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厅

建设安大略省
新闻稿

2015 年预算案做出了安大略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基础设施投资
政府将建设安大略省，发展经济并创造就业机会
2015 年 4 月 23 日
财政厅厅长 (Finance Minister) Charles Sousa 今天发表了 2015 年预算案，透露政府将对基础设
施进行前所未有的投资，以支持经济发展并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此预算案践行了政府的承诺：找到更多创新方法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维持家庭和社区所依赖的
重要公共服务。其中包括优化本省资产的价值，为安大略省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提供
支持。
本省还将引进在杂货店销售啤酒的销售方式，以增加客户的便利性和选择，并同时恪守安大略省
对社会责任的坚定承诺。
安大略省预计 2015-16 年度的赤字为 85 亿加元，低于 2014 年预算案的预测，也是自全球陷入
经济衰退以来的最低水平。本省将继续采用深思熟虑、从容审慎的方式力求实现收支平衡，预计
2016-17 年度的赤字为 48 亿加元，2017-18 年度达到收支平衡。政府由四部分组成的计划将通
过以下方式建设安大略省：投资于人们的才智和技能；建设道路和公共交通运输系统等公共基础
设施；打造使企业蓬勃发展、充满活力的创新环境；制定有保障的退休储蓄计划。
建设安大略省的基础设施
重建和扩建公共基础设施有助于支持安大略省的工业，创造就业机会，找准安大略省的定位以提
高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并同时满足未来的教育、医疗以及道路和公共交通运输需求。安大
略省开展投资，便是在进行建设 — 进行建设，便是在不断发展。2015 年预算案延续并扩展了安
大略省的计划：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前所未有的投资，未来 10 年的总投资额超过 1300 亿加元。
这包括：


增拨 26 亿加元给安大略省推动 (Moving Ontario Forward) 项目的专项资金，使未来 10 年的
总投资额达到 315 亿加元 — 约 160 亿加元用于大多伦多和汉密尔顿地区 (GTHA) 的公共交
通运输系统项目，约 150 亿加元用于 GTHA 以外地区的交通和其他优先基础设施项目。增加
投资的原因是本省提高了资产优化计划的目标；



2015-16 年度，安大略省计划投资 119 亿加元，兴建道路、桥梁、公共交通运输系统、供水
系统、医院和学校等基础设施。

政府将推进一项计划以优化其资产的价值，并通过延龄信托基金 (Trillium Trust) 将净收益再投资
于公共交通运输系统、交通和其他优先基础设施项目，以加强安大略省的经济并鼓励创造就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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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增加安大略省推动 (Moving Ontario Forward) 项目的专项资金将加快推进优先项目，使新项
目陆续投入使用。资产优化计划包括：


拓宽 Hydro One 的所有权，以创造持久的公众利益以及持续的公众和地方税纳税人保护。



审核一定数量的黄金地段待售房地产资产。

与企业携手共创就业机会
安大略省继续创造有益而高薪的工作岗位。自 2009 年 6 月衰退至低谷以来，安大略省的就业率
强烈反弹，创造了 50 多万个全新的工作岗位 — 其中四分之三来自工资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本
省的就业市场已完全收复了自全球经济衰退以来失去的阵地。这些高品质的工作岗位不但提供个
人发展机遇，还为所有安大略省人带来财务稳定和繁荣保障。
2015 年预算案通过以下举措继续建设安大略省的经济：


对为期 10 年、原本 25 亿加元的促进就业大繁荣基金 (Jobs and Prosperity Fund) 增资，从
而与更多企业合作、提高生产力、增加创新创意、促进出口并创造工作岗位。2015 年预算案
宣布 2015-16 年起给该基金增资总计 2 亿加元，并在未来 10 年内增资至 27 亿加元，同时将
资格覆盖面扩大至林业。



2016 年 3 月以后，继续为北部符合资格的大型工业设施提供电价支持，从而维持它们的就业
情况和全球竞争力。



应对目前的气候变化，以确保未来经济繁荣昌盛，社会欣欣向荣。安大略省将推进排污限额
与交易系统作为其碳排放定价机制。从排污限额与交易项目得来的收入将用于帮助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的关键优先事项。

培养高技能型劳动力
安大略省最大的优势是其人民。通过投资于当今的人民并为安大略省人提供获取适当技能和适当
工作岗位所需的支持，政府将缔造未来的强大经济。预算方面的措施包括：


