伙伴， 战略合作伙伴

是否在公开股市注册
否

项目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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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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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国际贸易投资办公室

所在省市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网址
BritishColumbia.ca

简介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以下简称BC省) 是北美地区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商业
区之一。 该省增长强劲和适应性强的经济蕴含无限的增长和盈利潜力，我们
的优势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成长型企业来本省落户。

BC省的独特优势:
• 优越的地理位置
• 丰富的资源储备
• 良好的财政状况
• 储备充足的人才与劳动力市场
• 政府的有力支持
• 税收激励政策
• 良好的金融环境
• 坚实的基础设施
• 低廉的水电成本
• 价格低廉，储量丰富的清洁能源
• 生活品质与秀美的自然风光
• 良好的教育质量

 
数字多媒体与创意产业: BC省拥有上百万平方英尺的制片厂，有能力支持从
卖座的大片到小规模独立电影的制作及相关服务。 该省有超过2.5万名技术
娴熟、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有能力提供全方位的制作服务，包括场景建造、
演员、后期制作及视觉特效，并能够同时处理40多个制作项目。 BC省拥有逾
60家世界一流的制片厂，是北美地区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三大影视制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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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BC省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中心网络为数字媒体教育行业提供优秀
的培训课程，BC省毗邻洛杉矶、硅谷和西雅图等娱乐和技术中心，对娱乐和
技术行业的公司而言是理想的经营地点。 BC省的商业环境有利于保证企业
盈利水平 — 七国集团中最低的企业税率，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处于加拿大最
低水平。 BC省通过各种有针对性的税收抵免和税收激励政策鼓励创意产业
的发展。

信息通讯技术与高科技: BC省不仅是北美排名第三的影视制作中心，还汇
集了大量信息通信技术、无线技术和数字媒体企业。 BC省的信息通讯技术 
(ICT) 产业不断发展，充满活力。 在BC省落户的ICT企业共有2,670家，提供
的工作岗位超过20,500，涉及软件即服务 (Saas) 和企业级解决方案、物联
网和移动技术、云计算、大数据和电子商务，以及发展迅猛的金融科技和安
全集群等业务领域。 通过与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和顶尖大学合作，BC省的
ICT企业走在创新解决方案和关键临界技术平台 (gamechanging platforms) 
开发领域的最前沿。

清洁技术: BC省拥有大量研发设施、雄厚的学术基础和私营部门资产，使我
们成为全球清洁技术领域的领导者。 这些领域包括：天然气技术、生物能源、
可持续发展设计、绿色交通、氢燃料电池开发和低碳解决方案。 加拿大四分
之一的清洁技术公司将总部设在温哥华。 BC省清洁技术行业领军企业包括
巴拉德动力系统(Ballard Power Systems)、Greenlight Innovation、Corvus 
Energy（Awesence等，同时也有其他可再生能源、清洁交通技术、能源效率和
废物资源管理等领域的先进科研创优企业。

生命科学: 在BC省落户的生物制药和医疗器械公司超过300家，其中不乏
加拿大的业内顶尖公司，如加拿大干细胞技术有限公司(Stemcell Tech-
nologies Inc.)、Qu Biologics、Zymeworks及瑞邦生物医学公司 (Response 
Biomedical) 等，这些生命科学公司，在临床研究与实验、医疗器械、生物医
药等领域开展卓越的前沿科学研究。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西蒙菲莎大学
精良的研究设施，迈克尔·史密斯健康研究基金会和加拿大药物研发中心等
机构，都为本省生命科学行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联络我们
i.   全名: 徐伟伦
ii.  职位: 华北华东区首席代表
iii. 公司: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投资贸易代表处
iv. 邮箱: ktsui@britishcolumbia.ca
v.  电话:  (86-10)-8535-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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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农产品: BC省的农产品和海产品产业是加拿大最多样化的行业，农产品种类
达到200多种，鱼、贝类和海生植物的品种达到100多种，还拥有享誉全球的
葡萄酒产业，品质上乘和高附加值的小众产品也越来越多。 在BC省开展经
营的农产品和海产品生产企业有数百家，包括农产品种植和生产企业、海产
品养殖和生产企业、食品加工企业，酿酒饮料加工企业和保健品、花卉制品、
宠物食品等特色产品生产企业。 BC省是加拿大国内农产品和海产品产业最
多元化的省份之一，出产200多种农产品和100多种海产品。

