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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安大略省预算案

安大略省投资创造今日与未来的就业机会
省政府将于 2017-18 年度继续着眼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与平衡财政
新闻

2016 年 2 月 25 日

今天，财政厅厅长 (Minister of Finance) Charles Sousa 公布了《2016 年安大略省预算案：今日与未来
的就业机会》，详述省政府在下一阶段中创造就业与促进经济增长的计划。自 2009 年 6 月经济衰退的
低谷以来，安大略省已经创造了 60 万个以上的工作岗位。预测显示，在 2019 年年底之前，安大略省
还将进一步创造多达 30 万个以上的工作岗位，使 10 年间的净新增岗位总数达到 90 万个以上。财政厅
(Ministry of Finance) 预测，安大略省 2015 年度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为 2.5%，而 2016 年度
的同一数字将为 2.2%。当前，安大略省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预期将在未来两年中持续
成为加拿大经济增长最为强劲的省份之一。
安大略省民众忧心经济状况，及其对于他们自身和家庭的影响。与过去数年相比，本预算案的发布时间
较早，正是为了让安大略省的家庭与企业看到政府的计划正行之有效地创造就业并促进经济增长，以及
该计划将如何继续为民众创造更多机遇，带来更好的保障。
省政府的计划是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在一个由创新、高增长、出口导向型企业引领的低碳经济中为安
大略全省的社区创造优质就业机会。2016 年预算案的投资针对民众的才干与技能，将通过扩大高质量
技术学院与大学教育的覆盖面，帮助更多民众获取及创造未来的工作岗位。与此同时，该计划还将协
助安大略省民众获得更具保障的退休生活。
随着省政府计划的稳步实施，预期将于 2017-18 年度实现财政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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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才干与技能投资
安大略省所拥有高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是其最大的优势之一。为了帮助所有的安大略省民众充分实现
个人潜力，在日新月异的经济模式中成功，省政府正着手改革安大略省的高等教育就学补贴，使其更
为透明、及时，并将目标锁定在经济需求最为迫切的学生上。
省政府将创建一项简明、贷款与补助统一结算、先期支付的助学金 —— 安大略省学生补助金 (Ontario
Student Grant) —— 并于 2017-18 学年开始施行。在该系统下，家庭年收入不超过 50,000 加元的学
生就读于技术学院及大学的一般学费将可免除。而中等收入家庭学生的学费负担也将减轻。
对于占学生人口比率 50%以上，来自于年收入不超过 83,000 加元家庭的学生而言，他们将可获得高
于平均学费的非应偿还助学金。且安大略本省学生通过安大略省学生补助金所获取的补助金金额将不
会低于目前通过安大略学费补助金 (Ontario Tuition Grant) 所获取的金额。
家庭年收入不超过 50,000 加元的学生将不会背负省学生债务。省政府还将为成年及已婚学生增加经济
补助。无息与低成本贷款之于中、高收入家庭的覆盖面，也将通过降低预期家庭自付金额的形式得以
增加。
相较目前的系统，大多数学生的债务负担将会减轻。且对高收入家庭而言，安大略学生补助项目
(Ontario Student Assistance Program) 的最高债务水平将被限制于每年 10,000 加元。安大略省将继续为
难以偿还学生贷款的学生提供经济支持。

安大略省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
建设、活化公共基础设施对于安大略省的经济健康，以及创造今日和未来的就业机遇而言至关重要。
本预算案提出，政府将在未来 10 年中投入 1,370 亿加元以上，建设道路、桥梁、公共交通、医院和
学校。以 2014-15 年度为起点，其后 12 年间的总投资额将达 1,600 亿加元，成为安大略省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案例。该些投资计划将平均每年支持超过 11 万个工作岗位。
通过省有资产价值的最大化，安大略省即将创造 57 亿加元的价值 —— 比 2014 年预算案的预期高 26
亿加元。由出售符合条件的资产所得的净收入增加将托付予延龄草基金 (Trillium Trust)，以期为公共
交通、运输及其它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注资。

