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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廳

2019 年預算創造更多機遇，為民眾打造更美好生活
VICTORIA – 2019 年預算案面向 18 歲及以下青少年推出全新的卑詩兒童機會福利金（B.C.
Child Opportunity Benefit），免除卑詩學生貸款的利息，針對企業實施減稅優惠，並對清
潔能源和氣候變化應對解決方案進行投資，這些舉措為全體卑詩居民帶來了機遇。
2019 預算案對民生進行了歷史性的投資，並且將在接下來三年中實現財政預算平衡，具
體計畫是：2019-20 年度財政方案盈餘 2.74 億元，2020-21 年度財政方案盈餘 2.87 億元，
2021-22 年度財政方案盈餘 5.85 億元。
財政廳長詹嘉路(Carole James)說：“上屆政府的施政只注重社會上層人士，罔顧基層民
生，卑詩民眾長期以來頗感生活不易。2019 年預算案則將回饋民眾，您和您的家庭可獲
得數千元的退稅。我們正在幫助辛苦工作的卑詩民眾在人生的各個階段都能獲得來自政
府的助力，不論是哪一個年齡段的人士。”
為了讓家庭生活更加可負擔，幫助孩子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2019 年預算案推出了卑
詩兒童機會福利金，從 2020 年 10 月開始將向育有子女的卑詩家庭直接回饋將近 4 億
元。每個家庭出生的第一個孩子每年可享受高達 1,600 元的補助，育有兩名子女的家庭則
可享受 2,600 元，三名子女可享受 3,400 元。每個家庭從嬰兒出生起即可領取卑詩兒童機
會福利金，直至子女長至 18 歲。
這項補助以及卑詩醫療服務計劃保費(MSP)完全取消將給中產家庭帶來一代人時間內最大
幅度的減稅：
•
•
•

收入為 6 萬元的四口之家省級稅最高減稅幅度為 60%，相比 2016 年，該家庭獲得
的退稅增加 2,500 元以上。
收入為 8 萬元的四口之家省級稅最高減稅幅度為 43%，相比 2016 年，該家庭獲得
的退稅增加將近 2,400 元。
收入為 10 萬元的四口之家省級稅最高減稅幅度為 22%，相比 2016 年，該家庭獲得
的退稅增加將近 1,600 元。

為幫助年輕人順利開創自己的事業而無需受到債務所累，2019 預算案免除了所有新增及
現有卑詩學生貸款的利息。截至今天，所有卑詩學生貸款都將停止累計利息。這意味著
每位畢業生平均可節省 2,300 元的利息支出（根據 10 年還款期、共計 28,000 元的省級與
聯邦貸款計算得出）。

2019 預算案進一步深化了省政府與原住民達成真正且持久和解的承諾。根據卑詩歷史上
省政府與原住民簽訂的最大規模財政收入分享協議，省府將在接下來 25 年內向原住民拿
出預計 30 億元。
今年的預算案將繼續推進“清潔 BC” (CleanBC)方案，投資 9.02 億元以確保卑詩省能夠完成
其在氣候變化領域所作的承諾，並且保護卑詩省清潔的空氣、土地與水源。這項動議是
在省政府當局諮詢了卑詩省綠黨決策委員會後，根據兩黨所簽訂的《信任與供應協議》
制定的。
財政廳長詹嘉路(Carole James)說：“卑詩省在全加拿大享有最強勁的 GDP 與薪資增長，
經濟勢頭良好。很明顯，與卑詩民眾共享發展紅利會帶來更強勁的經濟。我們將共同應
對氣候變化，打造每個人都享有高品質生活並擁有光明發展前景的卑詩省。”
為支持卑詩長期經濟增長，政府在接下來三年內將投資 200 億元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為
卑詩發展奠定基礎，同時創造成千上萬的高薪工作。
此外，省政府正在財政方案期限內推進規模超過 8 億元的企業減稅計畫，支持投資新的
廠房、機械與設備，與加拿大聯邦政府一起合作提高卑詩省的競爭力。
2019 預算案將繼續對民生服務領域進行投資，包括改善健康醫療、優質教育與可負擔, 合
宜的托兒服務。作為施政的優先事項，政府正力圖建設更多的醫院並縮短候診時間，為
學校與教師招聘挹注資金，並且繼續推行覆蓋全民式兒童看護計劃。

讓生活更加可負擔
•

•

•
•
•

•

從 2020 年 10 月開始推出全新的卑詩兒童機會福利金（B.C. Child Opportunity
Benefit），育有一名子女的家庭每年最多可領取補助 1,600 元，兩名子女最多達
2,600 元，三名子女最多達 3,400 元。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育有一名子女的家庭累
計可領取最多 28,800 元，兩名子女的家庭最多可領取 40,000 元。
取消卑詩學生貸款利息。從 2019 年 2 月 19 日開始，所有卑詩學生貸款都將停止累
計利息；如果一個學生需要在 10 年還清共計 28,000 元的省級與聯邦貸款，則其可
節省 2,300 元的利息支出。
從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取消醫療服務計劃保費(MSP)，每個家庭每年最多可節
省 1,800 元。
收入與殘障補助費率每月將提高 50 元，這意味著自從 2017 年預算案推出以來，該
費率累計增長已達每月 150 元，每年合計 1,800 元。
加大收入與殘障補助力度，投資 2,600 萬元用於卑詩就業扶助項目（B.C.
Employment Assistance），幫助民眾更便捷地獲得所需的支援服務，例如阻礙老年
人、青年與患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使用該項目服務的要求；幫助民眾領取身份證
件，以便其獲得收入補助；將住宿補助拓展至需要向家人支付居住與寄宿費用的人
士。
每年投資 600 萬元為需要看護殘障兒童的父母提供暫託服務。這將極大地縮減暫託
服務的等待名單，暫託服務的補助幅度也將增加 10%。