• BC省的食品饮料加工企业数量达到2500多家。
•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农产品和海产品行业的年产值超过130亿加元，直接
雇员人数为5.68万人。 
• 2016年，我们的农产品和海产品出口到160多个市场，出口总值达到38
亿加元。

林业: BC省的软木材生产和加工行业全球领先，不仅是全球森林管理领域公
认的领军者，还在全球第三方认证森林领域居首位。 BC省国际知名的林业
产品研究网络范围广泛，能够实现林业创新和技术进步。

教育: BC省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其研究质量和对教育培训的投入享誉全球。

矿业: BC省不仅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还是众多充满活力的资源类公司的大
本营，这些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从事矿产勘探、开发和经营业务。 在BC省落户
的矿业公司约有1200多家，其中大部分公司位于大温哥华地区。

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 据估计，BC省的天然气储量超过3400万亿立方英尺，
可供国内外市场使用160年以上。 BC省正在营造鼓励天然气行业发展的商
业环境，鼓励企业向亚洲和全球出口天然气增值产品。

旅游业: 通过主办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世界人民有机会一睹
BC省作为最佳旅游目的地的风采。 BC省不仅有未遭破坏的自然景观和繁华
的大城市，也有热情好客的各民族人民。

交通和基础设施: 通过太平洋门户联盟计划，BC省在码头、机场、公路和铁路
基础设施领域投入220亿加元，为直接或间接从事交通和基础设施行业的企
业提供了大量发展机会。 新曼港桥和南菲莎外环道的建设改善了交通系统，
提升了整个地区的货物流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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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优惠政策
• 科研与试验开发 —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支持研发，科研与实验开发的项
目，每年提供总额达36亿加元的税收优惠。 符合资格的加拿大企业可获
得上限达68.5%的合格研发薪酬税收抵免。
• 国际商业活动 (IBA) 项目 — 对于通过在BC省开展的国际商业活动获
得的收入，向符合资格的国际企业全额返还针对该等收入征收的省级企
业所得税。
• MITACS — 为研发项目和培训项目提供资金，应对项目面临的商业和
创新挑战。 迄今为止，与本项目建立合作关系的大学数量达60多所，实施
的计划超过12,000个。
• BC省电影激励措施和制片服务税收 — 包括基本抵免、地区抵免、偏远
地区抵免、培训抵免和数字动画、视觉特效和后期制作 (DAVE) 税收抵免
等不同方式。
• BC省交互式数字媒体税收抵免 — 在BC省有常设机构，从事交互式数
字媒体产品开发业务的应税加拿大企业可获得合格薪金和工资17.5%的
税收抵免。
• BC省科研与试验发展税收抵免 — 在BC省开展科研和试验发展的企
业，对于合格科研和试验发展费用，适用上限为10%的税收抵免。

主要投资载体
绿地投资

投资范围
--

股份范围
--

适合投资者类型
战略合作伙伴、 财务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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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斯喀彻温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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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政府

所在省市
萨斯喀彻温省

网址
Saskatchewan.ca/Invest

简介 
萨斯喀彻温省(简称萨省)的支柱型出口产业主要集中在食品、燃料和化肥等
方面。 其多元化的产业，如农业、矿业、石油和天然气，林业，技术和制造业，
使得萨斯喀彻温省的经济优势进一步凸显。

萨省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和石油生产分别为加拿大第一、第二大支柱产业。 同
时，萨斯喀彻温省的钾肥和铀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独占鳌头。 因其得天独厚
的自然资源，萨斯喀彻温省在生物科技、农作物科学研究、碳捕捉和存储技
术等方面具有世界前沿的领先技术。  为将萨省建设成为全球最大投资“吸
金石”，萨斯喀彻温省一直致力于创建良好、和谐的商业环境，坚决杜绝官僚
主义。

