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预算平衡
增加医疗和教育投资
（单位：十亿）

医疗

教育

其他

2016/17

$19.621

$12.585

$16.046

$48.252

2017/18

$20.161

$12.798

$15.635

$48.594

2018/19

$20.735

$13.018

$15.833

总计

总计

总计

$49.586

0

2017 年财政预算公众咨询
在我们开始准备2017年财政预算时，卑诗省的经济基础保持强劲。立法机构一直致力于保持预算平衡，经济也
实现了稳定增长，这使我们能够规划适度投资，让卑诗省继续为居民提供幸福和可负担的生活。
预算平衡是我们经济规划的基石。它反映了我们量入为出的原则，确保卑诗省居民的子孙后代拥有可负担的
未来。对于卑诗省政府如何提升服务、在预算平衡的框架内提供这些服务，我们需要您的参与和意见。2017
年财政预算公众咨询文件是卑诗省政府在准备2017年预算时倾听您的反馈的一个方式，预算涉及2017/2018至
2019/2020三个财政年度。

对学校、医院、道路和重要基础 住房的可负担性
设施进行投资
帮助卑诗省居民拥有可负担的住房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
2016年预算案概述了卑诗省对医院、学校、高等教育设施、
交通、道路、住房和其他项目的投资。这些投资需要省政
府代表卑诗居民举债进行建设，因此需要得到纳税人的
支持。
我们以可负担性为前提进行这些资本投资，因为它们能创
造有价值的资产，帮助我们的社会和全体公民积累社会和
经济财富。
随着卑诗省不断吸引更多人前来，我们知道有需要进行更
大规模的投资。十年以来，卑诗省K-12教育的入学人数第一
次出现了上升，至少部分是由于从艾伯塔省及更东边的省
份搬迁至此的加拿大人，当然也包括外国人。
通过新建和升级后的学校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体现
了我们致力于帮助卑诗省的学生取得更好的成绩。新建的
医院反映了我们致力于保持全加拿大最好的医疗水准。新
建的道路及相关的交通基础设施展现了我们为打造强有力
的经济而夯实基础的理念。
我们继续与本地和联邦的伙伴密切合作，对公共资产进行
投资，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增长，创造就业岗位，提高生产
效率。

政府了解卑诗省具有的魅力——越多人来到这里，就越有
利于经济增长和消费者信心的提振。但我们也理解增加住
房供应以满足需求、平抑房价的必要性。
七月份，卑诗省立法会通过了28号法案——这是一个综合
性的一揽子法案，旨在帮助达到缓和市场的目的。其内容包
括对所有在温哥华都会区置业的海外购房者（非公民或永
久居民）征收15% 的物业转让税。政府可以相应做出调整，
确保政策达到预期效果，因应不断变化的情况。税率依规
定可以设置在10%到20%之间，该政策适用的社区也可以依
照规定进行调整。目前，我们正在继续收集房屋销售的数
据，密切留意需要进行哪些调整以使该税收政策达到平抑
外国买家需求、增加供应、使更多民众获得平价房屋的预期
效果。

28号法案使政府能够把从物业转让税中获得的收益投入到
需要优先获得住房的群体当中。我们正在分析研讨各种住房
政策，力图进行明智的投资，创造新的住房机会，其中包括
平价、社会保障性质和租赁市场的住房供应。这一法规同时
结束了房地产行业的自我监管，将为卑诗省房地产买卖双方
创造全新、更高标准的消费者保护。
最后，28号法案为温哥华市政府规定了清晰明确的权力与责
任范畴，回应了市政府要求征收房屋空置税的请求，此举据
信可以有助于增加其辖区内住房租赁市场的供应。

三年期纳税人支持的资本支出

支出总计：

$130亿
24% 医疗
22% 高等教育
13% 教育
13% 其他-包括住房
28% 交通

政府现有的住房和基本住所支持计划包括：

• 首次购房者计划：符合资格的首次购房者在第一次购
买房屋时，如果房屋的公允市价低于$475,000，则免于
缴纳物业转让税，最高可免$7500。
• 新建房屋税费免除计划：符合资格的购房者在购买
价值达到$750,000的新建或分割房屋时，最多可节省
$13,000的物业转让税。
• 物业税延期缴纳计划：这是一个低息贷款项目，允许
符合资格的卑诗省房屋业主延期缴纳其主要居所每年
全部或一部分的评定物业税。主要面向卑诗省55岁及
以上的业主；伴侣过世人士；符合资格的残障人士；或
者有受抚养子女的业主。

