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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安省
安省发布 2021 年金秋经济公报
多伦多—今天，Minister of Finance Peter Bethlenfalvy 发布了 2021 年安省经济展望和财政评论：
建设安省。该计划阐述了政府将如何通过建设关键基础设施、吸引更多投资和恢复在汽车制
造和其他行业的领导地位，为安省的复苏和繁荣奠定基础。该计划还保护安省在应对 COVID19 疫情方面取得的成果。
Bethlenfalvy 部长说：“在我们继续保护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的同时，我们的政府期待着我们
的计划，为安大略省的家庭、工人和企业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光明的未来。”“通过开发北
部的关键矿产，利用我们的制造能力以及建设关键基础设施，我们的计划将推动我们省每个
地区的经济复苏和繁荣。”
保护我们的成果：政府计划建立一个健康的，长期护理系统，为我们所爱的人提供应有的护
理质量。
亮点包括：
•

为了加强健康和长期护理劳动力，安省将从 2021-22 年开始投资 3.42 亿，以增加超过
5,000 名新的和技能提升的注册护士和注册实习护士以及 8,000 名个护人员。此外，安省还
将从 2022-23 年开始投资 5,760 万加元，在长期护理领域雇用 225 名执业护士。

•

为了帮助住院患者在最舒适的家中康复，省府将在三年内额外投资 5.485 亿，以扩大家庭
和社区护理。这笔资金每年将支持多达 28,000 名急性手术后患者和 21,000 名患有复杂病症
的患者。

•

为了支持全省卫生和长期护理工作者的心理健康和福祉，政府将从 2021-22 年开始的两年
内投资 1240 万加元，以继续快速获得现有和扩大的心理健康和戒毒支持。

•

为确保长期护理居民的安全，政府将在三年内额外提供 7,230 万加元以提高执法能力，包
括到 2022-23 年将全省检查员的人数增加一倍。这将使安省的检查员与长期护理院的比率
成为加拿大最高的。

建设安省: 政府计划通过建设高速公路、医院、住房和高速互联网建设安省的未来。通过这些
投资，政府将扩大我们的医疗保健能力，提供安省北部重要矿产资源的获取途径，并减少司
机在交通拥堵中花费的时间，以便他们有更多时间与朋友和家人在一起。
亮点包括：
•

为了建设、扩建和维修安省的高速公路和桥梁，创造就业机会和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已在
2021-22 投资了约 26 亿的资金，以支持安省高速公路计划，其中包括 580 多个建设、扩建
和修复项目。作为高速公路计划（Highways Program）的一部分，政府已承诺资助建设和推
进 Bradford 旁道（Bradford Bypass）和 413 号高速公路（Highway 413）。

•

为了与北部和原住民社区合作创造就业机会，释放关键矿产并为安省北部带来经济繁荣，
安省已承诺投入近 10 亿支持全季节道路网络的规划和建设，以及其他这些项目将为偏远的
北部原住民提供通往繁荣的走廊。加拿大政府必须加强并配合安省在这个关键项目中的承
诺。

•

安省政府正在通过将安省社区基础设施基金计划(Ontario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Fund
program)的年度投资增加一倍来响应市政当局表达的需求。这项额外的 10 亿多年期投资将
使总投资在 2021-22 年开始的未来五年内达到近 20 亿，为 424 个小型农村和北部社区提供
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以便他们能够建造和维修道路、桥梁以及供水和污水处理基础设施。

•

为了在 2025 年底之前为安省的所有地区提供负担得起的、可靠的高速互联网，该省做出了
在六年内投入近 40 亿的历史性承诺。

•

为了解决数十年来的忽视问题并帮助那些等待进入长期护理的人，安省计划从 2024-25 年
开始再投资 37 亿，以净增 10,000 张新的长期护理床位，并将 12,000 张现有床位升级为现
代设计标准。这将使自 2019 年春季以来的总投资达到 64 亿——这是一项历史性的投资，
到 2028 年将使全省新增 30,000 多张新床位，并升级约 28,000 张长期护理床位。

