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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厅

2019 年预算创造更多机遇，为民众打造更美好生活
VICTORIA – 2019 年预算案面向 18 岁及以下青少年推出全新的卑诗儿童机会福利金（B.C.
Child Opportunity Benefit），免除卑诗学生贷款的利息，针对企业实施减税优惠，并对清
洁能源和气候变化应对解决方案进行投资，这些举措为全体卑诗居民带来了机遇。
2019 预算案对民生进行了历史性的投资，并且将在接下来三年中实现财政预算平衡，具
体计划是：2019-20 年度财政方案盈余 2.74 亿元，2020-21 年度财政方案盈余 2.87 亿元，
2021-22 年度财政方案盈余 5.85 亿元。
财政厅长詹嘉路(Carole James)说：“上届政府的施政只注重社会上层人士，罔顾基层民
生，卑诗民众长期以来颇感生活不易。 2019 年预算案则将回馈民众，您和您的家庭可获
得数千元的退税。 我们正在帮助辛苦工作的卑诗民众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能获得来自政
府的助力，不论是哪一个年龄段的人士。 ”
为了让家庭生活更加可负担，帮助孩子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2019 年预算案推出了卑
诗儿童机会福利金，从 2020 年 10 月开始将向育有子女的卑诗家庭直接回馈将近 4 亿
元。 每个家庭出生的第一个孩子每年可享受高达 1,600 元的补助，育有两名子女的家庭
则可享受 2,600 元，三名子女可享受 3,400 元。 每个家庭从婴儿出生起即可领取卑诗儿童
机会福利金，直至子女长至 18 岁。
这项补助以及卑诗医疗服务计划保费(MSP)完全取消将给中产家庭带来一代人时间内最大
幅度的减税：




收入为 6 万元的四口之家省级税最高减税幅度为 60%，相比 2016 年，该家庭获得
的退税增加 2,500 元以上。
收入为 8 万元的四口之家省级税最高减税幅度为 43%，相比 2016 年，该家庭获得
的退税增加将近 2,400 元。
收入为 10 万元的四口之家省级税最高减税幅度为 22%，相比 2016 年，该家庭获
得的退税增加将近 1,600 元。

为帮助年轻人顺利开创自己的事业而无需受到债务所累，2019 预算案免除了所有新增及
现有卑诗学生贷款的利息。 截至今天，所有卑诗学生贷款都将停止累计利息。 这意味着
每位毕业生平均可节省 2,300 元的利息支出（根据 10 年还款期、共计 28,000 元的省级与
联邦贷款计算得出）。

2019 预算案进一步深化了省政府与原住民达成真正且持久和解的承诺。 根据卑诗历史上
省政府与原住民签订的最大规模财政收入分享协议，省府将在接下来 25 年内向原住民拿
出预计 30 亿元。
今年的预算案将继续推进“清洁 BC” (CleanBC)方案，投资 9.02 亿元以确保卑诗省能够完
成其在气候变化领域所作的承诺，并且保护卑诗省清洁的空气、土地与水源。 这项动议
是在省政府当局咨询了卑诗省绿党决策委员会后，根据两党所签订的《信任与供应协
议》制定的。
财政厅长詹嘉路(Carole James)说：“卑诗省在全加拿大享有最强劲的 GDP 与薪资增长，
经济势头良好。 很明显，与卑诗民众共享发展红利会带来更强劲的经济。 我们将共同应
对气候变化，打造每个人都享有高质量生活并拥有光明发展前景的卑诗省。 ”
为支持卑诗长期经济增长，政府在接下来三年内将投资 200 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为
卑诗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创造成千上万的高薪工作。
此外，省政府正在财政方案期限内推进规模超过 8 亿元的企业减税计划，支持投资新的
厂房、机械与设备，与加拿大联邦政府一起合作提高卑诗省的竞争力。
2019 预算案将继续对民生服务领域进行投资，包括改善健康医疗、优质教育与可负担, 合
宜的托儿服务。 作为施政的优先事项，政府正力图建设更多的医院并缩短候诊时间，为
学校与教师招聘挹注资金，并且继续推行覆盖全民式儿童看护计划。
让生活更加可负担










从 2020 年 10 月开始推出全新的卑诗儿童机会福利金（B.C. Child Opportunity
Benefit），育有一名子女的家庭每年最多可领取补助 1,600 元，两名子女最多达
2,600 元，三名子女最多达 3,400 元。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育有一名子女的家庭
累计可领取最多 28,800 元，两名子女的家庭最多可领取 40,000 元。
取消卑诗学生贷款利息。 从 2019 年 2 月 19 日开始，所有卑诗学生贷款都将停止
累计利息；如果一个学生需要在 10 年还清共计 28,000 元的省级与联邦贷款，则其
可节省 2,300 元的利息支出。
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取消医疗服务计划保费(MSP)，每个家庭每年最多可
节省 1,800 元。
收入与残障补助费率每月将提高 50 元，这意味着自从 2017 年预算案推出以来，
该费率累计增长已达每月 150 元，每年合计 1,800 元。
加大收入与残障补助力度，投资 2,600 万元用于卑诗就业扶助项目（B.C.
Employment Assistance），帮助民众更便捷地获得所需的支持服务，例如阻碍老年
人、青年与患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士使用该项目服务的要求；帮助民众领取身份
证件，以便其获得收入补助 ；将住宿补助拓展至需要向家人支付居住与寄宿费用
的人士。
每年投资 600 万元为需要看护残障儿童的父母提供暂托服务。 这将极大地缩减暂
托服务的等待名单，暂托服务的补助幅度也将增加 10%。