通过体验式学习试点项目等创新举措，继续改善教育和技能培训，从学前班和全日制幼儿
园到专上教育和贸易学徒项目。



在未来两年内，对安大略省青年就业战略 (Ontario Youth Jobs Strategy)计划追加投资 2.5
亿加元，使对青年就业项目的总投资额
超过 5.65 亿加元。



将安大略省学生援助计划 (Ontario Student Assistance Program) 现代化，以加强对学生
的财务援助。

负责任地管理
政府强健的财务管理可从以往的业绩纪录中得到验证。2010-11 年度以来，本省将项目开支平均
年增幅保持在 1.5%，低于通胀率，且不曾削减重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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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预算案将通过以下方式进一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持续项目审核、更新和改革 (PRRT)，这是个基本上全新的多年规划和预算编制方法。它将设
法找出短期和长期机遇来改革项目和服务，并将做出困难的抉择来终止表现欠佳、与关键优
先事项没有关联、不再服务于明确公众利益的项目。2014-15 年度，通过实施一系列确定了
效率、降低了成本、减少了管理开销、而不影响前线服务的举措，实现了 2.5 亿加元的项目
审核节省目标。2015-16 年度、2016-17 年度和 2017-18 年度的
项目审核节省目标为每年 5 亿加元。



管理项目开支中期增长率，预计 2013-14 年度至 2017-18 年度期间的项目开支中期增长率将
维持在平均 0.9%。
o

医疗部门、教育部门、儿童和社会服务部门、司法部门的总开支预计每年分别平均增
长 1.9%、2.0%、2.9%、1.5%。

o

专上教育和培训部门的开支很大程度上不会有什么变化，其他所有项目的开支预计每
年平均减少 5.5%。



继续与安大略省公共服务部 (Ontario Public Service) 和更广泛的公共部门谈判集体协议，其
中不包括用于增加工资的额外资金。任何微小的工资增长均必须在雇主当前的可用资金范围
内通过其他措施抵销，以达成零支出协议。
o

自 2012 年 7 月以来，安大略省整个省级公共部门商定的年平均工资增长率一直为
0.6%。这个数字低于安大略省的市级公共部门 (1.9%)、安大略省境内的联邦公共部门
(1.7%) 和安大略省的私营部门 (2.0%)。



打击地下经济（安大略省每年的地下经济活动据估计高达 150 亿加元）以帮助企业开展公平
竞争。本省将通过更好地收集信息和分析、增加解决走私烟草的措施并减少企业避税实现这
一目标。本省还将提议立法禁止使用、制造或分销电子销售抑制技术。

引语
“安大略省的 2015 年预算案不只是一份有关该省财政状况的报告。它还涉及保护、保持和提高全
省各地人民的生活质量。安大略省已准备好通过历来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运输系统投资，在现
代经济中引领加拿大向前发展；这些投资不仅会将货物更快地推向市场，使人们更安全地下班回
家，还将提高安大略省的竞争力和生产力。
这份预算案概述了我们的计划：投资于人民的技能和培训，支持充满活力和有竞争力的商业环境，
促进有保障的退休以及管理我们的项目支出。安大略省有望到 2017-18 年度实现预算平衡，我们
将以公平且负责任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 财政厅厅长 (Minister of Finance) Charles So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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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大多数私营部门的预报员均预测，安大略省在未来两年均将跻身经济增长领先的省份之列。
 政府在 2013-14 年度提供了超过 13 亿加元的学生补助金和贷款，受惠学生人数超过 380,000
名。


安大略省就业 (Employment Ontario) 网络在 2013-14 年度帮助了大约 100 万安大略省人，包
括安大略省各地的超过 150,000 名雇主。



2014 年 6 月 1 日，最低时薪上调到 11 加元。2015 年 10 月将再上调到 11.25 加元。

了解更多
阅读 2015 年安大略省预算案
阅读财政预算案演讲
阅读 2015 年安大略省预算案的要点
阅读 2015 年安大略省预算案的背景信息：


建设安大略省的基础设施



与企业携手共创就业机会



培养高技能型劳动力



投资适用于所有安大略省人的公平社会



全国领导地位 – 安大略省强，则加拿大强



加强所有安大略省人的退休保障



优化价值以建设安大略省

阅读总理顾问委员会有关政府资产的最终建议

以下联系方式仅供媒体咨询：
Kelsey Ingram，厅长办公室（Minister’s Office），416-326-1409
Scott Blodgett，财政厅（Ministry of Finance），416-325-0324

Ontario.ca/budget
Disponible en français

公众问询电话：
1-800-337-7222
听障人士专线免费电话：1-800-263-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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