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拿大 2021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项目负责人：杜凌轩 lxdu@ccxi.com.cn 

项目组成员：王家璐 jlwang@ccxi.com.cn 

电话：(010)66428877 

传真：(010)66426100 

2021 年 8 月 31 日

 
             

 

 



 

 

 
www.ccxi.com.cn                                      2                             加拿大 2021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China Chengxin International Credit Rating Co.,Ltd. 

加拿大 – AAg
+/稳定 

 
评级观点：中诚信国际维持加拿大主权信用级别为 AAg

+,评级展望稳定。中诚信国际维持加拿大主权信用级别，主要基于以下

理由：中诚信国际认为，疫情冲击导致加拿大财政实力有所削弱，但加拿大经济结构多元、人均收入水平高且制度实力很强，

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强；同时宽松的货币环境、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国际净债权国地位支撑其较强的债务负担能力，能够支

持其当前信用级别。 

概况数据 

 2018 2019 2020 2021F 

实际 GDP 增长率（%） 2.4 1.9 -5.4 5.5 

通货膨胀率（CPI，%） 2.0 2.2 0.8 2.2 

一般政府财政余额/GDP

（%） 
-0.3 -0.3 -10.6 -9.4 

一般政府债务/GDP（%） 79.2 78.6 104.4 107.0 

一般政府利息支出/政府收入

（%） 
7.2 7.1 7.0 6.2 

（经常账户余额+净 FDI）

/GDP（%） 
-3.4 -3.9 -3.4 -3.8 

正  面 

 加拿大经济体量庞大且结构多元。作为世界前十大经济体和

主要发达工业化国家之一，加拿大经济体量庞大，2020 年 GDP

总量超过 1.64 万亿美元；人均收入为 4.33 万美元，处于世界前

列，对于外部冲击有较强的抵御能力。 

 加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国际净债权国地

位能够为加拿大的对外偿付提供保障。受益于加元的储备货币

地位、国际投资者更为多样化的投资偏好以及对加元资产需求

的稳定增长，加拿大外部融资渠道畅通；同时，加拿大净债权

国地位也为其偿付实力提供保障。 

 加拿大制度实力很强，政府效能较高且司法体制完善。加拿

大的体制框架完善，政府效能较高且政治稳定性很强，在腐败

控制和产权保护方面处于很高的水平。 

关  注 

 疫情冲击下，加拿大财政赤字及债务水平大幅抬升，导致加

拿大的财政实力有所削弱。2020 年，受加拿大经济萎缩影响，

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叠加大规模的救助计划导致政府支出明显

增加，2020 年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大幅攀升至 10.6%，预计

2021 年财政赤字率仍将达到 9%以上，债务水平将超过 107%，

对加拿大财政实力造成负面影响。 

 中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将影响加拿大经济的

增长潜力。随着加拿大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口增长对经

济的贡献持续下降。中长期仍需关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带来

的潜在劳动人口不足等结构性问题。 

评级展望 

 中诚信国际认为, 加拿大信用水平在未来 12~18个月内将保

持稳定。在加拿大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的背景下，疫情冲击导致

加拿大出现经济萎缩，且财政实力有所削弱。但加拿大经济结

构多元、人均收入水平高且制度完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较

强，同时宽松的货币环境、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国际净债权国

地位支撑着较强的债务负担能力，债务风险整体可控。 

 可能触发评级上调因素。若未来加拿大宏观经济稳定增长且

政府债务水平不断改善，并在长期内通过调整人口结构、降低

对美国贸易的依赖、提高政府效率等措施改善加拿大经济增长

前景，将有利于提升加拿大的主权信用水平。  

 可能触发评级下调因素。若疫情反复导致加拿大国内宏观经

济前景、金融市场条件恶化，经济再次陷入衰退，财政实力持

续恶化导致债务不可持续，中诚信国际将考虑下调其主权信用

评级。 

评级历史关键信息 

加拿大 

主体评级 评级时间 

AAg
+ /稳定 2020/09/08 

AAAg /稳定 2019/07/26 

AAAg /稳定 2012/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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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表 

2020 年部分国家指标 

国家 级别 

名义 GDP（万

亿美元） 

人均 GDP（万

美元） 

实际 GDP 增

长率（%） 

一般政府财政余

额/GDP（%） 

一般政府债务

/GDP（%） 

（经常账户余

额+净 FDI）

/GDP（%） 

加拿大 AAg 
+ 1.64 4.33 -5.4 -10.6 104.4 -3.4 

澳大利亚 AAg 
+ 1.36 5.27 -2.5 -7.3 51.0 5.1 

荷兰 AAg
+ 0.91 5.23 -3.7 -4.3 54.5 12.3 

美国 AAAg 20.94 6.34 -3.5 -16.8 115.1 -2.8 

  

