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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省行动计划：保护人民健康和我们的经济  

2021 Budget（2021 年预算）使安省的 COVID-19 应对资金达到$510 亿 

多伦多–今天，财政部长和国库委员会主席 Peter Bethlenfalvy 发布了安省行动计划：保护人
民健康和我们的经济（Ontario’s Action Plan: Protecting People’s Health and Our Economy）。

2021 Budget 是安省应对 COVID-19 的下一个阶段，也是政府在疫情期间发布的第二个预算。 

财政部长 Bethlenfalvy 说：“没有健康的人民就没有健康的经济”。“在过去的一年，我们一

直关注于保护人民不受 COVID-19 影响。未来还有很多挑战。但随着疫苗被分发到安省的每一

个角落，希望也出现了。我们已经准备好结束我们一年前开始的工作。” 

2021 Budget 建立在政府应对全球瘟疫的史无前例的投资额基础之上，投入$163 亿加元保护

人民的健康，投入$233 亿加元保护我们的经济。安省的 COVID-19 行动计划支持现在总额达

到 510 亿加元。   

财政部长 Bethlenfalvy 说：“最终我们将战胜瘟疫。在未来的几个月里，而不是几年里。”

“通过安省全体人民(Team Ontario)的勤奋努力和牺牲，我们将达到那一天。我们的政府将竭

尽全力履行我们保护人民健康和工作的承诺。当疫情最终结束时，我充满信心，安省人民将

释放创造就业、繁荣经济和建设更强大安省所必需的经济增长动力。” 

保护人民的健康（Protecting People’s Health）是 2021 Budget 的第一大支柱。它包括战胜

COVID-19、解决长期护理中心问题和关爱人民的各种措施。  

财政部长 Bethlenfalvy 说：“疫苗是我们结束疫情的希望，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在疫苗到达安

省时立即将它们分发给人民”。“我们将继续在自疫情以来创纪录的投资基础上，在当前和

长期内，继续投资于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以创造更多的病床，建设和改善医院，增加测试

并解决长期护理中心问题。” 

安省战胜 COVID-19 计划的亮点：  

 为了使安省每一个想注射疫苗的人民都注射疫苗，安省已经为全省疫苗计划准备了 10 亿多

加元的资金。安省还准备了 23 亿加元用于测试和联系追踪，使重新回到工作场所、企业和

社区变得更加安全。  

 为了保护一线医护人员和易感染人群，安省已提供 14 亿加元用于个人防护设备，其中包括

超过 3.15 亿个口罩和 12 亿多只手套。  

 为了确保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每个需要医院护理的人都可以使用病床，自疫情开始

以来，政府将额外投资 51 亿加元支持医院，增加 3,100 多张病床。这包括在 2021-22 年度

投资 18 亿加元用于继续为 COVID-19 病人继续提供护理，解决积压的手术案例、并继续满

足病人的需要。 

https://budget.ontario.ca/2021/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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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省解决长期护理中心问题的亮点： 

 为了解决数十年来的疏忽并帮助那些等待进入长期护理设施的人们，安省将在四年内追加

投资 9.33 亿加元，总计 26 亿加元，以支持建造 30,000 个新的长期护理床位。安省还将在

未来四年中投资 2.46 亿加元，以改善现有房屋的生活条件，包括确保房屋装有居民空调，

以便亲人能够舒适、安全、有尊严和尊重地生活。  

 为了保护长期护理中心的亲人免受致命 COVID-19 病毒的侵害，安省将在 2021-22 年间再投

资 6.5 亿加元，使自疫情开始以来用于保护易感染人群的总投资额超过 20 亿加元。 

 为了确保亲人获得加拿大最优质的护理，安省将在四年内投资 49 亿加元，将长期护理设施

中的平均每日直接护理时间，增加到四个小时，并雇用超过 27,000 个新职位，其中包括个

人护理人员（personal support worker - PSW）和护士。  

安省关爱人民计划的亮点： 

 为了满足对更多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安省正在投资以支持历史悠久的医院扩建和建设项

目，包括在 William Osler Health System 的 Peel Memorial 医院设立新的住院楼，并正在计划

在 Windsor-Essex 建立一家新的地区医院。  

 为了帮助成千上万在心理健康和成瘾问题上苦苦挣扎的人，安省在 2021-22 年间提供了

1.75 亿加元的额外资金，这是 10 年来 38 亿加元历史性投资的一部分，旨在为需要它的每

个人提供更多更好的护理。  

了解有关安省保护人民健康计划的更多信息。 

 

