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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安大略省預算案

安大略省投資創造今日與未來的就業機會
省政府將於 2017-18 年度繼續著眼於經濟增長、創造就業與平衡財政
新聞

2016 年 2 月 25 日

今天，財政廳廳長 (Minister of Finance) Charles Sousa 公佈了《2016 年安大略省預算案：今日與
未來的就業機會》，詳述省政府在下一階段中創造就業與促進經濟增長的計畫。自 2009 年 6 月經
濟衰退的低谷以來，安省已經創造了 60 萬個以上的工作崗位。預測顯示，在 2019 年年底之前，
安省還將進一步創造多達 30 萬個以上的工作崗位，使 10 年間的淨新增崗位總數達到 90 萬個以上。
財政廳 (Ministry of Finance) 預測，安省 2015 年度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將為 2.5%，而
2016 年度的同一數字將為 2.2%。當前，安省的經濟增長率高於全國平均水準，並預期將在未來
兩年中持續成為加拿大經濟增長最為強勁的省份之一。
安省民眾憂心經濟狀況，及其對於他們自身和家庭的影響。與過去數年相比，本預算案的發佈時
間較早，正是為了讓安省的家庭與企業看到政府的計畫正行之有效地創造就業並促進經濟增長，
以及該計畫將如何繼續為民眾創造更多機遇，帶來更好的保障。
省政府的計畫是通過投資基礎設施，在一個由創新、高增長、出口導向型企業引領的低碳經濟中
為安大略全省的社區創造優質就業機會。2016 年預算案的投資針對民眾的才幹與技能，將通過擴
大高品質技術學院與大學教育的覆蓋面，幫助更多民眾獲取及創造未來的工作崗位。與此同時，
該計畫還將協助安省民眾獲得更具保障的退休生活。
隨著省政府計畫的穩步實施，預期將於 2017-18 年度實現財政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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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才幹與技能投資
安省所擁有高度教育水準的勞動力是其最大的優勢之一。為了幫助所有的安省民眾充分實現個人
潛力，在日新月異的經濟模式中成功，省政府正著手改革安省的高等教育就學補貼，使其更為透
明、及時，並將目標鎖定在經濟需求最為迫切的學生上。
省政府將創建一項簡明、貸款與補助統一結算、先期支付的助學金 —— 安省學生補助金 (Ontario
Student Grant) —— 並於 2017-18 學年開始施行。在該系統下，家庭年收入不超過 50,000 加元
的學生就讀於技術學院及大學的一般學費將可免除。而中等收入家庭學生的學費負擔也將減輕。
對於占學生人口比率 50%以上，來自於年收入不超過 83,000 加元家庭的學生而言，他們將可獲
得高於平均學費的非應償還助學金。且安大略本省學生通過安省學生補助金所獲取的補助金金額
將不會低於目前通過安大略學費補助金 (Ontario Tuition Grant) 所獲取的金額。
家庭年收入不超過 50,000 加元的學生將不會背負省學生債務。省政府還將為成年及已婚學生增加
經濟補助。無息與低成本貸款之于中、高收入家庭的覆蓋面，也將通過降低預期家庭自付金額的
形式得以增加。
相較目前的系統，大多數學生的債務負擔將會減輕。且對高收入家庭而言，安大略學生補助項目
(Ontario Student Assistance Program) 的最高債務水準將被限制於每年 10,000 加元。安省將繼續為
難以償還學生貸款的學生提供經濟支援。

安省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
建設、活化公共基礎設施對於安省的經濟健康，以及創造今日和未來的就業機遇而言至關重要。
本預算案提出，政府將在未來 10 年中投入 1,370 億加元以上，建設道路、橋樑、公共交通、醫
院和學校。以 2014-15 年度為起點，其後 12 年間的總投資額將達 1,600 億加元，成為安省有史
以來最大規模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案例。該些投資計畫將平均每年支持超過 11 萬個工作崗位。
通過省有資產價值的最大化，安省即將創造 57 億加元的價值 —— 比 2014 年預算案的預期高 26
億加元。由出售符合條件的資產所得的淨收入增加將託付予延齡草基金 (Trillium Trust)，以期為
公共交通、運輸及其它重點基礎設施專案注資。