因此，有意向在加拿大进行技术商业化的企业，可以利用萨斯喀彻温省新出
台的商业创新激励政策(简称SCII)。 据这项新的税收激励政策规定，对于符
合条件的企业， 可享受连续10年的省级企业所得税税率率降至6%的优惠政
策，如果该企业在萨省的经济支出占据总支出50%以上，则享受15年的相应
优惠。 本次“专利盒”式的SCII激励政策是北美地区首创。

与此同时，萨省还提供制造税税率降至9.5%、科研以及制造和加工业投资税
收抵免等优惠。 在此基础上，萨省还引入两项新的制造和加工出口税收激励
方案，如果企业在2015至2019年间，每聘请一位全职雇员，政府将会向合格
企业提供不可退还的税务抵免。



5 9

联络我们
i.   全名: William Wang
ii.  中文名: 王学玮
iii. 职位: 大中华地区总监
iv. 公司: 萨斯喀彻温省政府经济部
v.  邮箱: William.wang@gov.sk.ca
vi. 电话: 306-798-1276
     手机(中国): 150-100-57678

项目介绍
-- 

相关优惠政策
--

主要投资载体
绿地投资

投资范围
--

股份范围
--

适合投资者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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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Innovation PEI
爱德华王子岛生物企业加速器

所在省市
爱德华王子岛省，夏洛特敦市

网址
InvestPEI.com

简介 
爱德华王子岛(简称PEI)是人与动物自然健康产品的生产研发、测试、商业化
的领导者。 对于想进入北美市场的中国天然保健品及传统中医药产品，爱德
华王子岛的经济发展伙伴会为之提供资金支持及对加拿大卫生部 (Health 
Canada)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United States Food and Drug Adminis-
tration) 许可申请的相关指导。 该项目旨在寻求投资者、自然健康公司和研
究伙伴合作开发爱德华王子岛生物企业加速器 (PEI Bio-Accelerator)。 这
个4亿加元投资的爱德华王子岛生物企业加速器是专门为中国投资者及中
国自然健康企业而设立的新项目。 中国自然健康企业及投资者可以在该加
速器内进行产品研发，从海洋资源中利用生物活性提取技术提取研发新型化
合物，与北美领先的天然保健产品研发人员一起进行科技研究及产品研发工
作。 并且，在这个最先进的生物科学商业加速器中获得人体健康产品的监管
批准。 爱德华王子岛生物企业加速器将全力支持中国天然保健品公司进入
北美市场。 同时，中国天然保健品公司也可以根据北美监管制度而开发面向
亚洲市场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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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我们
i.   全名: Brad Mix
ii.  职位: 高级总监
iii. 公司: Innovation PEI / InvestPEI
iv. 邮箱: bdmix@gov.pe.ca
v.  电话: 902-368-5957
    

项目介绍
-- 

相关优惠政策
• 土地成本低
• 可享受10年的公司所得税退税
• 劳动力雇佣补偿
• 为加拿大卫生部 (Health Canada) 和FDA产品批准提供资金和支持

主要投资载体
绿地投资

投资范围
$2000万 - $4000万加元

股份范围
50% - 100%

适合投资者类型
唯一拥有人， 战略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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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投资机会

魁北克省



6 6

一个实现繁荣的框架

• 3个政策导向：

-   以一种负责的方式发展魁北克北方的多样化经济

-   支持社区发展，以帮助社区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和改善生活条件

- 到2035年，北方计划所覆盖区域的50%将用于非工业、环境保护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用途

• 成功的因素：

-  发展和完善公路、铁路、航路和海路的交通体系

- 获取清洁廉价的能源

-   完善通信基础设施

北方计划公司，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

-   向有意在魁北克北方地区经商的机构提供长期的政策环境和保密的支持服务 

-   同当地的合格供应商保持联系

魁北克

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

魁北克的北
方计划

一个可持续的长期
战略

• 魁北克北纬49度以北的地区面积为120万平方公
里，占魁北克总面积的72%, 相当于10个山东省

• 到2035年，公共和私人投资总额将超过500亿加元

• 该项目按计划协调推进，注重社会可接受
性、伙伴合作关系、私人投资和社区发展

• 治理结构注重政府、地区、原住民和私营部门之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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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 3 policy directions :
-   Develop the diversified economic potential of northern Québec in a responsible way
-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ies to help them achieve their full potential and improve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 Implement mechanisms to dedicate 50 % of the area covered by the Plan Nord to non-industrial 

purpos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by 2035

• Factors for success :
-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road, rail, air and maritime links
- Facilitating access to clean, economical energy
- Improving 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Société du Plan Nord, a key partner:
-   Long-term strategic and confidential support to organizations willing to do business in the North
-   Access to local qualified suppliers

