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衡的預算內增加醫療和教育的資金投入
（$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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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預算案咨詢會
在我們為《2017年度預算案》開始準備工作之時，卑詩省的經濟基本面保持強勁。在平衡預算和實現平穩經濟
增長的持續立法的努力下，我們得以構想進行適度的投資，支持卑詩省的持續福利和生活負擔能力。
平衡的預算是我們經濟計劃的基石，它體現了我們努力量入為出，並努力確保卑詩省未來幾代人有一個可負擔
的未來。我們希望您能就卑詩省政府如何能在這一平衡預算的框架內改善服務和那些服務的提供方面貢獻您
的意見和想法。在卑詩省政府準備《2017年度預算案》（涵蓋2017/18–2019/20三年財政計劃）之際，《2017年預
算案咨詢檔》是我們向您尋求反饋的一個方法。

在學校、醫院、公路和重要基 住房的可負擔能力
礎設施上投資
幫助卑詩人得到可負擔的房屋是我們的當務之急。我們的
政府明白卑詩省作為熱門選擇地的價值——來這裡的人
越多，我們就能看到更大的經濟增長和消費者信心。但我
們也明白，需要增加房屋供應，作為滿足需求和緩和價格
上漲的方法。

《2016 年度預算案》概述了卑詩省在醫院、學校、高等院
校、交通、公路、住房和其他項目上的資金投入。進行這些
投資需要政府代表卑詩人承擔債務——因此，這是得到納
稅人支持的債務。

七月份，立法會通過了《28號法案》——一項旨在有助於
實現這種緩和的綜合立法套案。此套案包括一項新增的
15%的物業轉讓稅，該稅適用於大溫哥華地區所有既不是
公民也不是永久居民的置業者。政府可以調整此項稅收
以確保它產生預期的效果和應對不斷變化的情況。該稅率
可以通過規定設定在10%到20%之間，所適用的社區範圍
也可以通過規定設定。目前，我們正在繼續收集房屋銷售
數據，並密切觀察，留意可能要進行哪些必要調整來確保
該稅收取得預期的效果——即在我們努力增加供應和獲
得該供應的同時緩和外來的需求。

我們在可以承受的框架內進行這些資本投資，因為這些投
資將帶來寶貴的資產，這些資產將有助於為我們的社會及
其所有市民創造社會、經濟財富。
由於卑詩省繼續不斷地吸引著人們來到該省，我們知道將
需要進行更大的投資。我們全省的幼稚園至12年級登記入
學人數十年來首次呈上升趨勢，這至少部分歸功於從阿
爾伯塔省和更東部地區以及世界各地遷入卑詩省的加拿
大人。
我們通過新學校和更新的學校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這反
映了我們對卑詩省學生成績的承諾。新建醫院反映了我們
對保持加拿大最佳醫療成果的承諾。新建公路和相關的交
通基礎設施則證明了我們對建設強勁經濟的基本要素的
承諾。
我們繼續與當地和聯邦合作夥伴密切合作，在能增進社會
和經濟成長，增加就業機會的創造和提高生產力的公共資
產上進行投資。

《28號法案》使政府能夠將從物業轉讓稅中所獲取的稅金
投入到我們的住房優先項目上。我們正在分析範圍廣泛的
住房倡議，並準備進行精明的投資，通過可負擔住房、社
會住房和租務市場供應的結合，創造新的住房機會。該法
律還結束了房地產業的自律規管，並將為卑詩省房地產買
賣方創造全新、更高級的消費者保護措施。
最後，《28號法案》確立了溫哥華市政府權利和責任的清
晰界限，回應其制定空置稅的要求，他們相信空置稅能夠
幫助增加其管轄範圍內的出租房屋的供應。