培养更具活力与创新的商业环境
安大略省政府计划通过进一步降低商业成本、以战略合作实现杠杆投资、帮助省内企业走出国门以及
增强金融服务业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与此同时，省政府也在研究一项共享型经济战略，
并将更新安大略省的社会事业战略。
在全球范围内，碳定价正逐步成为主流。2016 年度预算案提出于 2017 年在安大略省实现碳排放配额
竞价。出于上述目的，省政府正提倡建立一个碳排放管制与交易项目，协助安大略省达成温室气体
(GHG) 减排目标、奖励创新型企业、并确保家庭与企业在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繁荣发展。预期
2017 年的管制与交易所得将为 19 亿加元，将用于针对环保项目的投资。
省政府还将继续开展促进商业增长创举 (Business Growth Initiative) 这一为期五年，投资 4 亿加元的
战略，以期加速安大略省向高增长、创新型经济的转型，并为企业规模扩张助一臂之力。促进商业增
长创举还意味着监管体系的现代化，以及省内经商成本的下降。

加强退休保障
为了缩小退休储蓄缺口，省政府正在施行安大略省退休金计划 (Ontario Retirement Pension Plan) 协
助在职民众进行退休储蓄。省政府即将完成其目标，即在 2020 年时保证所有符合条件的安大略省职
工由安大略省退休金计划，或企业所提供的同等计划覆盖。为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安大略省退休金
计划管理公司将于 2017 年施行雇主认证与登记程序，并从 2018 年开始向雇主与雇员收取相应供款。
与此同时，安大略省承诺将继续寻求解决方案，以使本省雇员的需要在一个全国性框架下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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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省政府将与联邦政府，其它省份及地区合作，以期加强加拿大退休金计划 (Canada Pension
Plan)，令其更好地解决未来退休人员的需求。在可能性范围内，省政府的主要目的为寻求能够在强化
之后的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框架之下达成安大略省退休金计划目标的方法，同时保留实施安大略省退休
金计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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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公平社会
安大略省为民众充分实现个人发展潜力提供机遇与支持。
安大略省政府承诺进行服务改革，使患有发育性残疾的民众更为独立。省政府还将更新其长期经济适
用房战略，以继续对安大略省住房及无家可归现象应对系统的改革，强调灵活、可调动的福利，以便
应对变动中的个人住房需求。
省政府将继续其特殊需求人群战略，令拥有特殊及复杂需求的儿童与青年在成长过渡期中能够在家庭、
学校及社区中获得及时、有效的服务。安大略省还将在五年间投资 3.33 亿加元，重新设计并增强孤独
症患者服务。
2016 年，省政府将在已有的社会救济投资的基础上加强，向接受安大略省工作计划 (Ontario Works)
补助的成年人，以及接受安大略省安省残障资助项目 (Ontario Disability Support Program) 资助的残
疾人士提供的救济额度将上调 1.5%。省政府还将为领取最低社会救济金率的民众 —— 接受安大略省
工作计划救济的单身人士 —— 进一步增加救济额。对于该些民众，救济增长总额达每月 25 加元，比
2012 年每月所得多 100 加元。
通过一共走过：结束针对原住民女性暴力行为的长期战略 (Walking Together: A Long-Term Strategy to
End Violence Against Indigenous Women) 等行动倡议，以及将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 的建议付诸实施，省政府正在提升原住民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机
遇。
与此同时，省政府仍在进行安大略省全民健保系统的转型，使省民在今日和未来都能更加快捷、精确
地获得所需服务。亮点包括为医院增注 3.45 亿加元；降低关键服务的等待时间；创建更加统一、基于
团队的初级护理服务；使居家及社区护理更为普遍可用；提议向 65-70 岁之间，符合条件的老年民众
免费提供带状疱疹疫苗 —— 每例节省约 170 加元左右的个人开销；讨论向基于社区的住宅收容所及
缓和医疗所增加 7,500 万加元的投资，令 3 年间的总投资额达到 1.55 亿加元。

