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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繁荣富强的安大略省 

2023 年 3 月 23 日 

《2023 预算案》为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复苏提出了方案 

多伦多 — 今天，财政部长 Peter Bethlenfalvy 发布了安省的《2023 预算案：建设繁荣富强的安大略 
省》。以负责任、有针对性的方法在今天为大众和企业提供帮助，同时为子孙后代奠定繁荣的财政基 
础，这样一个方案引导着我们度过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时期。 

“安省的经济在持续复苏，但前面的道路依然不明朗，”Bethlenfalvy 部长说。“我们政府有战胜这 
些挑战的正确方案。我们不断建设安大略省，这样我们就能拥有面向未来的繁荣经济和支持全省经济 
增长所需的基础设施。” 

政府的方案是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通过降低成本、加快建设关键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吸引更多就业和 
投资来帮助企业、家庭和工人来推动经济增长。亮点包括：  

• 推出新的 Ontario Mad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Tax Credit（安省制造制造业投资税收抵 
免），规定 10% 的 Corporate Income Tax credit（企业所得税抵免）可以返还，以帮助本省制造 
商降低成本，将投资用于工人、创新，从而提高竞争力。 

• 推进安省的关键矿产战略（Critical Minerals Strategy），支持安省北部的工业、资源和工人与 
安省南部的制造业之间更好的供应链联系，包括以安省为基地生产电动汽车 (EV) 和电池。政 
府将在 2023-24 年额外投资 300 万加元和 2024-25 年额外投资 300 万加元在安省初级勘探计划 
（Ontario Junior Exploration Program）上，以帮助更多公司寻找潜在的矿藏并吸引进一步投资 
到这一欣欣向荣的行业。政府还在继续建设通往 Ring of Fire 的道路。 

• 甚至在 Volkswagen AG 的子公司最近宣布在安省的 St. Thomas 建立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工厂之 
前，已经吸引了全球汽车制造商和电动汽车电池和电池材料供应商超过 160 亿加元的投资， 
使安省成为电动汽车供应链的全球领导者。  

• 通过开始建设关键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横跨未来 Bradford Bypass 的桥梁、Kitchener 和 Guelph 

之间新 Highway 7 的下一阶段建设、继续从 Pickering 开始拓宽到安省东部的 Highway 401，以 
及推进建设 Highway 413 的计划，继续缓解交通堵塞、创造就业机会和将社区连成一片。 

• 在 2023-24 年为技能发展基金（Skills Development Fund）提供 2.24 亿加元的新资金，以利用 
私营部门的专业知识并扩大培训中心，包括工会培训中心，为工人提供更方便、更灵活的培 
训机会。  

• 在三年内额外拨款 2500 万加元加强安省移民提名计划（Ontario Immigrant Nominee 

Program），以吸引更多技术工人到安省工作，包括技术行业急需的专业人员。  

通过为工人服务、降低成本并提供更好的服务，每个人都将有机会参与安省的方案并从中受益。亮点 
包括：  

https://budget.ontario.ca/2023/index.html


• 为了推进双站点项目在多伦多和 Peel 的建设，额外投资 960 万加元用于加速项目开发，为下 
一轮批准打下基础，从而在 Runnymede Healthcare Centre 的 First Responders Wellness and 

Rehabilitation Centre（急救人员健康和康复中心）为经历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其他并发精神健康 
障碍的急救人员提供全面、连续的护理。 

• 通过提议修改以扩大 Guaranteed Annual Income System （年收入保障系统, (GAINS)） 制度，从 
2024 年 7 月开始，另外有 10 万名老年人符合该制度资格，并且福利每年都会根据通货膨胀进 
行调整，为更多老年人提供财务援助。 

• 呼吁联邦政府对所有新的大型专用出租住房项目推迟征收 Harmonized Sales Tax（统一销售税, 

(HST)），以解决持续的住房负担能力危机。安省将支持这一措施，因为这将有助于激励建造 
更多的出租房屋，同时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鼓励经济发展和支持增长。  

• 每年在无家可归预防制度(Homelessness Prevention Program)和原住民支持性住房制度 
(Indigenous Supportive Housing Program)中额外投资 2.02 亿加元，用于援助性住房，以帮助那 
些正在经历或有可能成为无家可归者、因心理健康和药物滥用而受苦的人、那些逃离家庭暴 
力的人，并支持社区组织提供援助性住房。  

• 通过在三年内额外投资 3300 万加元，从 2023 年开始增加 100 个本科生席位，帮助更多的安 
省学生成为医生；以及从 2024 年开始增加 154 个研究生医学培训席位，优先提供给在国内外 
接受过培训的安省居民。安省居民也将继续优先获得本省医学院的本科学习机会。 

• 从 2023 年秋季开始，扩大允许药剂师为更常见的疾病开非处方药的制度，包括轻度至中度痤 
疮、口腔溃疡、尿布皮炎、酵母菌感染、蛲虫和线虫，以及孕期恶心和呕吐。  

• 在三年内额外提供 4.25 亿加元，让更多的人获得心理健康和成瘾服务，包括为卫生部资助的 
社区心理健康和成瘾服务部门增加 5%的基本资助。  

• 延续《2022 预算案》的承诺，在三年内投资 10 亿加元，让更多人在舒适的家中和社区获得护 
理。政府现在正在加速投资，以在 2023-24 年将资金提高到 5.69 亿加元，其中近 3 亿加元用 
于支持提高合同费率，以稳定家庭和社区护理人员队伍。这笔资金还将扩大家庭护理服务， 
提高护理质量，使人们更容易、更快地获得护理。  

• 对于脱离儿童福利系统的青少年，通过在三年内投资 1.7 亿加元支持“万事俱备”项目(Ready, 

Set, Go program)，帮助他们通过掌握生活技能实现经济独立，支持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培训和 
找到就业途径，从长远方面改善他们的生活。 

“经过我们深思熟虑，以透明公开的方式，制定了平衡预算的方案，同时为全安省的家庭、工人和企 
业提供支持，”Bethlenfalvy 部长说。“我们将继续采用这种方法，建设一个不仅在今天、而且在未 
来都让本省人民，引以为骄傲的安大略省。一个繁荣富强的安大略省。” 

政府还提供了安省经济和财政前景的最新情况，制定了方案，在 2024-25 年平衡预算，比上一份预算 
案中的预测提前了三年。 

事实一览 

• 安大略省 2022-23 年的赤字预计为 22 亿加元，比《2022 预算案》中公布的预测要少 177 亿加 
元，比《2022-23 年第三季度财政报表》中公布的预测要少 44 亿加元。 

• 政府预计 2023-24 年的赤字为 13 亿加元，并有望在 2024-25 年实现 2 亿加元的盈余，比 
《2022 预算案》中的预测提前三年。政府还预计 2025-26 年的盈余为 44 亿加元。虽然这个最 
新情况令人鼓舞，但严重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 安省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在 2022 年估计增长了 3.7%，预计 2023 年将增长 0.2%，2024 年将增 
长 1.3%，2025 年将增长 2.5%，2026 年将增长 2.4%。出于审慎财政规划的考虑，这些预测略 
低于私营部门预测的平均水平。 

• 2022-23 年的净债务与 GDP 的比率预计为 37.8%，为 2011-12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中期展望 
中，安省的净债务与 GDP 的比率目前预计如下：在 2023-24 年为 37.8%，在 2024-25 年为 
37.7%，在 2025-26 年下降至 36.9%。 

其它资源 

请看《2023 年预算：建设繁荣富强的安大略省》  

请看《政府规划亮点》 

请看《经济和财政概览》 

请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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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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