納稅人三年資本支出

支出總計：

$130億
24% 醫療
22% 高等院校
13% 教育
13% 其它 - 包括卑詩的住房
28% 交通

政府現有的住房計劃和庇護所支持，包括：

• 首 次 置 業 者 計 劃：如 果 房 屋 的 公 平 市 場 價 低 於
$475,000，首次置業者的第一套房子可以豁免高達
$7,500的物業轉讓稅。
• 新建房屋稅務豁免：當購買價值不超過$750,000的新
建房或再分割房時，符合條件的置業人士能節省高達
$13,000的物業轉讓稅。

• 物業稅延期付款：低利率貸款計劃允許符合條件的卑
詩業主延期支付主要居所應徵的所有或部分年度物
業稅。適用於卑詩省55歲或以上的業主、尚存配偶、
符合條件的殘疾人士或在經濟上支持受撫養兒童的
業主。

• 業主補助金：基本補助金可減少業主高達$570的應徵

• 省政府對廉價住房計劃的投資：政府在未來五年中將
提供$3.55億資金，以幫助建設和翻新逾2,000間新的
廉價住房單位。

• 社區合作關係措施：向非盈利機構提供發展建議和低
利率貸款以幫助它們開發廉價住房。

• 租賃援助計劃（RAP）：去年，超過10,000個低收入工
薪家庭（其中大約72%為單身母親家庭）獲得月度現
金支助，幫助他們繼續租用私人租務市場的房屋。

• 婦女支持與臨時房屋計劃：每年提供約$3200萬元，
以支助逾830個臨時居所、安全屋和第二階段的住房
提供。

• 獨 立 生 活 房 屋 改 造 計 劃：為 每 個 居 所 提 供 高 達
$20,000的經濟援助，以幫助低收入長者和殘疾人士為
無障礙、安全和獨立的生活進行房屋改造。

物業稅。長者、部分退伍軍人、殘疾人士或與殘疾人
士一起生活的人有可能符合領取額外$275補助金的條
件。在大溫哥華地區、菲莎河谷和首府地區以外的房
屋可能有條件獲取$200的額外補助金。

• 長者租客庇護所支援（SAFER）計劃：為近19,900個低

• 長者和殘疾人士的房屋翻新稅款抵免：高達$1,000，

省政府希望聽取您有關幫助卑詩人獲得廉價住房的追加
計劃和服務的意見和想法

對長者和殘疾人士翻新永久居所的費用提供一定援
助，以改善房屋的無障礙性、活動性或功能性。

收入和中等收入的長者的家庭提供租房資助

• 預防無家可歸計劃：去年，此計劃在約42個社區中創
造了逾2,800個新的廉價住房單位。

新建房屋稅務豁免：不超$750,000的新住房可豁免物業轉讓稅
（2016年2月17日生效）

已售
減少
物業
轉讓稅

低稅收增強負擔能力，刺激經 幫助家庭的稅收抵免與計劃
濟增長
政府改善、擴大和增加了稅收抵免與計劃以有助於支持卑
卑詩省家庭的總稅務負擔總體上屬於加拿大最低之列，這
包括入息稅、消費稅、物業稅、醫療保費和薪俸稅。
卑詩省現時對年收入不超$122,000的個人徵收的省個人入
息稅是加拿大最低的。從2001年起，大部分納稅人的省個
人入息稅已降低了37%或更多；另有400,000人已不再繳納
任何卑詩省的入息稅；並且，在繳納省入息稅之前，單獨
一個人可以掙$19,000多元。

《卑詩省2016年就業修正計劃》
2011年，省政府啟動了《卑詩省就業計劃》——一項使
卑詩省經濟多元化和增長，并支持長期創造就業機會
的雄心勃勃的策略。卑詩人現在看到了這一努力的好
處：卑詩省經濟多元、強勁並持續增長。《卑詩省5年
就業修正計劃》將於2016年秋發佈。該修正計劃將包
含對四個新興領域——清潔技術、生命科學、數字媒
體和先進製造業——的新關注。

詩省家庭和維持可負擔的生活，這包括：

• 從2017年1月1日起，所有兒童將免繳醫療服務計劃（以
下簡稱MSP）保費，並且保費補助將有所提高。政府還
會取消將MSP保費提升4%的計劃，符合條件獲取常規
保費補助的人將看到其保費降低4%，超過了《2016年
預算案》所公佈的比例。