QUÉBEC

UNITED STATES

CANADA

MEXICO

QUÉBEC’S
PLAN NORD

A long-term and 
sustainable strategy 

• A total area of 1.2 million km2 north of the 49th 

parallel, covering 72% of Québec territory, more 
than 10 times the Shandong Province

• Overall public and private investments exceeding
50 billion dollars by 2035

• A planned, coordinated project based on social
acceptability, partnerships, private investment
and support for communities

• Governance structure focused on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regions, Aboriginal nation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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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Dundee 360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Clearpoint度假区 - 察夫塔特 (Cavtat)

所在省市
克罗地亚， 察夫塔特

网址
Dundee360.com

简介 
Dundee 360房地产公司与其本地合作伙伴很高兴推出Clearpoint度假区开
发项目。 该项目坐落在克罗地亚察夫塔特（达尔马提亚南海岸）美丽的海湾
地区，距离杜布罗夫尼克 (Dubrovnik) 16公里，是具有标志性的总体规划的
精品海边度假区和住宅开发项目，将包括一个总体规划的五星度假酒店、住
宅与码头开发和一个分阶段住宅开发。 整个度假区总体将达到314间住房的
规模，在未来4年半出售。 该项目可分成两个单独和互补的开发项目，有着不
同的风险回报比，可同时开发或按阶段开发。核心项目是以收益型资产为主
的海滨开发，可按收益来进行出售或长期持有获取收益和资本升值。此外，
还有互补性的供出售的住宅项目，其投资回报率取决于销售情况。 整个度假
区占地10万平方米，拥有6万8千平方米的海滨码头区域，是克罗地亚历史名
城察夫塔特最美丽的海湾之一。 察夫塔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000年前
伊利亚人和希腊商人建城时期。察夫塔特属于杜布罗夫尼克 - 里维埃拉地区
的一部分，以其美丽的马蹄形海湾和海滩而受到游客青睐，是克罗地亚最南
端海岸的旅游中心。 察夫塔特位于杜布罗夫尼克东南20公里外，临近交通
干道 (M2, E65)，与周边城市通过轮船和公交线路紧密相连，并通过杜布罗
夫尼克国际机场与克罗地亚主要城市联通。 察夫塔特拥有一直延伸到Cape 
Prahivac的金色沙滩，郁郁葱葱的植被、典雅的宫殿和迷人的建筑，造就了这
里充满活力的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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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我们
i.   全名: Dian Luo
ii.  职位: 法律与商业事务总监
iii. 公司: Dundee 360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iv.  邮箱: dluo@dundee360.com
v.   电话: 855-887-6452 Ext 523

项目介绍
Dundee360与其本地合作伙伴拥有大部分的项目土地（无债务和留置权），
并在原则上达成了一致从其他项目土地所有人手中购买剩余土地。 推进项
目的接下来一个阶段包括开始与每一位剩余土地所有人签订购买协议，并对
开发计划做进一步完善，推进建筑设计，确保融资完成后开发工作能够马上
进行。 Dundee360寻求投资人购买项目86%的股权，以推动项目下一个阶段
开发。 Dundee360以获取所有所需本地资源，以实现项目开发。 

项目价值与回报: 总体项目汇报情况如下: 分成核心项目和住宅项目。 预计
净收益: (1) 总收益 2亿7950万欧元、核心项目收益1亿7880亿欧元、住宅项
目1亿70万欧元； 预计成本: 总成本1亿6200亿、核心项目成本9700万、住宅
项目成本6500万；EBITDA: 总1亿1740万、核心8170万、住宅3570万； 预计债
务融资成本和税务 (2): 总1930万、核心1460万、住宅470万； 预计减去融资
成本和税后的利润: 总9800万、核心6710万、住宅3090万  注释: 1)净收益包
括直接运营开支。 2)根据最新法律规定，大型开发项目享有十年免税期。 3)
以上财务预计数字假定核心项目资产在五年运营后完成出售。