培養更具活力與創新的商業環境
安省政府計畫通過進一步降低商業成本、以戰略合作實現杠杆投資、幫助省內企業走出國門以及
增強金融服務業等方式促進經濟增長並創造就業。與此同時，省政府也在研究一項共用型經濟戰
略，並將更新安省的社會事業戰略。
在全球範圍內，碳定價正逐步成為主流。2016 年度預算案提出於 2017 年在安省實現碳排放配額
競價。出於上述目的，省政府正提倡建立一個碳排放管制與交易專案，協助安省達成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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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G) 減排目標、獎勵創新型企業、並確保家庭與企業在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繁榮發展。預期
2017 年的管制與交易所得將為 19 億加元，將用於針對環保項目的投資。
省政府還將繼續開展促進商業增長創舉 (Business Growth Initiative) 這一為期五年，投資 4 億加
元的戰略，以期加速安省向高增長、創新型經濟的轉型，並為企業規模擴張助一臂之力。促進商
業增長創舉還意味著監管體系的現代化，以及省內經商成本的下降。

加強退休保障
為了縮小退休儲蓄缺口，省政府正在施行安省退休金計畫 (Ontario Retirement Pension Plan) 協
助在職民眾進行退休儲蓄。省政府即將完成其目標，即在 2020 年時保證所有符合條件的安省職
工由安省退休金計畫，或企業所提供的同等計畫覆蓋。為確保計畫的順利實施，安省退休金計畫
管理公司將于 2017 年施行雇主認證與登記程式，並從 2018 年開始向雇主與雇員收取相應供款。
與此同時，安省承諾將繼續尋求解決方案，以使本省雇員的需要在一個全國性框架下得到滿足。
安省政府將與聯邦政府，其它省份及地區合作，以期加強加拿大退休金計畫 (Canada Pension
Plan)，令其更好地解決未來退休人員的需求。在可能性範圍內，省政府的主要目的為尋求能夠在
強化之後的加拿大退休金計畫框架之下達成安省退休金計畫目標的方法，同時保留實施安省退休
金計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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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公平社會
安省為民眾充分實現個人發展潛力提供機遇與支援。
安省政府承諾進行服務改革，使患有發育性殘疾的民眾更為獨立。省政府還將更新其長期經濟適
用房戰略，以繼續對安省住房及無家可歸現象應對系統的改革，強調靈活、可調動的福利，以便
應對變動中的個人住房需求。
省政府將繼續其特殊需求人群戰略，令擁有特殊及複雜需求的兒童與青年在成長過渡期中能夠在
家庭、學校及社區中獲得及時、有效的服務。安省還將在五年間投資 3.33 億加元，重新設計並增
強孤獨症患者服務。
2016 年，省政府將在已有的社會救濟投資的基礎上加強，向接受安省工作計畫 (Ontario Works)
補助的成年人，以及接受安省安省殘障資助項目 (Ontario Disability Support Program) 資助的殘
疾人士提供的救濟額度將上調 1.5%。省政府還將為領取最低社會救濟金率的民眾 —— 接受安省
工作計畫救濟的單身人士 —— 進一步增加救濟額。對於該些民眾，救濟增長總額達每月 25 加元，
比 2012 年每月所得多 100 加元。
通過一共走過：結束針對原住民女性暴力行為的長期戰略 (Walking Together: A Long-Term
Strategy to End Violence Against Indigenous Women) 等行動倡議，以及將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
員會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 的建議付諸實施，省政府正在提升原住
民的社會地位與經濟機遇。
與此同時，省政府仍在進行安省全民健保系統的轉型，使省民在今日和未來都能更加快捷、精確
地獲得所需服務。亮點包括為醫院增注 3.45 億加元；降低關鍵服務的等待時間；創建更加統一、
基於團隊的初級護理服務；使居家及社區護理更為普遍可用；提議向 65-70 歲之間，符合條件的
老年民眾免費提供帶狀皰疹疫苗 —— 每例節省約 170 加元左右的個人開銷；討論向基於社區的
住宅收容所及緩和醫療所增加 7,500 萬加元的投資，令 3 年間的總投資額達到 1.55 億加元。

