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特的国际关系 

魁北克在宪法赋予的领域中拥有自主权，魁北克的国际行动是其在加拿大联
邦的权利的延伸。因此，在经济发展、文化、卫生、教育、农业、环境、自
然资源和移民领域，魁北克直接向全球展现其特殊的社会选择。至今魁北克

已经与外国政府签署了700多项国际协议。

在中国

3 0 多年 
的友好 

关系



魁北克与山东省的友好关系
魁北克与山东省，同作为合作伙伴地区政府

首脑会议的成员，自2002年起就开始发展在

不同领域的紧密合作关系，其中主要包括经

济贸易、科学技术、教育培训和旅游。 

在2008年，两省又签署了多领域合作协议

书，进一步深化了双方的合作关系。 魁北

克与山东开展了二十多个合作项目，主要涉

及学术研究、医学研究、博物馆学和职业技

术培训领域。

魁北克与上海市的友好关系
魁北克与上海市多年来在经贸、教育、科技

和文化领域开展广泛合作。2011年，魁北克

与上海市正式签署了多领域合作协书。 

2015年是上海市与蒙特利尔市庆祝缔结友好

城市三十周年。两市的姐妹城市关系也为魁

北克与上海的友好关系锦上添花。在蒙特利

尔植物园内建造的中国园，开启了两地的友

好交流。

1980 年魁北克政府与中国
政府在教育和高等教育领
域签署的第一份协议
魁北克与中国在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间

的关系向来紧密。1980年，魁北克政府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签署了教育与

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协议，奠定了中魁

关系的真正基石。随后该协议经过多次

续签，更见证了中魁双方在教育领域的

合作活力。

蒙特利尔与北京直航
自2015年9月起，游客与商务人士可实

现中国首都与魁北克省大都会间的无中

转旅程。魁北克与中国之间首次直飞航

线的连通，意味着将推动双方友好交流

和经贸关系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魁北克与中国：三十多年的稳固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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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素日益融入魁北克 
自中国于2011年在蒙特利尔开设总领事馆

以来，在魁北克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

元素。

众多中国企业借此热潮在魁北克省发展它

们的业务。目前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

已在魁北克开设了自己的分行，一些信息

与通讯技术的中国企业也纷纷在此设立分

部。魁北克省共有十余万华人。

欢迎投资魁北克
对于想进入北美市场，或想获得全球最 

丰富、最多样化自然资源的中国企业来

说，魁北克拥有诸多工业、地理和竞争 

力优势。

魁北克政府投资署将金融机构与经济发展

机构双方优势合并，为希望在魁北克落户

的外国企业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同时，魁北克政府投资署也通过北京办 

事处，为希望在北美开发项目的中国企 

业提供信息与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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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位于欧洲与北美间的战略位置，拥有
受过良好教育、高素质、多语言能力和有创
意的人力资源，是中国理想的合作伙伴。

