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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安大略省
省府發佈 2021 年秋季經濟形勢陳述
Toronto - 今天，財政廳長 Peter Bethlenfalvy 發佈了《2021 年安大略省經濟展望和財政審議：
建設安大略省》（2021 Ontario Economic Outlook and Fiscal Review：Build Ontario）。該計劃闡
述了政府將透過建設關鍵基礎設施，吸引更多投資，以及恢復汽車製造業和其他行業的領導
地位，為安省的復甦和繁榮奠定基礎。該計劃還能保障安大略省在對抗 COVID-19 大流行方面
取得的進展。
Bethlenfalvy廳長說：「在繼續保護來之不易的抗疫成果的同時，政府正制定計劃，向前展
望，為安省的家庭、勞工和企業建設一個更美好、更光明的未來。透過開發北部的關鍵礦
產，利用製造業產能並建設關鍵基礎設施，該計劃將推動經濟復甦，促進安省各地全面繁
榮。」
保障抗疫成果：-政府制定計劃，打造醫療及長期護理系統醫療及長期護理系統，提供省民應
享有的優質護理服務。
重點包括：
•

為了增強醫療和長期護理行業的人力，安大略省正在投資 3.42 億加元，從 2021-22 年度開
始，增加 5000 多名新的高技能註冊護士和註冊執業護士，以及 8000 名個人看護。此外，
安大略省正在投資 5760 萬加元，從 2022-23 年度開始，在長期護理部門僱用 225 名執業護
士。

•

為了幫助住院病人在家中繼續修養和康復，本省將在三年內額外投資 5.485 億元，以擴大
家庭和社區護理的規模。這筆資金每年將支援多達 28,000 名急性期後的外科病患和 21,000
名有複雜健康狀況的病患。

•

為了支援全省醫療和長期護理人員的身心健康，政府將從 2021-22 年度開始，在兩年內投
資 1240 萬加元，以幫助他們能繼續快速地獲得現有及經過擴充的心理健康和成癮防治服
務。

•

為了確保長期照護機構住戶的安全，政府將在三年內額外提供 7230 萬加元，提高執法能
力，包括在 2022-23 年度之前將全省的檢查員人數增加一倍。這將使安大略省檢查員與照
護機構比例成為加拿大最高。

建設安大略省：政府計劃開建更多高速公路、醫院、住房和高速網路，打造安大略省的未
來。透過這些投資，政府將擴充醫療能力，為安省北部的關鍵礦產資源提供通道，並減少交
通堵塞，節省民眾時間。
重點包括：
•

為了建設、擴建和維修安大略省的公路和橋樑，創造就業機會並刺激經濟增長，政府已為
2021-22 年度投資了大約 26 億加元的資金，以支援安大略省公路計劃（Ontario Highways
Program），其中包括 580 多項建設、擴建和修復工程。作為高速公路計劃的一部分，政府
已承諾提供資金，建設和推進 「Bradford Bypass」工程和 413 號公路。

•

省府與北部和第一民族社區合作，創造就業機會，開發關鍵礦產，並為安大略省北部創造
經濟繁榮。省府已承諾提供近 10 億加元，支援規劃並建設一個全年暢通的公路網以及其他
工程，為北部偏遠地區的第一民族提供一條通往繁榮的走廊。加拿大聯邦政府必須加緊努
力，配合安大略省在這個關鍵計劃上的承諾。

•

作為對各市鎮所表達需求的回應，省政府將其對安省社區基礎設施基金計劃（Ontario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Fund program）的年度投資增加一倍。這筆額外的 10 億加元的多
年投資，將使從 2021-22 年度開始未來五年的投資總額達到近 20 億加元，為 424 個小型、
農村和北部社區提供確定性和可預測的資金來源，以便他們能夠建設和維修道路、橋樑以
及生活用水和汙水處理基礎設施。

•

為了在 2025 年底前讓安大略省所有地區都能使用可負擔、穩定可靠的高速互聯網，省府作
出了在六年內提供近 40 億加元的歷史性承諾。

•

-為了解決已被忽視數十年的問題，並幫助那些等待進入長期照護機構的人士，安大略省計
劃從 2024-25 年度開始額外投資 37 億加元，以增設 10,000 張新的長期護理床位，並將
12,000 張現有床位升級到現代設計標準。這將使自 2019 年春季以來的總投資達到 64 億加
元——這是一項歷史性的投資，到2028年，全省將有超過 3 萬張新床位和大約 2.8 萬張升級
的長期護理床位。