评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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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评级观点 

基础实力 

经济实力 

加拿大经济实力很强，但近年来经济增长进入放缓

通道，2020 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加拿大经济出

现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收缩。2020 年下半年以来，

在消费和投资的拉动下，加拿大经济逐步反弹，

2021 年有望反弹 4%以上 

加拿大是世界前十大经济体，2020 年 GDP总量

超过 1.64 万亿美元，且加拿大人均收入水平高，

2020 年为 4.33 万美元，处于世界前列。自 2018 年

以来，受到私人消费增长乏力、能源领域投资减弱

以及美国经济放缓的影响，加拿大经济增速明显回

落，2018年和 2019年经济增速分别为 2.4%和 1.9%。

加拿大经济在疫情前已进入放缓通道，疫情及油价

下跌加剧了加拿大经济下行趋势，2020 年加拿大经

济萎缩 5.4%。从需求来看，2020年加拿大私人消费

同比下降 6.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3.4 个百

分点，是导致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私人非住宅投

资大幅萎缩 11.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1.3 个

百分点。政府支出及投资小幅下滑 0.3%，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度为-0.1 个百分点。此外，疫情下库存投

资下滑导致库存对 GDP 的贡献度为-1.6个百分点。

而受益于宽松的政策环境，房地产市场保持增长，

居民住宅投资对经济贡献度为 0.3 个百分点。净出

口方面，美国经济萎缩使得加拿大经济面临的外部

环境恶化，2020年加拿大出口下滑 9.8%；但由于内

需疲软导致加拿大进口同比下降 11.3%，全年净出

口对经济拉动作用为 0.7个百分点。 

图 1：2017~2021 年加拿大 GDP 总量和增速（%） 

 
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 中诚信国际整理 

为应对疫情冲击，加拿大央行连续三次紧急降

息，将基准利率降低了 150 个基点至 0.25%，并宣

布了购买商业票据和政府证券的计划。随着经济逐

步复苏，加拿大央行将逐步缩减资产购买计划。

2020 年三季度起，随着复产复工的推进，加拿大经

济开始出现反弹。2021年一季度，加拿大经济环比

折年率增长 5.6%，由于部分地区为应对第二波新冠

疫情而实施了限制措施，一季度增长幅度不及市场

预期。展望 2021 年，在消费和投资的带动下，加拿

大经济有望持续反弹。私人消费是带动加拿大经济

增长的主要动力，预计 2021 年将增长 4%。投资方

面，房地产市场表现出较强韧性，房地产投资将保

持增长态势；随着经济的复苏投资信心将逐步修

复，预计非住宅投资也将增长 5.6%。总体来看，若

疫情不出现大规模反弹，预计在投资和消费的拉动

下，2021年加拿大经济将反弹 4%以上。 

中长期来看，随着加拿大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

深，人口增长对经济的贡献持续下降。2008年以来，

加拿大生育率呈现下降趋势，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

加深，将影响加拿大经济的增长潜力。中诚信国际

认为，短期内需关注疫情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中

长期仍需关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带来的潜在劳

动人口不足等结构性问题。 

财政实力 

近年来加拿大政府债务负担不断改善，疫情冲击

下，加拿大经济萎缩叠加财政刺激政策，大幅推升

了财政赤字及债务水平，导致加拿大的财政实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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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削弱，但畅通的融资渠道和低利息负担使得加拿