Jean-François Lépine  (雷平江) 
魁北克政府驻中国办事处主任



航空航天
蒙特利尔，和美国的西雅图、法国的图卢兹

一样，并称世界三大航空工业之都。 

魁北克航空航天产业发展背后的推动力量，

来自四大原始设备制造商，即：庞巴迪公

司，贝尔直升机公司、加拿大普惠公司和 CAE 

公司。专业航空技术培训机构形成网络，培

养了一支训练有素、数量充足的从业大军， 

成为该行业的坚实基础。 此外，加拿大航空

领域研发活动70%以上是在大蒙特利尔地区

进行的。  

进入中国市场50多年以来，庞巴迪公司在这

里员工人数目前超过4000人。中小企业同样

非常重视中国市场，魁北克和中国两地航空

界之间的合作持续增加并呈多样化发展。 

娱乐产业
魁北克是技术、新媒体和艺术的聚集地，  

毫无疑问， 创意是它的最大优势之一。魁北

克视频游戏和3D动漫开发业世界排名第三，

仅在加利福尼亚和日本之后。Square Enix， 

Ubisoft，Electronic Arts, Softimage, Warner, 

Enzyme 和Audiokinetic等公司都落户在魁 

北克。

电影、特效、多媒体、虚拟现实以及演艺制

作等已成为魁北克和中国之间具有广阔合作

前景的新领域。  

绿色建筑
魁北克建筑材料制造企业善于开发高效节

能、低碳排放的可持续产品，发展出公认

的专业技能。

这是由于魁北克具有特定的气候条件和大

量可再生的自然资源。

该领域也有赖于高水平高质量的从业人员

和实力出众的研究中心。

魁北克与中国的机构，在能源效率和多层

木结构建筑方面，正进行着合作研究和开

发项目。魁北克企业也已积极参与了中国

的城市开发项目。

环境技术和服务
魁北克可再生淡水资源占全球储量的百分

之三， 其饮用水质量标准属世界最为严

格之列。魁北克调动绿色经济产业各方面

力量，大力推动清洁技术企业的发展和相

关技术的应用，尤其是在水务和固废处理

领域。这一“朝阳产业”同样蕴藏着魁北

克和中国之间切实合作的机遇。

魁北克在中国的卓越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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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
魁北克是生命科学与健康技术领域的重要中

心。其创新“生态系统”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创新的开放研究，企业“加速器”等）。 

高质量的从业人员运用先进的生产方式， 

提供严格的质量保证。

魁北克在医疗专业技能方面的众多领域成绩不

俗，譬如X线摄影成像、运动医学、植入物和生

物材料、体外诊断。

魁北克在建筑产品、特种设计、康复训练、 

培训服务方面的专业技能，能够满足中国在老

龄护理与残疾护理方面不断增长的需求。

信息与通信技术
极其多样化的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在魁北克

的生产总值和劳动就业中占据重要的比例。 

将近90%的信息与通信技术产品销往省外。

尤其是电信、微电子、仪器设备的各个分支领

域，魁北克云集了众多跨国企业子公司

（IBM、CGI、爱立信、SAP、富士通等）以及

充满活力的本地中小企业。许多跨国企业是被

魁北克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稳定性、被公私

企业间创新合作的“生态系统”所吸引。

正因如此，中国与魁北克在绿色信息通信技术

方面的合作，已成为双方合作最具前景的领域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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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16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领土、肥沃的土壤、

广袤的森林、特殊的海洋环境、丰富的自

然资源与温带气候，得益于魁北克的环

境，现代、繁荣的生物食品工业在此蓬勃

发展。食品工业是魁北克省制造业最重要

的分支。

众多大型跨国企业在魁北克设立了子公

司，如：达能、Bonduelle、百乐嘉利宝 、

卡夫、帕玛拉特。

魁北克被公认为是优质产品的提供者， 

其品质更贴近欧洲而非北美。魁北克产品

优秀的可追溯性也是对中国消费者的可靠

保证。



魁北克的发展重点

北方计划
北方计划是个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它将被运用在魁北克北方的整个领土 

（占地120万平方公里——或相当于中 

国领土的八分之一）。

北方计划在许多领域（采矿、能源、 

建筑、物流、交通、生物食品、旅游） 

为企业和投资商提供众多商机。

北方计划协调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各 

个方面，是负责并可持续的北方发展的 

标杆。

交通电气化
魁北克水力发电量在世界上排名第四。

魁北克发电量的99.5%来自可再生能源 

（水力、风力和生物质）。

魁北克是北美地区电力和汽油差价最具有

竞争力的地区之一，这是推动电动汽车发

展的一个有利因素。

魁北克拥有生产电池所需要用的原材料， 

如锂、石墨、 钴等稀有资源，并以在发

电、电力输配及相关技术开发领域内的专

业技能而著称于世。

海洋战略
海洋战略是一个旨在充分开发圣劳伦斯河

航道潜力的项目，该航道是连通欧洲和北

美腹地的战略性枢纽。 

《加拿大和欧盟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

(AECG)》 的签署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ALENA)》联动，使魁北克成为一个能通

