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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省行動方案：應對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
省長 Ford 和廳長 Phillips 宣佈對醫療資源追加投資
並支持民生、就業和僱主
新聞

2020 年 3 月 25 日

TORONTO — 今天，財政廳長 Rod Phillips 公佈了《安省行動方案：應對 COVID-19》（2019 年 3 月

經濟與財政最新情況通報）。
該行動方案是政府應對 COVID-19 疫情的第一步，其中包括 70 億加元的投資用於補強醫療系統資源
並直接支持民生和就業。方案還通過稅收和延遲繳納向民眾與企業提供價值 100 億的紓困援助，以改
善其現金流、保障工作崗位和家庭預算。
這筆價值 170 億加元的應對資金是確保醫療系統、社區和經濟能够抵禦挑戰的關鍵第一步。該方案經
過審慎評估，專門撥出 10 億元作為 COVID-19 應急基金，作為對醫療系統追加投資的一部分。方案
同時撥付史無前例的 25 億元儲備金和 13 億元的追加應急資金，旨在提供持續的靈活性以應對不斷變
化的全球局勢。
該方案投資 33 億元用於補充醫療系統資源，以保障安省民眾的健康和福祉。
財政廳長 Phillips 表示：「作爲財政廳長，當前我的首要任務就是確保一綫醫護人員有足够的資源來
對抗這次 COVID-19 疫情。安省民衆應該相信，我們將竭盡全力來保障大家的健康和福祉。這些補充
資源將增强醫院的診治能力，保護長期照護機構中的長者，同時協助公共衛生官員遏制疫情爆發並减
緩病毒傳播速度。」
醫療
▪
▪
▪

專門拿出 10 億元作為 COVID-19 應急基金，應對疫情爆發帶來的需要。
爲各家醫院投入 9.35 億元，其中包括 5.94 億元以加速提升醫院的診治能力，踐行政府之前的
承諾，以及 3.41 億元用於增設 1000 個急症護理床位、500 個重症護理床位和評估檢測中心。
增加 1.6 億元的公共醫療投入，用於 COVID-19 的監測、監管和實驗室與居家檢測，同時為遠
程診療和 Telehealth Ontario（安省健康熱線）注資。

▪

投資 2.43 億元用於長期照護機構內迅速增加的治療看護需求，同時資助全天候篩檢服務，派

▪

遣更多醫護人員協助傳染病防控，購置物資與器械裝備幫助控制 COVID-19 疫情。
投資 7500 萬元為 COVID-19 一線醫護人員添置個人防護裝備和重症醫療設備。

作為行動方案的一部分，省政府已宣佈投資 37 億元直接並緊急支持民眾生活和保障就業。

財政廳長 Phillips 表示：「面對這場全球範圍內的疫情，我希望安省民衆關注自身健康，而不是擔心
失去工作或憂慮如何應付額外開支。我們正努力幫助每位安省民衆渡過難關，並爲最需要幫助的人提
供額外支持。」
政府方案中用以加強應對 COVID-19 爆發並幫扶民眾、家庭、工人和僱主的關鍵動議包括：
民生與就業
▪

▪
▪

幫助家庭支付 COVID-19 疫情期間由於學校與日托機構關閉造成的額外開銷，一次性向 12 歲
以下兒童每人發放 200 加元，特殊需要兒童每位 250 加元，受惠群體包括在私立學校就讀的
兒童。
提議向低收入長者家庭發放 Guaranteed Annual Income System（GAINS – 安省收入保障
金）雙倍的補助，時間六個月。
爲符合資格的居民、農戶和小企業用電戶補助電費，在 2020-21 年間向他們提供價值約 56 億
元的電費紓困補助，這相比 2019 年預算案增長了約 15 億元。

▪

將居民、農戶和小企業等按使用時段計費用戶的全天電費均按最低的離峰電價計算，持續 45
天，因應地方納稅人疫情期間增長的日間用電量，解除其後顧之憂。

▪

提出動議，通過臨時性增加 Employer Health Tax（EHT – 僱主醫保稅）免除額，為大約 5.7
萬名雇主减免 3.55 億元的稅款。

▪

▪
▪
▪

▪
▪

通過拓展 Low-income Energy Assistance Program（LEAP – 低收入能源補助計劃）的覆蓋範
圍，直接向安省家庭提供 900 萬元幫助其支付能源賬單，確保電力和天然氣供應不會在
COVID-19 疫情期間因欠費中斷。
提供緊急兒童看護服務，為在一綫工作的家長提供支援，例如醫護人員、警察、消防員和懲教
設施工作人員。
讓更多人能獲得 Ontario Works 的緊急援助服務，爲面臨經濟困難的人們提供財務支持，幫助
更多人在公共衛生緊急狀況期間滿足食品和房租等基本需求。
向慈善組織和非營利性社會服務機構（例如食物銀行、無家可歸者庇護所、教堂和緊急服務機
構）撥款 1.48 億加元，提升他們應對 COVID-19 疫情的能力，直接向 Consolidated
Municipal Service Managers（聯合市政服務經理） 和 District Social Service Administration
Boards（區域社會服務管理委員會）撥款，讓他們根據本地需要分配資金。
為學生提供 Ontario Student Assistance Program（OSAP – 安省學生援助計劃）貸款為期六
個月的應計利息免除，讓學生從中受惠。
提議設立新的 Corporate Income Tax Credit（公司所得稅抵免）與 Regional Opportunities
Investment Tax Credit（區域機遇投資稅務減免），幫助就業增長乏力的地區。

▪

向原住民及其社區提供額外的 2600 萬元支援資金，包括向居住在城市且需要財務支援的原住
民提供緊急援助、以及向邊遠的第一民族提供醫護人員和緊急物資的費用。

政府方案還包括通過稅收和延遲繳納向民衆與企業提供價值 100 億的紓困援助，以改善其未來數月的
現金流，具體措施包括：
▪

撥出 60 億加元，為企業提供為期五個月的利息和罰款救濟，幫助其支付大部分省政府管轄範
圍內的稅種。

▪

拿出超過 18 億元，允許市政當局暫緩向教育局繳納 6 月 30 日到期的季度教育物業稅 90 天，
此舉同時為市政當局提供了資金靈活性，使其可以允許居民和企業暫緩繳納物業稅，同時確保

▪

教育局能繼續獲得經費。
向 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Board（WSIB) 撥付 19 億元，使僱主企業可延緩繳納各
類費用六個月。

財政廳長 Phillips 說：「我們正在採取負責任的措施減輕企業和民眾負擔。這些措施結合起來可為企
業和民衆在當前的困境下釋放多達 100 億的資金流，保障就業崗位和家庭預算。」
事實速覽
▪

「2019 年 3 月經濟與財政最新情況通報」為來年提供了規劃假設。政府將在今年年內定期提

▪

供省府的財政和經濟最新展望。
省政府預計，2019-20 財年赤字為 92 億加元，相比 2019 年預算案減少了 11 億元。由於應對

▪
▪

COVID-19 疫情，政府計劃 2020-21 財年的赤字為 205 億加元。
安省政府 2020-21 財年的 25 億加元儲備金為史上最高。
政府將在 2020 年 11 月 15 日前發佈一份多年度省政府預算案。這一負責任的方案將使政府能
夠繼續評估經濟狀況，根據最新和最可靠的數據提出長期展望。

其他資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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