大财政债务风险维持在较低水平 

疫情前加拿大财政赤字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五

年间财政赤字率均低于 1%。为应对疫情，2020 年 3

月以来加拿大政府推出大规模的税收及支出计划，

累计总规模约占 GDP 的 23%，包括提供医疗支持、

家庭和企业的直接援助等，并通过税收延期提供流

动性支持。2020年，受加拿大经济萎缩影响，政府

财政收入下降，叠加大规模的救助计划导致政府支

出明显增加，2020 年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大幅攀升

至 10.6%。预计 2021 年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财政

收入将稳步回升；但由于大规模的支出计划，财政

赤字仍将维持高位，预计 2021 年财政赤字率仍将

达到 9%以上。 

债务方面，疫情前加拿大政府债务水平较高但

不断改善，加拿大一般政府债务/GDP 从 2016 年的

81.3%降至 2019 年的 77.9%。2020 年，受疫情影响，

财政赤字攀升以及经济大幅萎缩导致政府债务负

担大幅增加至 GDP 的 105%以上。而从债务结构来

看，一般政府债务以各省市政府债务为主，加拿大

联邦政府的债务占比较低，且以本币债务为主，

2020 年联邦政府债务占 GDP的比重为 31.2%。由于

加拿大各省市的信用状况普遍较好且融资渠道通

畅，债务风险很低。此外，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政府

利息支出水平依然维持低位，2020 年政府利息支出

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7.0%，较 2019 年小幅下降，

预计 2021 年将维持在 7%以下。总体来看，由于联

邦政府财政赤字维持高位，预计 2021 年加拿大的

债务水平将超过 107%，债务水平高企对加拿大财政

实力造成负面影响，但受益于加拿大合理的债务结

构及畅通的融资渠道，且利息负担较低，偿债风险

依旧可控，预计 2021 年之后债务负担将稳步下降。 

图 2：2017~2021 年加拿大财政状况（%） 

 
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 中诚信国际整理 

对外偿付实力 

加拿大经常账户持续呈现逆差，且外商直接投资净

流出，国际收支赤字超过 3%；但受益于加元的储备

货币地位以及国际市场对加元资产需求的稳定增

长，加拿大外部融资渠道畅通 

近年来美国页岩油产量上升导致美国对加拿

大油气进口出现下降，是加拿大经常账户逆差的原

因之一。加拿大的增长潜力与美国密切相关，加拿

大超过 70%的出口流向美国，美国经济急剧放缓导

致加拿大的外部环境恶化，2020年加拿大名义出口

下降幅度大于进口，导致商品贸易赤字进一步扩

大，但受到服务账户赤字下降以及收入盈余的支

撑，2020年加拿大经常账户赤字率为 1.9%，较 2019

年的 2.1%有所收窄。2020 年净 FDI 占 GDP 的比重

为-1.5%，受到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影响，加拿大国

际收支均衡为-3.4%，预计 2021~2022 年国际收支

赤字将持续高于 3.5%。 

图 3：2017~2021 年加拿大国际收支状况（%） 

 
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 中诚信国际整理 

加拿大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国际货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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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排名第六，市场份额约为 2%。受益于加元的储备

货币地位、国际投资者更为多样化的投资偏好以及

对加元资产需求的稳定增长，加拿大外部融资渠道

畅通；加拿大各级政府能够以较低成本在国际市场

上进行融资，融资便利性很高。此外，截止 2020 年

末，加拿大对外投资净头寸与 GDP的比值为 61.7%，

较 2019 年的 42.4%进一步提升，自 2014 年由负转

正以来呈现稳步上涨态势，加拿大净债权国地位也

为其偿付实力提供保障。  

制度实力 

加拿大制度实力很强，政府治理效率较高且司法体

制完善 

加拿大政治制度完备，法律体系和财政体制较

为完善。政府效能方面，加拿大基础设施较为完善，

政府治理效率较高。政治稳定性方面，加拿大政治

环境稳定，虽然交替执政的政党在税收和支出重点

上存在差异，但在国家层面，整体经济和财政政策

保持了较好的政策延续性。在 2019 年 10月的联邦

选举中，自由党获得了连任，但失去了议会的多数

席位。下一次联邦选举定于 2023 年 10月举行。此

外，加拿大司法体系完善，在腐败控制和产权保护

方面也处于很高的水平，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营商

环境，有利于激发经济活力，助力加拿大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整体来看，加拿大的制度实力处于很高

水平。 

系统风险 

加拿大系统风险很低，金融监管制度完善，银行业

风险较低; ESG 风险均处于很低的水平 

加拿大金融监管制度完善，银行业风险较低。

近年来，加拿大政府实施了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

以保护经济、银行体系和家庭免受与房价上涨和家

庭债务相关的风险。加拿大银行体系持续保持高资

本化水平和较高的资产质量。疫情冲击下，经济衰

退以及基准利率降低侵蚀银行业的盈利能力。此

外，为应对疫情，加拿大银行业增加了对中小企业

的贷款，或影响银行业的资产质量。但总体来看，

加拿大银行业风险处于较低水平，完善的金融监管

有助于限制资产质量恶化的程度。 

从 ESG风险来看，加拿大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较

低，治理风险处于很低的水平。环境方面，加拿大

在全球变暖、垃圾治理等方面的风险很低，在能源

转型和环境资本上面临部分压力，由于加拿大自然

资源丰富，对于自然资源有一定依赖，需关注低碳

转型对于加拿大经济的影响。特鲁多总理于 2019年

10 月连任，其政纲以气候行动为中心，承诺 2050

年实现零排放目标，并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五年

一次的碳预算。在社会方面，加拿大在教育水平、

健康与安全、社会基础服务方面均处于世界前列，

但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类似，加拿大在中长期面临的

人口结构调整对其公共财政构成一定压力。治理方

面，得益于完善的治理结构和政策有效性，加拿大

的治理风险处于很低的水平。 

评级展望 

中诚信国际认为, 加拿大信用水平在未来

12~18 个月内将保持稳定。在加拿大经济进入下行

周期的背景下，疫情冲击导致加拿大出现经济萎

缩，且财政实力有所削弱。但加拿大经济结构多元、

人均收入水平高且制度完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较强，同时宽松的货币环境、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

