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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 (Québec) 劳动力成本低，能源价
格位列世界最低水平，租金合理，税率

优惠，可为各类公司提供在世界舞台上

争取竞争优势所需的一切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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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和创造力

 人才济济 

 有竞争力的运营成本

 具吸引力的税收优惠

 蓬勃发展的研发产业

 稳定而充满活力的商业环境

 经济实惠的可靠清洁能源

 毗邻北美主要经济中心

选择魁北克 
(QUÉBEC)  
的理由



魁北克人极富创造力，但让创造力带

来经济回报的是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精

锐胆识。 

创新和创造
力深入魁北
克人的骨血 

魁北克 (QUÉBEC) 的劳动力市场可直接
反映其创新和创造力。

的加拿大产业研发支出分布在魁北克 
(Québec)。

的加拿大产业研发职位设于魁北克 
(Québec)。

26%
29%



得益于教育的大力投入，魁北

克 (QUÉBEC) 的入学率和毕业率
在 OECD 国家中名列前茅。

培训到位
的技能型
劳动力 蒙特利尔 (Montréal) 每年培养逾 50,000 名大学

毕业生，人数超过加拿大其他任何城市。

魁北克 (Québec) 的劳动力技能水平高居世界前
列，还有大量的大专院校毕业生。 

麦吉尔大学，魁北克蒙特利尔 (Montréal, Québec)

50,000



49%
魁北克 (Québec) 的电力成本平均比 G7 国家低 
49%，比美国低 36.2%。

51.3%
魁北克 (Québec) 的写字楼租金平均比 G7 国
家低 51.3%，比美国低 46.9%。

魁北克 (Québec) 会返
还生产资料销售税。

魁北克 (Québec) 的投资税低
于 G7 和 OECD 国家的平均税
率。 

有竞争力的运营成本， 
具吸引力的税收优惠 



魁北克 (Québec) 2019 年的企业税率为  
26.6%，对于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 
而言，堪称是最具竞争力的税率之一。

26.6%

为了鼓励制造业投资，魁北克 (Québec) 制定了
投资税抵免政策，抵免额度可高达新购制造及加

工设备成本的 45%。

45%

魁北克 (Québec) 的劳动力成本平均比美国低 
34%，比 G7 国家低 15.7%。

34%
来源：毕马威《竞争力报告》，20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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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惠的可 
靠清洁能源

在魁北克 (Québec) 生产的所有能源中，99% 以
上都是可再生能源，几乎全部来自水力发电。这

种高比例清洁平价能源是魁北克 (Québec) 的一个
标志，使其在北美市场具有当之无愧的优势。

99%



魁北克马尼夸根丹尼尔-约翰逊大坝（马尼克 5 级大坝） 
(The Daniel-Johnson dam (Manic-5), Manicouagan, Québec)

70 倍
魁北克 (Québec) 水力发电排放的温室气体比煤炭
少 70 倍，比天然气少 50 倍。这是唯一可持续供
应的低排放型可再生能源。



自由贸易
捍卫者

魁北克 (Québec) 向全球开放，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  
成员之一，拥有畅通的贸易渠道。以下是几项可消

除关税壁垒的贸易协定：

魁北克蒙特利尔 (Montréal, Québec)



CETA 

美国 - 墨西哥 - 加拿大协定

全面经济贸易协定 
（加拿大与欧盟）

CUSMA 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综合进步协定（加

拿大、澳大利亚、文莱、智利、日

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

鲁、新加坡和越南）                     

魁北克蒙特利尔 (Montréal, Québec)



发达的交通
运输系统

魁北克 (Québec) 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现代且高
效，可便利通达将近 5 亿消费者的北美市场。

航空运输 
三个国际机场、82 个地区机场和 45 家航空公
司，每周往来大约 140 个国内外目的地。

海上运输
蒙特利尔港 (Port of Montréal) 全年 365 天无
休，是加拿大东部地区最大的集装箱码头之

一。该港口开通北美与欧洲之间最短的跨大西

洋航线，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内陆港之一。



© 蒙特利尔港 (Port of Montréal)

陆地运输 
魁北克 (Québec) 的公路系统速度快，效
率高，是通达四方的铁路交通系统的补

充，促进了整个北美地区的货物运输。 

交通电气化 
作为北美地区能源生产、运输和储存领

域的领先者，魁北克 (Québec) 坚定地
致力于交通电气化。包括沃尔沃、Lion 
Electric、Motrec 和 AddÉnergie 等在内
的数十家公司引领该领域的技术研发，

这些技术已经撼动整个交通运输业。

在北美，魁北克 (Québec) 拥有一项独特的优势：
丰富的文化多样性。除了官方语言法语外，该省

还有大约 80 种常用语言。此外，45% 的魁北克
人会说英、法两种语言。

蒙特利尔 (Montréal) 是一座首屈一指的国际大都
市，这里有 120 多个民族文化社区、60 多家国际
组织和近 32,000 名外国学生。

分享我们的文
化多样性



关于魁北克政府投资署 
(INVESTISSEMENT QUÉBEC)

魁北克政府投资署 (Investissement Québec) 是一家经济发展机构和金融公司，是公司寻求拓展时的
理想商业伙伴。我们向有意在魁北克 (Québec) 开展运营的公司敞开大门，帮助成立的子公司启动新
项目。 

经济发展机构

金融公司



经济发展机构

我们是业界
专家

  主动帮助公司找到最适合其需求
的战略场地

  具吸引力的税收优惠和金融解决
方案，包括贷款、贷款担保和股

权投资

  与当地合作伙伴和政府组织结成
战略联盟

  跟进回访设在魁北克 (QUÉBEC) 的外
国子公司并提供建议

我们对魁北克 (QUÉBEC) 商业环境
的深入了解，让我们拥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能够协助有意在

魁北克 (QUÉBEC) 拓展业务的跨国
公司，为他们提供全面服务。



魁北克省魁北克市 (Québec City, Québec)

联系我们

亚特兰大

404 584-5340

芝加哥

312 471-1127

洛杉矶 
310 209-3332

蒙特利尔 (Montréal)

514 873-4664
1 866 870-0437 

纽约 
212 843-0996

伦敦

+44 20 7766 5900 

慕尼黑

+49 (0)89 25 54 931 0

巴黎 
+33 (0)1 40 67 85 00

斯德哥尔摩

+46 8 453 30 00

北京

+86 10 5139 4264

孟买

+91 22 6749-4486

首尔

+82 2 3703 7712

东京

+81 3 5733-4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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