向四亿七千五百万消费者市场的门户。

魁北克为个人投资提供优越的经商环境。

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
魁北克是一个在应对气候变化斗争中的领

导者，并且是加拿大各省中温室气体排放

量最低的。

2015年，在巴黎气候大会后，魁北克承

诺，到203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

低1990年水平的37.5%。

2014年魁北克省与加利福尼亚州对接了温

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与排放权互换的体

制， 建立了北美最大的碳市场。

© 冰山 © TQ: Jean-François Bergeron ——魁北克港



北美洲的独特文化

杂技
蒙特利尔被誉为世界杂技之都，著名的太阳

马戏团（Cirque du Soleil）、爱卢瓦兹杂技

团（Cirque Eloize）、七手指杂技团 

（Les 7 doigts de la main）汇聚于此。太阳

马戏团诞生于魁北克，剧团的精彩表演打动

了无数孩子和成人。近年来，魁北克又涌现

出一些新兴的杂技剧团，比如杂技机器剧团

（Machine de cirque）、阿尔芬斯杂技团

（Cirque Alfonse）、福利普制造杂技团

（Flip FabriQue），他们在各大洲吸引了大

批新观众。三十多年来，大胆创新的魁北克

艺术作品，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得到了

世界观众还有中国观众的赞许。

古典音乐
在古典音乐领域，蒙特利尔交响乐团

（l’Orchestre symphonique de Montréal）、

国王的小提琴弦乐团（les Violons du Roy）、

指挥大师亚尼克·内泽-塞甘（Yannick 

Nézet-Séguin）、钢琴家马克-安德雷· 

阿姆兰（Marc-André Hamelin），活跃在

众多的世界一流音乐厅。2014年，蒙特利尔

交响乐团成功完成了首次中国巡演。

舞蹈
魁北克的导演、编舞和舞蹈家以新颖的创

作广受赞誉。许多才华卓越的编舞，如艾

德华·洛克（Édouard Lock）、玛利· 

舒雅尔（Marie Chouinard）、戴夫·

圣-皮艾尔（Dave Saint-Pierre），在中国

发展了多项合作伙伴关系。加拿大大芭蕾

舞团（Les Grands Ballets Canadiens）、

蒙特利尔爵士芭蕾舞团（Les Ballets Jazz  

de Montréal），都在中国进行过巡演。

电影
多年来，魁北克电影在世界影坛享誉盛

名。丹尼斯·阿康德（Denys Arcand） 

执导的影片«野蛮人的入侵»、弗雷德里

克·贝克（Frédéric Back）执导的动画电

影 «种树的牧羊人»，均获得了奥斯卡

奖。魁北克的电影人，如扎维耶·多兰

（Xavier Dolan），让-马克·瓦雷

（Jean-Marc Vallée），菲利普·法拉迪

约 （Philippe Falardeau）、丹尼斯·维

伦纽瓦（Denis Villeneuve）相继在戛纳、

柏林、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和好莱坞影坛展

露头角。此外，一些魁北克电影也在中国

的电影院上映，如第十大道电影制作公司

的动画片«圣维克多镇的公鸡»，肯·斯科

特执导的喜剧片«星爸客»。

魁北克的艺术，时而敏感细腻，时而幽默诙谐、 
亲切动人、令人开怀，但是永远创意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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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对中国有诸多裨益。两地经济在多个领域优势互补， 
双方开展了广泛的合作。

最近十年以来，魁北克和中国的交流稳步发展。魁北克市场和
中国市场相互为双方提供了大量的商机，在经贸、文化、 
科技、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蕴藏了众多有价值的合作机
会。中国是魁北克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魁北克在全
球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2015年9月，蒙特利尔和北京之间开辟了直飞航线，每周有三
个往返航班。这是魁北克和中国之间的首条直飞航线，将进一
步推动我们的双边交流，尤其是在经贸和旅游领域的交流。

魁北克和中国之间的友谊已经历了30多年，正是在这种充满活
力的背景下，我期望能努力推进我们的友好关系。 

Jean-François Lépine (雷平江) 
魁北克政府驻中国办事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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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15
-1

1-
0

6
©

 T
Q

: J
e

a
n

-G
u

y 
La

vo
ie

 —
—
芳
堤
娜
城
堡
，
魁
北
克
市

魁北克 
与中国 

加拿大大使馆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 
东直门外大街19号 
100600

电话:  10 5139 4000 
传真:  10 5139 4445

qc.beijing@mri.gouv.qc.ca

加拿大驻沪总领事馆 
中国上海市南京西路 
1788号8楼 
200040

电话:  021 3279 2800 
传真:  021 3279 2801

qc.shanghai@mri.gouv.qc.ca

魁北克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魁北克政府驻上海办事处

1998年和1999年先后开设了魁北克驻京办事处和驻沪办事处。
它们肩负着全面推广魁北克，协调魁北克与中国各级机构、 
经济、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化关系的任务。敬请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