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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省 2022 年秋季经济报告在经济不确定和全球通胀时期出台 

多伦多 — 今天，财政部长 Peter Bethlenfalvy 发布了 2022 年安省经济展望和财政评论 – 安省建设计

划（Ontario’s Plan to Build）：有关发展的最新消息。其中破天荒头一次包括了政府有关安省建设计

划的发展报告，以及新的有针对性的措施，提出建设经济的计划、解决安省劳动力短缺问题并帮助家

庭和企业降低成本。 

政府还提供了安省经济和财政前景的最新信息，强调其计划如何有弹性、如何负责任，使安省置于不

败的地步，在世界面临高通胀和涌现出的经济挑战时，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 

“我们在一起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Bethlenfalvy 部长说。“从吸引投资创造好的工作机会，到

培训数以千计的技术工人、帮助家庭降低发生活成本，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展。在我们渡过这些个不

确定的经济时期的同时，我们的政府也在通过新的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加强计划，支持家庭、老年人和

小企业渡过难关。” 

推动政府计划进行的针对性措施包括的要点： 

• 启动自愿性清洁能源信贷登记，以提高竞争力、吸引就业并为企业提供更多选择，以实现拟议立法

所支持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 在未来三年为安省的小企业提供 1.85 亿加元的所得税减免，通过延长拟议中的逐步取消小企业税

率的计划，使约 5,500 家小企业受益。  

• 在所有批准了小企业地产子类的城市中，小企业的地产税减免会自动匹配。 

• 通过将收入免税额从每月 200 加元增加到 1,000 加元，使依靠 ODSP 补助的残障人士可以将更多自

己挣的钱留下自用。这将使目前在工作的大约 25,000 人能够留下更多收入自用，并可鼓励其他多

达 25,000 人参加工作。 

• 计划从 2023 年 7 月开始，每年根据通货膨胀来调整严重残疾儿童援助计划(Assistance for Children 

with Severe Disabilities)的每月金额上限。 

• 从 2023 年 7 月开始，为帮助低收入残障人士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计划每年根据通货膨胀来

调整安省残障人士补助 (Ontario Disability Support Program, ODSP)中的基本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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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22-23 财年追加投资 4000 万加元，总额达到 1.45 亿加元，为技能发展基金(Skills Development 

Fund)提供最新一轮资金；该基金已经帮助超过 393,000 人在热门行业的职业生涯中有了新的发展。 

• 从 2023-24 财年开始，在两年内额外投资 480 万加元，以扩大双学分计划(Dual Credit program)，鼓

励更多高中生从事技术行业或幼儿教育。 

• 提议延长削减汽油税和燃油税率，使汽油和燃料（柴油）的税率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保持在

每升 9 分。  

• 为帮助安省约 20 万名收入最低的老年人应对上涨的费用，提议从 2023 年 1 月开始，所有正在接受

Guaranteed Annual Income System（年收入保障系统）的人，为他们加倍支付，为期 12 个月；2023

年每人最多可增加近 1,000 加元收入。 

• 提议扩大 Ontario Production Services Tax Credit（安省制片服务税收抵免）的有关支出，包括场地

费，以帮助吸引国内外电影和电视到安省制作，并激励他们在安省社区进行更多的外景拍摄。  

Bethlenfalvy 部长说：“我们正处于通货膨胀加剧的时期，通胀推高了日常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使家

庭预算紧张。”“但我对安省经济、安省工人和安省人民的坚韧不拔充满信心。我仍然对我们政府计

划保持财政灵活性充满信心，因此我们在为未来进行建设的同时，现在可以为人民和企业提供有针对

性的支持。”  

政府有史以来的首份安省建设发展报告（Building Ontario Progress Report）的要点： 

• 在过去两年中，吸引了全球汽车制造商和电动汽车电池及电池材料供应商在安省做的变革性汽车投

资 160 亿加元。 

• 在过去的一年里吸引了 25 亿加元的投资，用于支持钢铁行业的转型，并帮助安省成为世界领先的

低碳钢生产者。 

• 通过降低工资成本和提供电价减免等行动，2022 年为安大略省企业提供大约 87 亿元的成本节约和

支持，其中 40 亿元用于小企业。 

• 通过安省有史以来的首个关键矿产战略(Critical Minerals Strategy)和近 10 亿加元的承诺来帮助重要的

老式基础设施重生，例如建设通往 Ring of Fire 的全天候道路，从而释放关键矿产的经济潜力，包括

Ring of Fire 中的那些矿产。 

• 继续支持技术行业，安省在 2018 年至 2020 年间学徒计划有超过 71,700 人新增注册、颁发了超过

25,000 个学徒证书(Certificates of Apprenticeship)和 5,600 个资格证书(Certificates of Qualification)。 

• 自 2020 年以来，增加了 11,700 多名医护人员，包括护士和私人护工；以及超过 800 名在国外受过

教育的护士，通过政府资助的项目成为安省的注册持证护士。 

• 未来 10 年将投入约 251 亿加元用于高速公路扩建和修复，以连接社区、解决交通堵塞并保持货物

和人员在全省流动，包括建设 Highway 413 和 Bradford Bypass，以及扩建 Highway 401。 

事实一览 

• 由于全球经济状况仍然不确定，原因是有政府无法控制的多种因素推动，政府研究了较快速增长和

较慢速增长两种情况，即未来几年经济可能的发展情景，为不同经济情景会如何影响安省财政提供

更多的透明度。 

• 鉴于经济持续不确定性和财政面临的挑战，政府致力于消除安省的结构性赤字，并加倍努力使安省

的财政恢复平衡。 

• 政府现在预计 2022-23 财年将出现 129 亿加元的赤字，比 2022 年预算中公布的少近 70 亿加元。 



• 从中期来看，政府预计 2023-24 财年的赤字将减少 81 亿加元，2024-25 财年将减少 7 亿加元。包括

2022-23 财年在内，与 2022 年预算相比，赤字预计累计改善 181 亿加元，借贷需求累计减少 261

亿加元。 

其它资源 

2022 年安省经济展望和财政评论 – 安省建设计划：有关发展的最新消息  

请阅读背景： 经济和财务概述  

请阅读安省建设计划：有关发展的最新消息  

详细了解政府降低成本的计划以及政府何时提供救济 

请阅读 2022 年预算： 安省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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