保护我们的经济（Protecting Our Economy）是 2021 Budget 的第二大支柱。它概述了安省支持

家庭、工人和雇主的计划。 

财政部长 Bethlenfalvy 说：“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对工人、家庭和企业主造成了损失，但是毫

无疑问，它们挽救了生命”。“我们对他们所做的牺牲感激不尽。我们正在采取进一步措

施，向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人提供额外的救济和支持，包括向父母提供第三轮直接付款，增加

一倍 Ontario Small Business Support Grant（安省小企业支持补助金），并帮助工人支付培训费

用。” 

安省支持工人和家庭计划的亮点： 

 为了帮助工人支付培训费用，政府提议在 2021 年新增 Ontario Jobs Training Tax Credit（安省

就业培训税收抵免）。它将为每个接收者提供最多 2,000 加元，以支付 50％的合格费用，

到 2021 年，总计约 2.6 亿加元用于支持约 23 万人。 

https://budget.ontario.ca/2021/healt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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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帮助因疫情而面临新压力和新支出的家庭节省更多的钱，政府将提供第三轮付款，通

过 Ontario COVID-19 Child Benefit（安省 COVID-19 儿童福利金）支持父母，自去年 3 月以来

总计 18 亿加元。此轮的付款将增加一倍，每个孩子为 400 加元，每个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为

500 加元，这意味着，有三个年幼孩子（其中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家庭将在第三轮支付后

总共获得 2600 加元。  

 为了支持父母承担托儿费用，并帮助他们重返工作岗位，政府提议将 2021 年的 CARE Tax 

Credit（CARE 税收抵免）提高 20％。这将使支持平均从 1,250 加元增加到 1,500 加元，为

超过 300,000 个家庭的儿童保育费用提供大约 7,500 万加元的额外支持。 

安省支持就业计划的亮点： 

 为了帮助因保护人们免受 COVID-19 的侵害而受必要限制措施影响最大的小型企业，安省正

在向符合条件的受助人提供第二轮 Ontario Small Business Support Grant。通过第二轮支持，

至少有 10,000 加元至 20,000 加元的补助金形式，大约 120,000 个小企业将自动从额外的

17 亿加元减免中受益，这笔补助金提供的估计支持总额达到了 34 亿加元。  

 为了支持在 COVID-19 疫情中受影响最严重的安省的旅游、酒店和文化产业，安大略省将在

未来三年内再投资 4 亿加元，以支持这些行业的新计划。这是在先前宣布的 2.25 亿加元投

资的基础上，自疫情开始以来，总投资额已超过 6.25 亿加元。 

 为了将家庭、企业和社区连接到宽带（COVID-19 疫情期间证明是必要的，而非奢侈），安

大略省将投资 28 亿加元，从 2019-20 年度开始的六年内，该省的总投资将达近 40 亿加

元。  

安省支持社区计划的亮点： 

 为了支持因 COVID-19 造成的额外费用而苦苦挣扎的基于信仰和文化的组织，安省将提供高

达 5,000 万加元的补助金，用于资助符合条件的组织。  

 为了支持安省的 444 个直辖市（它们是省政府战胜 COVID-19 的主要伙伴），政府将在

2021 年提供近 10 亿加元的额外财政援助，以帮助保留重要的公共服务和支持经济复苏。  

了解更多有关安省保护经济计划的信息。 

速览 

 与世界其它经济体一样，安省经济也深受 COVID-19 疫情影响。据估计，安省的真正国内生

产总值(GDP)在 2020 年已经下降了 5.7%。随着经济的复苏，我们预计，安省的真正 GDP 和

就业都会在 2022 年初超过它们疫情前的水平。  

 安省预计在 2020-21 财年的赤字为 385 亿加元。从中期来看，政府预计财政赤字会逐渐降

低，2021-22 财年为 331 亿加元，2022-23 财年为 277 亿加元,2023-24 财年为 202 亿加元。  

 为了使高度的经济不确定性透明化，2021 Budget 包括了未来几年经济可能采取的“更快的

增长和更慢的增长”方案，并说明了对安大略省财政的可能影响。  

https://budget.ontario.ca/2021/econom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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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资源 

2021 年预算 — 安省行动计划：保护人民健康和我们的经济  

阅读安省行动计划亮点：保护人民健康和我们的经济  

保护人民健康  

保护我们的经济  

经济和财务概述  

阅读财政部长给立法机构的声明 

2020 年安省预算 — 安省行动计划：保护、支持、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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