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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省行动计划：应对 COVID-19 疫情 
省长 Ford 和财务部长 Phillips 宣布提供额外的医疗保健资源和  

对百姓、就业和雇主的支持 

 
新闻 2020 年 3 月 25 日 

 

TORONTO — 今天，财务部长 Rod Phillips 发布了安省行动计划：应对 COVID-19 疫情（2020 年 3 

月份经济和财政更新）。 

政府的行动计划，是它应对 COVID-19 疫情的第一步，包括 70 亿加元针对医疗保健系统提供的额外

资源支持和直接对百姓和就业的支持。它还将通过税收和其它延迟措施提供 100 亿元，支持百姓和企

业以改善他们的现金流，保护就业和家庭预算。 

这 170 亿加元的应对计划是保证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社区和经济经受住未来挑战的关键的第一步。

这个计划制定时使用了前所未有的谨慎，包括作为额外医疗保健投资的一部分的 10 亿加元 COVID-

19 疫情的专项应急资金，以及一个之前没有过的 25 亿加元储备资金和一个增加后为 13 亿加元的应

急资金，用以提供持续、灵活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  

这个计划包括以额外医疗保健资源形式提供的 33 亿加元，用于保护安省百姓的健康和福利。  

财务部长 Phillips 说，“作为财务部长，我现在的第一要务，是保证一线医务人员有他们需要用于与 

COVID-19 爆发做斗争的资源”。“安省人民要相信，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来保障他们的健康和福利。

这些额外的资源将增强医院的容量，保护在长期护理中我们所爱的人，并支持我们的公共健康官员的

工作以使曲线变平缓并减缓传播。” 

健康 

▪ 投入 10 亿加元 COVID-19 专项应急资金用于应对 COVID-19 爆发相关的新需求。  

▪ 投入 9.35 亿加元用于医院部门，包括 5.94 亿加元用于加快政府承诺的解决医院容量问题的进

度，另外 3.41 亿加元用于增加 1000 张急性看护床，500 张重症看护床以及额外的检测中

心。 

▪ 增加 1.6 亿加元公共健康资金用于支持 COVID-19 跟踪调查、监视，以及实验室和家庭检

测，同时投入到虚拟护理和 Telehealth Ontario（安省远程健康）。 

▪ 投入 2.43 亿加元用于提高长期护理部门应对能力，同时资助全天候筛查，增加人员配备以支

持感染控制，并增加物资和设备以帮助应对 COVID-19 爆发。 

▪ 投入 7500 万加元用于给一线人员提供个人防护装备和重要医疗设备来对抗 COVID-19。 

作为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省政府还宣布投入 37 亿加元直接地迫切地支持人民和保护就业。  

“在本次全球疫情期间,我希望安省人民关注他们的健康而不是担心失去他们的工作或在他们处理意料

之外的额外花费时担心如何保持收支平衡，” 财务部长 Phillips 说。“我们在帮助安省的每一个人使

生活变得稍微更加可控些的同时，提供额外帮助给那些最需要的人。”  



政府计划中用于加强政府对 COVID-19 爆发的应对能力，支持人民，家庭，工人和雇主的关键方案包

括： 

 

人民和工作 

▪ 通过提供一次性支付 200 加元给每个 12 岁以下的孩子，及 250 加元给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孩

子（包括私立学校的孩子）来帮助家庭在 COVID-19 疫情期间支付因学校或日托中心关闭产

生的额外费用。 

▪ 建议双倍支付 6 个月的 Guaranteed Annual Income System （GAINS – 年收入保证金）给低

收入的老人。 

▪ 为符合条件的住宅、农场和小型企业消费者提供更可承受的电费单，方式是在 2020-21 年度

提供大约 56 亿加元的电力成本减免项目，这比 2019 预算计划增加了大约 15 亿加元。  

▪ 通过调整住宅、农场和小型企业分时电价用户 24 小时用电在最低等级，即低峰电价来更进一

步支持可承受电费。实行 45 天，以支持纳税人在他们应对 COVID-19 时增加的白天用电量，

以解决他们对分时用电计费的顾虑。  

▪ 通过一项建议暂时增加雇主健康税(EHT)的豁免。来为 57,000 雇主降低 3.55 亿加元的税。  

▪ 通过扩大 Low-income Energy Assistance Program（LEAP – 低收入能源补助项目）资格，提

供 900 万加元直接支持家庭能源账单，并保证他们的电和天然气在 COVID-19 期间不会因为

没有付费而中断。 

▪ 提供紧急托儿所方案以支持一线工作的父母们，比如医疗保健工作人员、警察、消防员和狱

警。 

▪ 扩大 Ontario Works 管理的紧急援助项目覆盖面，给那些面临经济困难的人提供经济资助，并

帮助更多的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比如食物和租金。 

▪ 通过直接提供资金给 Consolidated Municipal Service Manager（综合市政服务经理）及 

District Social Service Administration Board（地区社会服务管理委员会），通过他们根据当

地的需要来分配资金，给诸如食物赈济处，无家可归庇护所，教堂及紧急服务等慈善机构和非

盈利社会服务组织增加 1.48 亿加元资助，以提高他们应对 COVID-19 的能力。 

▪ 给学生提供 6 个月的 Ontario Student Assistance Program（OSAP – 安省学生援助项目）贷

款和利息减免，留更多的钱在人民的口袋里。 

▪ 通过一项新的 Corporate Income Tax Credit（企业所得税抵免），Regional Opportunities 

Investment Tax Credit（区域机会投资税收抵免）来帮助支持地区就业增长落后地区。 

▪ 提供额外的 2600 万加元支助给原住民和社区，包括城市原住民经济方面的紧急援助，以及卫

生保健专业人员和关键物资到达偏远原住民的费用。 

 

政府的计划也包括提供 100 亿加元的措施，通过税收和其它延迟措施来支持人民和企业，以改善他们

在未来几个月的现金流，包括： 

▪ 通过提供 5 个月的利息和罚款减免，让企业为省政府管理的大部分税收申报和付款提供 60 亿

加元。 

▪ 通过延迟即将到来的 6 月 30 日市政教育财产税向学校董事会的季度汇款延迟 90 天，提供超

过 18 亿加元，这反过来将为市政当局提供灵活性，为居民和企业提供资产税延迟，同时确保

学校董事会可继续收到他们的资金。 

▪ 通过 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Board（WSIB – 工作场所安全与保险局）允许雇主最

多延迟支付 6 个月提供 19 亿加元。 

 



“我们正在采取可靠的措施以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财务部长 Phillips 说。“加在一起，这些行

动计划可以为企业和个人在这个不确定的时刻调拨多达 100 亿加元现金流，帮助保护就业和家庭预

算。” 

 

快览 

 

▪ 2020 年 3 月经济和财政更新提供来年的规划假设。政府将提供安省全年财政和经济前景的定

期更新。 

▪ 安省预计在 2019-20 年财政赤字将达到 92 亿加元，相对于 2019 预算增加了 11 亿加元。由

于应对 COVID-19 疫情，政府将计划 2020-21 的财政赤字为 205 亿加元。 

▪ 安省在 2020-21 年度的 25 亿加元储备是历史最高值。  

▪ 政府将在 2020 年 11 月 15 日发布一个多年省预算。这个可靠的方法，将允许政府继续评估

经济状况并在最近和最可靠的数据基础上提出一个长期的远景。  



额外的资源  

▪ 安省行动计划：应对 COVID-19 疫情 (2020 年 3 月经济和财政更新）。 

▪ COVID-19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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