让日常生活更加便利
省政府正提出诸多行动倡议，为安大略省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其中包括为频繁使用者下调医院
停车费、取消 30 加元的 Drive Clean 排放测试费、降低用电及能源成本、下调汽车保险收费，以及利
用科技更加便利地投放公共服务。
通过负责任地在食品杂货店中扩大啤酒销售，省政府已经增加了省民的选择及便利度，而目前葡萄酒
销售也正在扩大中。2016 年秋，全省多达 70 间食品杂货店将获准销售葡萄酒、啤酒及苹果酒。葡萄
酒将最终在多达 300 间食品杂货店中有售。

良好的财政管理
在继续为经济、人才以及健康、清洁而繁荣的低碳未来投资的同时，省政府也在着手超额完成财政目
标。上述投资将增强安大略省民众所必需的公共服务并刺激经济增长。在通向财政平衡和长期繁荣的
道路上，优质的就业机遇和增长中的经济是支持安大略省家庭，并创造财政收入的最佳方法。
省政府预测，2015-16 年度将出现 57 亿加元的赤字 —— 较 2015 年度预算案的预期高 28 亿加元，且
较 2015 年度安大略省经济展望及财政总结 (2015 Ontario Economic Outlook and Fiscal Review) 的预
期高 18 亿加元。比起 2014-15 年度的 103 亿加元赤字，该数字还出现了 46 亿加元的改善。
安大略省即将连续七年超额完成赤字目标。通过连续超额完成赤字目标，安大略省的累积赤字比预期
小 300 亿加元之多。
省政府预测 2016-17 年度将出现 43 亿加元的赤字，与 2015 年度预算案的预期相比，反映出 5 亿加元
的改善。与此同时，省政府还预计将在 2017-18 年度完成回归财政平衡的承诺 —— 其为一个最初在
2010 年度预算案中提出的消灭赤字计划的成果。作为省政府债务管理可持续性增加的标志，净债务对
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预期将于 2015-16 年度达到 39.6%的峰值，于 2016-17 年度保持水平，并在 2017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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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年度开始下落。
在经济增长，政府持续进行项目与服务转型的前提下，2018-19 年度的安大略省财政预期将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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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摘要
“安大略省的计划是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在一个由创新、高增长、出口导向型企业引领的低碳经济中为
安大略省各个角落的社区创造优质就业机会。这一计划的投资将通过扩大高质量技术学院与大学教育
的覆盖面，针对民众的才干与技能，及其创造未来就业的能力进行。这一计划还将帮助安大略省民众
获取更具保障的退休生活。”
— Charles Sousa, 财政厅厅长 (Minister of Finance)

要点一览
2015 年，安大略省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5%，超出全国平均水平。
安大略省计划在未来 10 年间为医院提供 120 亿加元的资本补助金，以期继续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
省内目前约有 35 家大型医院项目正在不同阶段的建设筹划之中。
安大略省将在未来 10 年间向高等教育机构提供 30 亿加元，为学生提供离家更近的高品质教育项
目，以期建设更为强健的经济。
安大略省拥有高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是其最大的优势之一。2014 年，省内 66%的成年人拥有高等
教育证书。该数字从 2002 年的 56%有所增加，且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中任意一国的水平。
为求针对 2016 年安大略省预算案提出的民众意见，省政府在全省各地进行了预算前顾问会。其中
包括有 700 人以上参加、在 13 座城市举行的 20 场见面式预算前会议，52,000 名以上安大略省民
众参加的两场电话市政厅会议，近 500 份纸面意见书以及通过预算对话栏目 (Budget Talks) 进行
的、共 6,500 人参加的线上顾问会。

更多资源
阅读 2016 年安大略省预算案
阅读预算演讲

阅读 2016 年安大略省预算案的相关背景信息：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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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高等教育覆盖面
从今天开始建设未来的基础设施
促进经济增长并创造未来的就业机遇
为低碳经济投资
让日常生活更加便利
安大略省经济状况一览
安大略省财政展望
医疗保健转型
着手控制电力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