相关优惠政策
--

主要投资载体
绿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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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范围
待定

股份范围
待定 - 100%

适合投资者类型
唯一拥有人、 战略合作伙伴、 隐名合伙人

项目点评
Dundee360作为一家拥有丰富经验的房地产公司，为高端混合用途、休闲和
住宅房地产资产提供项目开发、广告、销售和行政管理等综合管理服务。 通
过利用高质量的房地产专业技能和市场领先的品牌（苏富比国际房地产公
司），我们能够制定并实施最佳方案，释放高端房地产项目的最大潜能。 在
房地产开发过程中，Dundee360是业主利益的促进者，是项目成功的保障。 
Dundee360的管理团队将房地产开发的科学与艺术相结合，利用最先进的
产业商业实践和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通过对规划、设计、销售和交付整个流
程的战略协调，我们能够确保满足成本、时间、质量和客户满意等所有方面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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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Investissement Québec
魁北克政府投资署 

所在省市
魁北克省

网址
InvestQuebec.com

简介与项目介绍
魁北克 (Québec) 具备可负担得起的劳动力成本、全世界最低的能源价格、
价格合理的租金，以及北美最有竞争力的税率: 魁北克拥有一切企业立足于
世界舞台所需的竞争优势。  

选择魁北克的理由： 
• 创新和创意  
• 人才济济的劳动力市场  
• 极具竞争力的运营成本  
• 税收优惠 
• 有利的研发条件 
• 稳定而充满活力的营商环境  
• 价格相宜、可靠及清洁的能源  
• 邻近北美主要经济中心    

电动汽车产业: 魁北克拥有兼具传统和先进的地面运输行业，涵盖从乘用
车、特种车辆、休闲车到轨道机车等广泛的领域。  

• 魁北克拥有世界领先的跨国企业，如庞巴迪运输 (Bombardier  
Transportation)、庞巴迪动力产品 (BRP)、帕卡公司 (Paccar) 和沃尔沃 
(Volvo)。 
• 约有900家公司和36,000多名员工，地面交通是魁北克经济的支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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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魁北克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支持地面运输行业前瞻性研究：
轻型车辆用轻金属、复合材料、电池和新推进系统。 先进运输中心 
(CNTA) 与魁北克先进交通研究所 (ITAQ) 合并为创新交通工具研究所 
(IVI, Institut du Véhicule Innovant) ，以及魁北克水电研究院 (IREQ) 均
是魁北克研究中心的卓越代表。  
• 魁北克拥有强大的水力发电网络，是开展研究和地面交通电气化测试
的理想场所。  
• 水电占魁北克能源供应的99%，电价极具竞争力，电力成本平均比七大
工业国低43.1%。    

生命科学产业: 魁北克是北美十大生命科学中心之一，拥有世界级的基础设
施，可以为跨国公司提供从基础研究、临床试验、工业制造、直至市场营销的
全方位服务。 毕马威2016年跨国公司选址成本对比研究显示，魁北克的临
床试验、医药制造和生物医学研发领域的运营成本分别比美国平均水平低 
34%、12%和31%。

• 众多世界顶级制药公司选择在魁北克设立业务，包括加拿大总部和大
型制造设施。  
• 在工业化国家的主要城市中，蒙特利尔拥有生命科学行业中最低的运
营成本。  
• 近一半的加拿大生物制药公司和大部分基础和临床研究活动集中在蒙
特利尔地区。 
• 许多大牌产品是在魁北克开发的，如Singulair，FluLval MD Vaccine和
3TC。 
• 魁北克生命科学产业拥有大约25,400名经验丰富的从业人员，以及超
过10,000名公共科研领域研究人员。    