•

为了支持对医疗保健系统不断增长的需求，安省将在未来 10 年投资 302 亿来建设、扩建和
加强医院，这是一项历史性的承诺，以确保人们能够在其社区获得所需的护理。

为工人工作：政府希望工人竞相向上，而不是竞相向下。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计划通过提议提
高最低工资、提供资金让工人学习新技能以及吸引对关键矿产、汽车制造和其他行业的投资
来创造高薪工作，来建立安省的工人的计划。
亮点包括：
•

为了支持工人，政府提议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将一般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并通过
将其提高到一般最低工资来取消酒类服务人员的特殊最低工资率。

•

为了加强安大略作为北美负责任采购关键矿产的首要管辖区之一的地位，该省宣布了制定
其首个关键矿产战略(Critical Minerals Strategy)的计划。安省丰富的关键矿产将有助于确保
新电动汽车技术等投资，并为安省工人创造新机会。

•

为了保护和创造汽车行业的就业机会，安省已从主要汽车制造商那里获得了 56 亿的电动汽
车供应链能力投资承诺。

•

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投资竞争和供应链挑战，安省正在创建一个新的全省两年期$4000 万
加元的先进制造和创新竞争力流(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Innovation Competitiveness
stream)，这是区域发展计划的一部分。

•

为了帮助工人找到好工作，安省将从 2021-22 年开始的三年内额外投资 9030 万加元用于技
术贸易战略(Skilled Trades Strategy)。主要的新举措包括创建技术行业招聘会以及加强安省
青年学徒计划(Ontario Youth Apprenticeship Program)和学徒前培训计划(Pre-Apprenticeship
Training Program)。

•

为了给工人提供更多培训机会，政府提议将 Ontario Jobs Training Tax Credit（安省就业培训
税收抵免）延长至 2022 年。2022 年的信贷扩展将为大约 240,000 人提供估计 2.75 亿的支
持，平均每人为$1,150。

•

为了支持需要培训才能找到工作的工人，该省将在 2021-22 年额外投资 500 万加元，以扩
大第二职业计划(Second Career program)。

•

为了帮助旅游业和酒店业复苏，并鼓励安大略省的家庭探索该省，政府提议在 2022 年实施
一项新的 Ontario Staycation Tax Credit(安省省内嘉年华税收抵免)。该信贷预计将提供 2.7 亿，
以支持超过 1.5 万个家庭进一步探索安省。

•

为了保护安省工人免受剥削和劳动力贩运，政府将在 2021-22 年投资 110 万加元，以支持
一个专门的官员团队对临时帮助机构和移民工人招聘人员进行重点检查。该试点项目将有
助于保护一些最弱势和边缘化的工人。

Bethlenfalvy 部长说：“让我们省度过疫情最糟糕日子的品质——安大略人民的精神——将使
我们看到更光明、更繁荣的未来。”“我们的政府有一个负责任和审慎的计划，为由增长驱
动的经济和财政复苏创造条件。这是一个保护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为未来建设并为实现这
一切的工人工作的计划。”

速览
•

2021 年安省经济展望和财政评论：建设安省是自疫情开始以来政府的第七次财务更新，突
显了即使在这个不确定的经济时期，政府也致力于定期提供安省的财务信息。这是政府由
经济增长驱动的复苏计划的一部分。

•

安省的经济正在从 COVID-19 疫情的影响中复苏，并有望继续增长。对于 2021-22 年，政府
预计赤字为$215 亿，比 2021 年预算中公布的预估值低 116 亿。这一改善反映了更强劲的
经济增长前景，以及有关 COVID-19 疫情对该省财政影响的最新信息。

•

从中期来看，政府预计 2022-23 年和 2023-24 年的赤字将稳步下降 196 亿和 129 亿，相对
于 2021 年预算中提出的预估值分别增加 81 亿和 72 亿。

•

鉴于 COVID-19 疫情的不确定性，本省将继续保持灵活性，在最需要的地方部署资源，并通
过 COVID-19 限时资金支持进一步的恢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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