• 业主补助金：该项基本补贴最多可以减少业主$570的
评定物业税。老年人、某些退伍军人、残障人士或与残
障人士一起居住的人士还可能获得额外的$275补贴。
在大温哥华地区、菲沙河谷和首府地区以外的房屋可
能获得额外的$200补贴。

• 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房屋翻新税务抵免计划：老年人和
残障人士最多可获得$1,000用来支付某些永久性房屋
的翻新费用，以改善住所的无障碍通行能力。

• 防止无家可归计划：去年，该计划在约42个社区内兴建
了超过2,800处全新的平价住所。

• 平价房屋省府投资计划：政府将在之后的五年中提
供 $3.55亿元帮助建造和翻新超过 2,000 处新的平价
住所。

• 社区合作项目：为非营利性社群提供开发建议和低息
财务支持，帮助他们发展平价房屋。

• 租金补助计划（RAP）：去年，超过10,000户低收入职
工家庭（其中72%是以女性为主导的单亲家庭）收到
了每月的现金补助，以帮助他们支付私人租赁市场的
房租。

• 妇女过渡性住所支持计划：该计划每年提供约$3200
万元，用以资助超过830处供受到虐待和暴力的妇女
居住的过渡性、安全住所和“第二阶段”居所（second
stage housing）。
• 适应独立生活的房屋改造计划：为低收入老年人和残
障人士提供每户最高达$20,000的财政资助，帮助他们
改造房屋，使其具备无障碍通行能力、安全、独立。

• 老年租客住所援助（SAFER）计划：帮助近19,900户中
低收入老年人家庭支付房租。
省政府希望在其他帮助卑诗省居民获得平价房屋的计划和
服务方面得到您的参与和意见。

新建房屋税费免除计划：价值达$750,000的新建房屋可获得物业转让税免除的优惠
（2016年2月17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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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税收利于可负担性，刺激经 支持家庭的税收抵免和计划
济增长
政府完善、拓展和丰富了税收抵免计划，以帮助卑诗省的
一般来说，卑诗省家庭总体的税务负担（包括个人所得税、
消费税、物业税、医疗保险费和工资税）是加拿大最轻的。

家庭，保证他们拥有可以负担的生活，具体措施包括：

• 自2017年1月1日起，所有儿童均不用再缴纳卑诗省MSP
医疗保险费，保费资助力度也会加强。政府还取消了
原定4%的MSP保费涨幅，符合常规保费资助资格的人
士除了2016 年预算案中提及的优惠之外还可以享受
4% 的保费减免。

卑诗省目前对于每年收入达$122,000的个人施行的所得税
率是加拿大各省中最低的。自2001年以来，卑诗省大部分
纳税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下降了37% 甚至更多；此外，还有
40万人无需再缴付任何卑诗省的所得税；卑诗省个人所得
税起征点调整至$19,000以上。

• 卑诗省幼儿税收津贴（BC Early Childhood Tax Benefit）
向家中有六岁以下儿童的约18万户家庭提供$1,37亿元
的资助。家中有幼儿的家庭每月每位儿童最多可获得
$55的补助。

2016年卑诗省就业计划（BC Jobs Plan）更新

• 政府在 2017年拓展了卑诗省培训税收抵免计划（BC
Training Tax Credit program），鼓励雇主雇佣和培训学

在2011年，卑诗省启动了卑诗就业计划，这一雄心勃勃
的战略旨在促进卑诗省经济的多样化和增长，创造长
期的就业机会。卑诗居民已经看到了这一努力带来的
实惠：卑诗省的经济更加多样化、势头强劲，并在不断
增长中。卑诗省就业计划5年期更新将会在今年秋季
公布。这次更新将首次关注四个新兴行业：清洁技术、
生命科学、数字媒体和先进制造业。

徒，帮助技工获得他们供养自己和家庭所需的经验。

• 通过卑诗省培训和教育储蓄补助（BC Training and
Education Savings Grant），政府为2006年及之后出生、
符合资格的儿童出资$1,200。

MSP医保政策的变化
能为单亲家庭节省开支
有2名子女
的单身父/母

儿童不用再缴纳医保费
（2017年1月1日起生效）

有1名子女的
单身父/母

旧的MSP体系：
（2016年每月费率）

$150

旧的MSP体系：
（2016年每月费率）

$136

新的MSP体系：
（2017年每月费率）

$75

新的MSP体系：
（2017年每月费率）

$75

一年节省

差距：

一年节省

差距：

$900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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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卑诗省的商业发展