投资 8,500 万元助力儿童看护，增加需要照看儿童的寄养父母、领养父母与大家庭
成员的补助款项，确保受到看护的儿童可以从省级税收优惠中受益。 这包括大家
庭项目（Extended Family Program）的补助额度提高 75%，同时响应原住民小区与
大酋长 Ed John 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为小区组织提供资金，以便其运营租屋银行系统，以低息或无息的方式为那些由
于财务危机而没有收入、无法按时交租的租客提供短期贷款。
投资 7,600 万元推出无家可归行动计划，支持土地征用与服务，使模块化房屋的数
量增加至 2,200 个。

为家庭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在接下来三年内投资 44 亿元用于扩建并提升医院、医疗诊断设备与健康讯息管理
系统，确保病患获得高质量的护理服务。
在接下来三年内提供 1.05 亿元用于支持卑诗癌症局提供的癌症护理服务，包括增
加癌症手术、诊断成像、PET 与 CT 扫描的数量。
改善卑诗民众的精神健康护理，向新的精神健康动议注资 7,400 万元，着重于儿
童、青少年与青年人的预防与早期干预。
增加投入 3,000 万元用于帮助解决卑诗的药物滥用危机，相关投入自 2017 年预算
案以来总计已达 6.08 亿元。 这将使更多人可获得纳洛酮用于挽救其生命，同时为
试点项目挹注资金，帮助满足卑诗省乡村及偏远地区对于医护人员日益增长的需
求。 追加投入 4,200 万元，拓展卑诗省的“公平药物计划”(Fair PharmaCare)的覆
盖范围，将更多药物纳入其中，改善卑诗民众的健康，其中包括患有糖尿病、哮
喘与高血压的人士。
追加投资超过 5.5 亿元支持卑诗的公共教育体系，包括今后三年内向教室增益基金
投资 5,800 万元，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求学环境。 此外，政府将增聘 4,000 多名新
教师，包括 1,000 位特殊教育助理，来为卑诗儿童提供帮助。
继续对试点法律诊所进行年度投资，帮助民众获取法律援助服务。
在接下来三年内增加 1.11 亿加元，持续加强省政府应对并预防山火的能力。

投资强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造福民众







将超过 200 亿元的资本投资用于健康医疗、交通运输及教育，这也是卑诗史上最
大规模的基建投资。 这将为全卑诗创造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
向“清洁 BC”(CleanBC) 环保计划投资 9.02 亿元以上，推动卑诗沿着更清洁、更光
明的低碳之路发展。 通过清洁能源汽车计划、鼓励节能家庭改造以及推行 netzero 建筑标准与项目，卑诗省将减少空气污染，为家庭节省更多费用，帮助小区
使用更清洁的能源。
让森林保有权与制造业更加多样化，增加卑诗的原木处理并支持与利益攸关方的
合作，包括对原住民政府的 1,000 万投资。
投资 1,800 万加元继续推进免费成人基础教育和英语学习 (Adult Basic Education)，
帮助民众提升技能，抢占先机。
增加 2100 万元拓展 BC Transit 和 handyDART 服务，帮助民众在全省超过 30 个城
镇与乡村小区内安全地通勤出行。









在今后三年内新增投入超过 3,900 万元，确保卑诗路桥可以保障人员与货物流通，
额外的 400 万元用于改善商用车辆安全，延长路检工作时间，增加针对性执法。
今后三年内政府将投资 900 万元促进出租车产业的现代化，在卑诗实施顺道载客
服务。 其中包括为增强机动车合规与执法活动注资，并且成立全新的省级规管机
构——旅客运输委员会（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Board）。
额外提供 1,500 万元给卑诗艺文委员会（BC Arts Council），资助卑诗省的艺术
家、作家和创作者。
创纪录地投资 2,000 万元，成立一个公平、独立的矿业产业监督机构。
在接下来三年内投资近 1,400 万元用于改造卑诗就业标准中涉及保护与执法的部
分，保障民众的工作安全。
为了帮助小区与企业加强联系，政府承诺在卑诗乡村及偏远地区投资 5,000 万元拓
展高速网络。

更多详情:
有关 2019 预算案的更多细节，请浏览： www.bcbudget.ca
联系方式:
Ministry of Finance
Communications
250 387-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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