•

•
•

投資 8,500 萬元助力兒童看護，增加需要照看兒童的寄養父母、領養父母與大家庭
成員的補助款項，確保受到看護的兒童可以從省級稅收優惠中受益。這包括大家庭
項目（Extended Family Program）的補助額度提高 75%，同時回應原住民社區與大酋
長 Ed John 報告中提出的建議。
為社區組織提供資金，以便其運營租屋銀行系統，以低息或無息的方式為那些由於
財務危機而沒有收入、無法按時交租的租客提供短期貸款。
投資 7,600 萬元推出無家可歸行動計畫，支持土地徴用與服務，使模塊化房屋的數
量增加至 2,200 個。

為家庭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
•
•
•

•

•
•

在接下來三年內投資 44 億元用於擴建並提升醫院、醫療診斷設備與健康訊息管理
系統，確保病患獲得高質量的護理服務。
在接下來三年內提供 1.05 億元用於支持卑詩癌症局提供的癌症護理服務，包括增加
癌症手術、診斷成像、PET 與 CT 掃描的數量。
改善卑詩民眾的精神健康護理，向新的精神健康動議注資 7,400 萬元，著重於兒
童、青少年與青年人的預防與早期干預。
增加投入 3,000 萬元用於幫助解決卑詩的藥物濫用危機，相關投入自 2017 年預算案
以來總計已達 6.08 億元。這將使更多人可獲得納洛酮用於挽救其生命，同時為試點
項目挹注資金，幫助滿足卑詩省鄉村及偏遠地區對於醫護人員日益增長的需求。追
加投入 4,200 萬元，拓展卑詩省的“公平藥物計劃”(Fair PharmaCare)的覆蓋範圍，
將更多藥物納入其中，改善卑詩民眾的健康，其中包括患有糖尿病、哮喘與高血壓
的人士。
追加投資超過 5.5 億元支援卑詩的公共教育體系，包括今後三年內向教室增益基金
投資 5,800 萬元，為孩子們提供更好的求學環境。此外，政府將增聘 4,000 多名新
教師，包括 1,000 位特殊教育助理，來為卑詩兒童提供幫助。
繼續對試點法律診所進行年度投資，幫助民眾獲取法律援助服務。
在接下來三年內增加 1.11 億加元，持續加強省政府應對並預防山火的能力。

投資強健、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造福民眾
•
•

•
•
•

將超過 200 億元的資本投資用於健康醫療、交通運輸及教育，這也是卑詩史上最大
規模的基建投資。這將為全卑詩創造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
向“清潔 BC”(CleanBC) 環保計畫投資 9.02 億元以上，推動卑詩沿著更清潔、更光明
的低碳之路發展。通過清潔能源汽車計畫、鼓勵節能家庭改造以及推行 net-zero 建
築標準與項目，卑詩省將減少空氣污染，為家庭節省更多費用，幫助社區使用更清
潔的能源。
讓森林保有權與製造業更加多樣化，增加卑詩的原木處理並支持與利益攸關方的合
作，包括對原住民政府的 1,000 萬投資。
投資 1,800 萬加元繼續推進免費成人基礎教育和英語學習 (Adult Basic Education)，幫
助民眾提升技能，搶佔先機。
增加 2100 萬元拓展 BC Transit 和 handyDART 服務，幫助民眾在全省超過 30 個城鎮
與鄉村社區內安全地通勤出行。

•
•

•
•
•
•

在今後三年內新增投入超過 3,900 萬元，確保卑詩路橋可以保障人員與貨物流通，
額外的 400 萬元用於改善商用車輛安全，延長路檢工作時間，增加針對性執法。
今後三年內政府將投資 900 萬元促進計程車產業的現代化，在卑詩實施順道載客服
務。其中包括為增強機動車合規與執法活動注資，並且成立全新的省級規管機構—
—旅客運輸委員會（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Board）。
額外提供 1,500 萬元給卑詩藝文委員會（BC Arts Council），資助卑詩省的藝術家、
作家和創作者。
創紀錄地投資 2,000 萬元，成立一個公平、獨立的礦業產業監督機構。
在接下來三年內投資近 1,400 萬元用於改造卑詩就業標準中涉及保護與執法的部
分，保障民眾的工作安全。
為了幫助社區與企業加強聯繫，政府承諾在卑詩鄉村及偏遠地區投資 5,000 萬元拓
展高速網路。

更多詳情:
有關 2019 預算案的更多細節，請瀏覽： www.bcbudge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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