数字多媒体及娱乐产业: 魁北克一直是世界上开发电子游戏，互动内容，特
效和电影动画的最佳地区之一。 在此诞生了如Softimage和Discreet Logic
等先驱者以及Behaviour Interactive, Frima Studio和 Sarbakan等多家公
司。 技术社区魁北克的数字娱乐产业由230多家公司组成，专门从事游戏开
发、出版、生产服务、软件和中间件。 这些公司雇用了大约10,000人，并产生
了许多间接工作岗位。 过去三年中，Framestore、Moving Picture Company、
法国BUF以及Cinesite等外国企业纷纷注资到来，这使得Digital  
Dimension，Vision Globale，Hybride，Mokko和RodéoFX等本地企业得以扩
大规模。 毕马威2016年跨国公司选址成本对比研究显示，魁北克电子游戏行
业的运营成本平均比美国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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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政府投资署 (Investissement Québec) 身兼经济发展机构和融资公
司两个角色，是寻求业务拓展的企业绝佳的商业合作伙伴。 它为希望在 魁
北克开展运营的国际企业提供了机遇，并帮助已设立的子公司启动新项目。 
魁北克政府投资署对魁北克营商环境有独到的专业知识，可协助国际企业在
本省扩大发展规模，并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 魁北克政府投资署实地考察，帮助企业寻找到切合具体需求的战略地
点；  
• 具吸引力的税收优惠和融资方案，包括贷款、贷款担保及股权投资；  
• 与当地合作伙伴和政府机构的战略联盟；  
• 为落户魁北克的外国子公司提供持续关注和建议。  

联络我们
i.  全名: 蒋海青
ii. 职位: 驻中国代表
iii. 公司: 魁北克政府投资署
iv. 邮箱: haiqing.jiang@invest-quebec.com
v. 电话: (86-10)-5139-4000

相关优惠政策
--

主要投资载体
绿地投资

投资范围
--

股份范围
--

适合投资者类型
战略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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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Montréal International
研究发展中心

所在省市
魁北克省，大蒙特利尔区

简介
蒙特利尔是加拿大第一个享有科研经费的大学科研基地。 2016年，蒙特利尔
高等院校的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内的研究院，获得了超过2亿美元的联
邦研究基金。 在人工智能方面，2016年加拿大第一卓越研究基金的绝大部分
都拨给了蒙特利尔，其中9,350万美元将用于研究人工智能和数据价值开发
研究所 (IVADO)。 IVADO是学术界与行业间紧密合作的机构，共同从事包括
商业智能、运筹学和人工智能这三个主要领域的互动研究。 凭借卓越的研究
能力、对研发的鼓励机制、和创新机构的集中，使得蒙特利尔在生命科学领
域内的公司云集，企业间互动非常频繁。 该地区不仅人才济济，运营成本也
相当有竞争力（在北美20个大都市区中最低），更有慷慨的政府奖励。 以生
命科学和医疗技术领域里的就业密度来衡量，大蒙特利尔地区在整个北美
的20大都市区中排名第七。 总部在大蒙特利尔地区的魁北克水电局研究所 
(IREQ) 在过去40年来不断投资研发，现已拥有超过1100项专利和100多个特
许证，在锂和锂离子电池材料领域里与国外合作伙伴共同达到了全球领先的
水平。 为保证大规模、高品质的生产，魁北克水电局 (Hydro-Québec) 授权
多个合作伙伴负责制造IREQ开发出来的尖端材料。

联络我们
i. 全名: 余跃 
ii. 职位: 亚洲商务发展总监
iii. 公司: Montréal International
iv. 邮箱: claire.yu@mtlintl.com
v. 电话: 514-987-9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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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在研发方面有着广泛的投资机会。 潜在投资者可以创建绿地研发中心或公
司，或与蒙特利尔现有的研发机构和产业合作。 越来越多的公司投资蒙特利
尔的人工智能行业。魁北克水电局 (Hydro-Québec) 也有兴趣寻找研发方面
的合作。 一些国际大公司，如通用电气、 ABB/通贝公司、 西门子、 施耐德电
气已经在蒙特利尔展开了大规模的业务，参与了加拿大境内外众多能源基
础设施项目。 在生命科学领域，企业可与魁北克医疗技术研究和创新联盟 
(MEDTEQ) 共同研发。 MEDTEQ的使命是以加快创新技术的开发来改善患者
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MEDTEQ通过与企业、学术与医疗人员的互补合作，来
支持创新技术在医疗保健系统内的应用和整合，以提高其在本地和全球范围
内的影响力。