讓日常生活更加便利
省政府正提出諸多行動倡議，為安省民眾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其中包括為頻繁使用者下調醫院
停車費、取消 30 加元的 Drive Clean 排放測試費、降低用電及能源成本、下調汽車保險收費，以
及利用科技更加便利地投放公共服務。
通過負責任地在食品雜貨店中擴大啤酒銷售，省政府已經增加了省民的選擇及便利度，而目前葡
萄酒銷售也正在擴大中。2016 年秋，全省多達 70 間食品雜貨店將獲准銷售葡萄酒、啤酒及蘋果
酒。葡萄酒將最終在多達 300 間食品雜貨店中有售。

良好的財政管理
頁|4

2016 年安大略省預算案
在繼續為經濟、人才以及健康、清潔而繁榮的低碳未來投資的同時，省政府也在著手超額完成財
政目標。上述投資將增強安省民眾所必需的公共服務並刺激經濟增長。在通向財政平衡和長期繁
榮的道路上，優質的就業機遇和增長中的經濟是支持安省家庭，並創造財政收入的最佳方法。
省政府預測，2015-16 年度將出現 57 億加元的赤字 —— 較 2015 年度預算案的預期高 28 億加元，
且較 2015 年度安省經濟展望及財政總結 (2015 Ontario Economic Outlook and Fiscal Review) 的
預期高 18 億加元。比起 2014-15 年度的 103 億加元赤字，該數字還出現了 46 億加元的改善。
安省即將連續七年超額完成赤字目標。通過連續超額完成赤字目標，安省的累積赤字比預期小
300 億加元之多。
省政府預測 2016-17 年度將出現 43 億加元的赤字，與 2015 年度預算案的預期相比，反映出 5 億
加元的改善。與此同時，省政府還預計將在 2017-18 年度完成回歸財政平衡的承諾 —— 其為一
個最初在 2010 年度預算案中提出的消滅赤字計畫的成果。作為省政府債務管理可持續性增加的
標誌，淨債務對國內生產總值比率預期將於 2015-16 年度達到 39.6%的峰值，於 2016-17 年度保
持水準，並在 2017-18 年度開始下落。
在經濟增長，政府持續進行專案與服務轉型的前提下，2018-19 年度的安省財政預期將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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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說摘要
「安省的計畫是通過投資基礎設施，在一個由創新、高增長、出口導向型企業引領的低碳經濟中
為安省各個角落的社區創造優質就業機會。這一計畫的投資將通過擴大高品質技術學院與大學教
育的覆蓋面，針對民眾的才幹與技能，及其創造未來就業的能力進行。這一計畫還將幫助安省民
眾獲取更具保障的退休生活。」
— Charles Sousa, 財政廳廳長 (Minister of Finance)

要點一覽
 2015 年，安省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2.5%，超出全國平均水準。
 安省計畫在未來 10 年間為醫院提供 120 億加元的資本補助金，以期繼續關鍵基礎設施的建設。
省內目前約有 35 家大型醫院項目正在不同階段的建設籌畫之中。

 安省將在未來 10 年間向高等教育機構提供 30 億加元，為學生提供離家更近的高品質教育專
案，以期建設更為強健的經濟。

 安省擁有高度教育水準的勞動力是其最大的優勢之一。2014 年，省內 66%的成年人擁有高等
教育證書。該數字從 2002 年的 56%有所增加，且高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中任意一國的水準。

 為求針對 2016 年安省預算案提出的民眾意見，省政府在全省各地進行了預算前顧問會。其中
包括有 700 人以上參加、在 13 座城市舉行的 20 場見面式預算前會議，52,000 名以上安省民
眾參加的兩場電話市政廳會議，近 500 份紙面意見書以及通過預算對話欄目 (Budget Talks)
進行的、共 6,500 人參加的線上顧問會。

更多資源
 閱讀 2016 年安大略省預算案
 閱讀預算演講
 閱讀 2016 年安省預算案的相關背景資訊：


增大高等教育覆蓋面



從今天開始建設未來的基礎設施



促進經濟增長並創造未來的就業機遇



為低碳經濟投資



讓日常生活更加便利



安省經濟狀況一覽



安省財政展望



醫療保健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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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手控制電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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