国际净债权国地位支撑着较强的债务负担能力，债

务风险整体可控。 

评级上调因素 

如果未来加拿大宏观经济稳定增长且政府债

务水平不断改善，并在长期内通过调整人口结构、

降低对美国贸易的依赖、提高政府效率等措施改善

加拿大经济增长前景，将有利于提升加拿大的主权

信用水平。 

评级下调因素 

若疫情反复导致加拿大国内宏观经济前景、金

融市场条件恶化，经济再次陷入衰退，财政实力持

续恶化导致债务不可持续，中诚信国际将考虑下调



 

 

 
www.ccxi.com.cn                                      7                             加拿大 2021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China Chengxin International Credit Rating Co.,Ltd. 

其主权信用评级。 

近期关注 

加拿大逐步缩减资产购买计划，预计最早 2022 年

下半年开启加息 

2021 年 4 月起，加拿大央行正逐步回归更为正

常的政策，是发达经济体央行中率先退出刺激措施

的央行。7 月 14日，加拿大央行宣布 7 月货币政策

决议，在维持基准利率处于 0.25%下限的基础上，

第三次调整了量化宽松计划，将每周债券购买规模

从 30 亿加元缩减至 20 亿加元。加拿大央行在其利

率决议中表示，随着感染数量的降低、疫苗接种取

得进展以及限制措施的放松，预计今年下半年加拿

大经济将强势反弹。与此同时，加拿大央行表示预

计今年通胀率将维持在 3%以上，并在 2022 年降至

2.5%左右，预计到 2024 年才会回落至 2%的通胀目

标。央行表示近期通胀升势是受短暂因素推动，预

期未来几个月通胀率可能仍受到特殊因素的扰动，

但市场不应过分忧虑，央行有能力保持民众生活成

本在受控制的范畴，并表示 2022 年下半年之前不

会加息。加拿大央行在声明中称，缩减债券购买规

模反映了经济复苏持续进行以及对该国经济前景

的信心增强，有关进一步调整债券购买规模的决

定，主要取决于理事会对经济复苏力度和持久性的

持续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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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加拿大主要数据 

 2018 2019 2020 2021F 

人口（百万） 37.0 37.5 38.0 38.3 

人均 GDP（美元） 46,532 46,399 43,278 50,562 

名义 GDP（十亿美元) 1,722 1,742 1,643 1,935 

人均 GDP（PPP, 美元） 50,367 51,481 48,720 -- 

实际 GDP增长率（%） 2.4 1.9 -5.4 6.2 

通货膨胀（%） 2 2.2 0.7 2.2 

一般政府财政余额/GDP（%） 0.3 0.6 (10.6) (9.4) 

一般政府债务/财政收入（%） 190.9 187.5 249.5 257.5 

政府利息支出/财政收入（%） 7.2 7.1 7 6.2 

一般政府债务/GDP（%） 78.7 77.9 104.4 107 

（经常账户余额+FDI）/GDP（%） -3.40 -3.90 -3.40 -3.80 

外汇储备（十亿美元） 73.28 73.61 76.82 78.6 

国际投资净头寸/GDP（%） 32.8 42.4 61.7 -- 

 

附二：信用等级的符号及定义 

主权等级符号 含义 

AAAg 受评对象的经济、财政实力极强，融资渠道畅通，基本不受不利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AAg 受评对象的经济、财政实力很强，系统风险敏感性很低，中期内没有重大清偿问题，违约风险很低。 

Ag 受评对象的经济、财政实力较强，系统风险敏感性较低，中期内没有重大清偿问题，违约风险较低。 

BBBg 受评对象的经济、财政实力一般，不利环境在短期内不会影响债务的清偿，违约风险一般。 

BBg 受评对象的经济、财政实力较弱，目前没有明显的清偿问题和切实的调整能力，违约风险较高。 

Bg 受评对象在不利环境的影响下，很有可能违约和/或支付意愿出现重大问题，违约风险很高。 

CCCg 受评对象在不利环境的影响下，极有可能违约和/或支付意愿出现重大问题，违约风险极高。 

CCg 受评对象在不利环境的影响下，基本不能保证偿还债务。 

Cg 受评对象在不利环境的影响下，无法偿还债务。 

注：除 AAAg级，CCCg 级及以下等级外，每一个信用等级可用“＋”、“－”符号进行微调，表示略高或略低于本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