相关优惠政策
--

主要投资载体
绿地投资

投资范围
$200万加元 – 待定

股份范围
--

适合投资者类型
唯一拥有人、战略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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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Montréal International
创意产业

所在省市
魁北克省，大蒙特利尔区

简介 
蒙特利尔是视频游戏产业的动力工厂，拥有90,000个IT职位，120多家游戏工
作室以及10,000多家视频游戏开发企业。 近年来，蒙特利尔还在视觉特效和
动画方面异军突起，吸引了3,000多名高超的艺术设计师，其作品已登上好莱
坞的电影和动画舞台。 蒙特利尔因其战略位置的重要而逐步成为IT研发和服
务的全球中心。 蒙特利尔不仅人才济济、更为软件开发、视频游戏开发、多媒
体及电影制作等多项产业提供慷慨的研发奖励政策。在北美最大的20个大都
市中，蒙特利尔在信息通信技术方面的运营成本最低。 蒙特利尔不仅可以成
为企业在北美扩张的基地，还可作为一个近岸中心来为加拿大和美国的客户
服务，例如，魁北克的视觉特效产业从2009年的4100万一跃发展到2016年的
2.16亿。

联络我们
i.   全名: 余跃
ii.  职位: 亚洲商务发展总监
iii. 公司: Montréal International
iv. 邮箱: claire.yu@mtlintl.com
v.  电话: 514-987-9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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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该领域拥有广泛的投资机会。财务激励措施涵盖多个子行业，包括:视频游
戏、特效、动画、软件开发、研发、多媒体及电影制作。

相关优惠政策
--

主要投资载体
绿地投资

投资范围
$200万加元 – 待定

股份范围
--

适合投资者类型
唯一拥有人、战略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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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Montréal International
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

所在省市
魁北克省， 大蒙特利尔区

简介
随着大数据的发展和云处理服务范围的不断扩大，选择在蒙特利
尔建立数据中心的公司可享受众多优势。 蒙特利尔是北美数据中
心的战略要地（北半球气候凉爽、自然灾害风险低、且处于北美和
欧洲之间的光纤通道上），还拥有先进和高度可靠的电信网络，以
及清洁和稳定的能源输送基础设施。蒙特利尔还得益于拥有众多
人工智能领域内的人才，相关企业已获得多个跨国公司的巨额投
资。 蒙特利尔是一个创新中心，大力提倡高等院校、研究中心、创新
产业群以及艺术文化领域之间的频繁互动。 蒙特利尔拥有稳定的
就业市场、掌握双语的合格劳动力资源和富有竞争力的薪酬。 包括
电费在内的其它运营成本，在北美也最具竞争力。政府还有针对性
地对企业颁发慷慨的奖励，对项目发展大有助益。

联络我们
i.   全名: 余跃
ii.  职位: 亚洲商务发展总监
iii. 公司: Montréal International
iv. 邮箱: claire.yu@mtlintl.com
v.  电话: 514-987-9359

项目介绍
大蒙特利尔地区是建立绿地数据中心的绝佳地点。项目也可与当
地公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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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优惠政策
--

主要投资载体
绿地投资

投资范围
$200万加元 – 待定

股份范围
--

适合投资者类型
唯一拥有人、战略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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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Head Office 
Ontario Chapter 

1501 - 330 Bay Street 
Toronto, Ontario  M5H 2S8 

Canada
416-954-3800

British Columbia Chapter
300 - 1055 West Hastings Street

Vancouver, BC  V6E 2E9 
Canada

604-681-8838

Prairies Chapter 
#300, 404 - 6 Avenue, SW 
Calgary, Alberta, T2P 0R9 

Canada 
403-910-2320

Quebec Chapter 
759 Square Victoria, RC4

Montreal, Quebec  H2Y 2K3
Canada

514-842-7837

Beijing Chapter
Suite 11A16, Tower A, Hanwei Plaza, No. 7 Guanghua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04 
P.R. China 

(86-10) 8526-1820/21/22

Shanghai Chapter
Suite 10A43, 10/F Shanghai Mart, No. 2299 Yan’an Road (W)

Shanghai 200336
P.R. China

(86-21) 6236-6370/71/72

www.CC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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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onto 
Montré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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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couver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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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b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