•

為了因應民眾對醫療保健系統日益增長的需求，安大略省在未來 10 年投資 302 億加元，用
於建設、擴大並提升醫院設施，這項歷史性的承諾可確保人們能夠在自己的社區獲得所需
的護理。

為勞工效力：政府希望工人在競爭中取得優勢，而不是落入下風。這就是為什麼政府推出了
一項計劃，提議提高最低工資，提供資金讓工人能夠學習新技能，並吸引對關鍵礦產、汽車
製造和其他行業的投資，創造高薪工作，為安省打造勞工隊伍。
重點包括：
•

為了保障勞工權益，政府提議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將一般最低工資提高至每小時 15 元，
並取消酒類服務員的特殊最低工資標準，將其提高到一般最低工資的標準。

•

為了加強安大略省作為北美負責任採購關鍵礦物主要轄區之一的地位，省府已宣布將制定
第一份關鍵礦物戰略（Critical Minerals Strategy）。本省豐富的重要礦產將有助於確保新的
電動汽車技術等投資，並為安省工人開創新的機會。

•

為了保護並創造汽車行業的就業機會，本省已經從主要汽車製造商那裡獲得了 56 億加元的
投資承諾，保障電動汽車供應鏈的產能。

•

為了應對日益激烈的投資競爭和供應鏈挑戰，安大略省正在全省範圍內新建一個價值 4000
萬加元、為期兩年的先進製造業和創新競爭力流（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Innovation
Competitiveness stream），這也是區域發展計劃（Reg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的一部
分。

•

為了幫助勞工獲得好的崗位，安大略省將從 2021-22 年度開始，在三年內為熟練工種戰略
（Skilled Trades Strategy）額外投資 9030 萬加元。新舉措主要包括舉辦一個技術行業職業展
覽會，以及加強安省青年學徒計劃（Ontario Youth Apprenticeship Program）和學徒前培訓
計劃（Pre-Apprenticeship Training Program）。

•

為了給工人提供更多的培訓機會，政府提議將 Ontario Jobs Training Tax Credit （安省就業培
訓稅收抵免）延長至 2022 年。2022 年的稅收抵免延期估計將為約 24 萬人提供 2.75 億元的
支援，平均每人 1150 元。

•

為了支援那些需要培訓才能找到工作的工人，省府將在 2021-22 年額外投資 500 萬加元，
以擴大第二職業計劃（Second Career program）。

•

為了幫助旅遊業和酒店業復甦，並鼓勵安大略省的家庭探索本省風光，政府建議在 2022 年
推出新的臨時性 Ontario Staycation Tax Credit（安大略省旅宿稅收優惠）。這項優惠估計將
提供 2.7 億加元，惠及超過 150 萬個家庭，幫他們進一步探索安省的風土人情。

•

為了保護安省勞工免受剝削和販運，政府將在 2021-22 年投資 110 萬加元，成立一個專門
的官員團隊，對臨時援助機構和招聘移工的人士進行重點檢查。該試點計劃將有助於保護
那些最脆弱和最邊緣化的勞工。

Bethlenfalvy 廳長說：「安大略省人民的精神見證安省度過了疫情最糟糕的日子，也將幫助我
們迎接一個更光明、更繁榮的未來。政府推行的是負責任、審慎的計劃，有利於由增長驅動
的經濟和財政復甦。這是一個保護防疫成果、面向未來並保障勞工權益的計劃。」

事實速覽
•

《2021 年安大略省經濟展望和財政審議：建設安大略省》是政府自疫情開始以來的第七次
財政更新。政府致力於定期提供安大略省的財政情況更新，即使在這個不確定的經濟時
期。這是政府由經濟增長所驅動的復甦計劃的一部分。

•

安省的經濟正從 COVID-19 的影響中恢復，並準備繼續增長。2021-22 年度，政府預計赤字
為 215 億加元，比 2021 年預算案中公佈的預期減少了 116 億加元。這一改善反映了更為強
勁的經濟增長前景以及 COVID-19 對本省財政影響的最新資訊。

•

從中期來看，政府預測 2022-23 年的赤字為 196 億加元，2023-24 年的赤字為 129 億加元，
相比 2021 年預算案中提出的預期分別減少了 81 億加元和 72 億加元，呈穩步下降趨勢。

•

鑑於 COVID-19 造成的不確定性，安省將繼續保持靈活性，將資源部署在最需要的地方，並
透過 COVID-19 限時資金（COVID-19 Time-Limited Funding）支援進一步的復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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