着眼于子孙后代的长期规划

保持营业税的低税率是保持富有竞争力的税务环境，以
吸引投资、创造就业和推动卑诗省经济向前发展的必要
部分。

尽管卑诗省的经济表现相对强劲，我们还是必须制定长期
规划，确保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包括政府为居民提供的
重要服务和计划。

卑诗省总体的企业所得税率是全国最低的，自2001年以来
已经降低了近35%，联邦政府-卑诗省综合税率也是G7国家
中最低的。

从长期来看，决定经济增长有两个主要因素：驱动劳动力
供应的人口和生产效率。

卑诗省富有竞争力的小型企业所得税率只有2.5%，自2001
年以来已经降低了44%，是全国第三低。
小型企业所得税起征点（企业所得在此标准以下可以享受
更低的企业所得税率）自2002年以来提高了150%，目前是
$500,000。

人口
卑诗省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从70年代早期的3%下降到近年
的1%左右。人口寿命也在增加。卑诗省居民中65岁及以上
人口的比例从1975年的9%上升到2015年的17%。卑诗省统
计局预测，到2035年，这一数字会增加到25%。这对未来的
劳动力供应造成了不利影响。

税收 竞 争力委员会正在积极 生产效率
面对正在减缓的劳动力供应，提高生产效率的增长率是减
工作
轻其不利影响的关键。加拿大生产效率的平均增长率从60
2016年预算案宣布，税收竞争力委员会负责做出推介和建
议，在尊重2011年取消HST税种公投结果的情况下，使卑诗
省的税收结构适应未来的经济现实。委员会正在考虑的问
题包括：

• 在今后20年中，卑诗省商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 您认 为，影响卑诗 省商业 增长 最 大的税 务 障碍是
什么？

• 为了提升卑诗省营业税的竞争力，政府短期和长期内
的工作重点应该是什么？
请在 9月30日之前通过该网站向委员会提交您的建议：

http://engage.gov.bc.ca/taxcommission/

年代后期每年3%以上下降到了近年的1%附近。分析家们认
为，卑诗省生产效率的增长率也经历了相似的下降。随着
卑诗省人口老化，生产效率的前景更加不确定。这也是全
球许多国家正在面临的挑战。

采取行动
卑诗省政府正在努力采取包括就业计划（Jobs Plan）和卑诗
省繁荣基金（BC Prosperity Fund）在内的多种措施，以确保
财政的可持续性，保持卑诗省在未来的竞争优势。政府将
继续致力于解决长期问题，同时，坚持财政纪律、主张预算
平衡，以保持卑诗省的AAA信用评级。

问卷
1. 卑诗省已经采取综合性的新措施

2. 立法机构持续致力于预算平衡，

以保证房屋的可负担性，包括新的
物业转让税，以及从2016-2017年
度开始增加住房投资。要使卑诗
省的平价住房和租赁供应更加大
众化，使更多人受惠，政府还应考
虑哪些建议？[可多选]

意味着政府将继续代表卑诗省居
民作出决策，我们重视卑诗省居
民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卑诗省
经济稳定增长，创造的收入让我
们能够进行更大范围的决策。您
希望政府优先考虑哪些议题？[可
多选]

_ 采取鼓励措施，增加房屋、
租赁和其他住所的供应，并
帮助人们获得这些资源

_ 增加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

_ 采取更多计划帮助首次购

_ 增加卑诗省公园内省级露营

房者

_ 对帮助老年人和卑诗省弱势
群体获得住房的计划进行
投资

_ 拓展智能交通
_ 对参与房地产交易的消费
者增加保护

_ 增加业主补助
_ 鼓励开发商提供日托场所
_ 鼓励或引导各级政府简化
和加快住房与租赁开发的
批准流程

的项目、资金
地点的数目

_ 增加警察和公共安全的
投资

_ 增加社会帮扶费用
_ 兴建包括精神健康领域在

3. 借助于卑诗省就业计划（BC Jobs
Plan），政府持续支持省内经济并
创造就业机会。旅游业、科技产
业、交通相关产业和卑诗省内一系
列产业都实现了增长。政府还可
以采取什么措施增长经济、提供
支持家庭的工作？[可多选]

_ 继续减少贸易壁垒和行政
官僚手续

_ 增加对高等教育和技术培
训的 资助，使 高等教育 更
加可负担（如学生 贷 款和
补助）

_ 增加对诸如促进单身父/母
就业等项目的资助

_ 增加对日托服务的补助，让
更多人享受日托服务

内的更多医院、医疗护理设
施和项目

_ 增加对学徒的税收抵免

_ 兴建更多学校，加强对 K12

_ 增加对贸易的支持力度

教育的资助

_ 兴 建 更多道 路、高速 路和
桥梁

_ 降低 PST 消费税

_ 加强对租客的保护

_ 降低 MSP 医疗保险费

_ 其他（请详述）

_ 降低 ICBC, BC Hydro, BC 渡轮
的费用

_ 其他（请详述）

_ 增加制造业投资
_ 增加对小型企业的投资
_ 其他（请详述）

4. A) 卑诗省地域广阔、社会多元，产业、民族和文化都很

B) 请说明您所处的地区[单选]。各区域地图请至该网站
查看: http://www.bcstats.gov.bc.ca/StatisticsBySubject/
Geography/ReferenceMaps/DRs.aspx

多样化。在您所处的地区，政府应优先投资什么领域？
[单选]

_ 医疗

_ 温哥华岛/海岸 （Vancouver Island/Coast）

_ K-12 教育

_ 低陆平原地区/西南部（Lower Mainland/Southwest）

_ 高等教育和技能培训

_ 汤普森/奥卡纳根（Thompson/Okanagan）

_ 警察和公共安全

_ 库特内（Kootenay）

_ 社会服务

_ 卡里布（Cariboo）

_ 道路、高速路和桥梁

_ 北部海岸（North Coast）

_ 自然资源、经济发展

_ 尼查科（Nechako）

_ 环境保护和公园

_ 东北部（Northeast）

_ 减税
_ 其他（请详述）

卑诗省发展区域

北部海岸
（North
Coast）

东北部（Northeast）

尼查科
（Nechako）

卡里布
（Cariboo）
温哥华岛/海岸
（Vancouver

Island/
Coast）

汤普森/奥卡纳根
（Thompson
Okanagan）

库特内
（Kootenay）

低陆平原地区/西南部
（Mainland/ Southwest）

第一季度报告更新
（单位：百万）

2016/17

2017/18

2018/19

收入

50,543

50,340

51,477

支出

48,252

48.594

49,586

350

500

500

结余

1,941

896

941

纳税人支持的资本支出

4,585

4,452

4,033

纳税人支持的债务总额

41,939

42,575

43,492

债务总额

66,518

68,946

71,861

纳税人支持的债务与GDP比率

16.4%

16.0%

15.7%

纳税人支持的债务与收入比率

85.0%

87.1%

87.3%

经济预期（历年）

2016

2017

2018

实际GDP增长

2.7%

2.2%

2.3%

名义GDP增长

4.2%

4.2%

4.3%

人口（千）

4,740

4,801

4,861

预计限额

*2016-2017年度一季度报告中还有关于2016-17至2018-19年度经济预期的更多细节。其他财政和经济信息请至下列网站查询：
www.fin.gov.bc.ca/pubs.htm 和 www.bcbudget.gov.bc.ca

怎样提交您的意见？
财政与政府服务特别常务委员会（Select Standing Committee
on Finance and Government Services）将在9月和10月于全省
范围内召开公众咨询会。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交您的反
馈意见：

• 参加公众咨询会
• 完成在线调查
• 书面提交意见
请至网站 www.leg.bc.ca/cmt/finance 查询公众咨询会的
地点和日期，或提交您的反馈意见、回答问卷。

请在 2016 年10月 4日星期五之前将您的意见（包括联络
信息）寄送到：

Select Standing Committee on Finance
and Government Services
Room 224, Parliament Buildings
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V8V 1X4 Canada
电话: 1 877 428-8337 (卑诗省内免费)
电话: 250 356-2933 (由接听方付费)
传真: 250 356-8172
电邮: FinanceCommittee@leg.bc.ca

公众咨询地点和日期：
Vancouver
Cranbrook
Kamloops
Kelowna
Richmond

9月19日，星期一
9月20日，星期二
9月20日，星期二
9月21日，星期三
9月21日，星期三

Surrey
Victoria*
Prince Rupert
Dawson Creek
Prince George

9月22日，星期四
9月26日，星期一
10月3日，星期一
10月4日，星期二
10月4日，星期二

Quesnel
Port Hardy
Courtenay
Delta
Victoria*

10月5日，星期三
10月5日，星期三
10月6日，星期四
10月6日，星期四
10月11日，星期二

*视频/远程会议地点：Fort St. John, Fort Nelson, Williams Lake, Smithers, Castlegar, Vernon, Terrace, 和 Pentict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