• “卑詩省學前兒童稅務福利”向約180,000個有六歲以
下兒童的家庭提供$1.37億元補助。有幼童的家庭每月
每個孩子最多能得到$55。
• 政府將“卑詩省培訓稅收抵免”計劃延長至2017年，向
僱傭和培訓學徒的僱主給予獎勵，使行業工人能夠獲
得所需經驗以供養自己及其家人。

• 通過“卑詩培訓和教育儲蓄補助金”計劃，政府為
2006年或以後出生並符合條件的兒童供款$1,200。

MSP的改動有助於單
親家庭節省開支

有一個孩子
的單親家庭

有兩個孩子
的單親家庭

不再對兒童收取保費
（2017年1月1日生效）

舊MSP系統：
（2016年月費）

$150

舊MSP系統：
（2016年月費）

$136

新MSP系統：
（2017年月費）

$75

新MSP系統：
（2017年月費）

$75

節省

差額：

節省

差額：

$900/年

$732/年

2016年各省省稅和聯邦稅比較
2016年卑詩省總稅收細目：$6,446

雙收入 4 人家庭
$60,000 收入

省入息稅：$635

2016年各省省稅比較
總省稅

凈物業稅：$2,352

$8,093

$8,225

$8,280

$8,724

$8,823

$9,250

$6,446

銷售稅：$1,234

燃料稅：$218
凈碳稅：$208

$8,153

$5,322
$3,911

醫療保費：$1,800
阿省
（AB）

卑詩省
沙省
安省
緬省
（SK） （BC） （ON） （MB）

紐拉省 新不省
愛省
（NL） （NB） （PEI）

新斯省
魁省
（NS） （QC）

卑詩省經濟前景
卑詩省實際GDP（年百分比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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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部門經濟增長預期
預測2016實際GDP年增長率（百分比）

2017

2.4

2.2

私營部門平均數（2016年8月26日）
財政廳第一季度報告

來源：財政廳與私營部門平均數（經濟預測理事會，其成員由BMO、CIBC、IHS
Global Insight公司、RBC、豐業和TD銀行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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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N）
（MB）（QC）（NS）（PE）（NB）（SK）（NL）（AB）

來源：經濟預測理事會成員（BMO、CIBC、IHS Global Insight公司、RBC、豐業和
TD銀行）定期預測各省經濟表現，數據截至2016年8月26日。

支持卑詩省商業

為後代作長期規劃

保持低商業稅收是維持具競爭力的稅務環境，以吸引投
資、創造就業機會和推進卑詩省經濟的重要環節。

雖然卑詩的經濟表現一直相對強勁，我們還是必須作長遠
規劃，以確保政府財政的可持續發展，包括卑詩省為其市
民提供的重要服務和計劃。

卑詩省的普通公司入息稅稅率為國內最低，自2001年來已
削減了近35%，並且其聯邦稅和省稅稅率總和為G7國家中
最低。
卑 詩 省 的 小 型 工商企 業 享 有具 競爭力 的入 息 稅 稅 率
（2.5%），自2001年來降低了44%，為國內第三低。
小型工商企業入息稅起稅限度為$500,000，自2002年來提
升了150%，在這一限度之下，企業可以支付稅率較低的企
業入息稅。

就長遠而言，這兩大因素決定著經濟的增長：推動勞動力
供應的人口和生產力。

人口
卑詩省人口年增長率從70年代早期的近3%持續放緩至近
幾年的1%左右。人們也比以往更加長壽。65歲及以上的卑
詩人群所佔份額從1975年的9%到2015年增長至近17%——
到2035年，卑詩省統計局預測該數字將增長至25%，這將
給未來勞動力供應造成下滑的壓力。

稅務競爭力委員會的工作正在
生產力
進行
加快生產力的增長對緩解勞動力供應減慢造成的影響至
在《2016年度預算案》發佈之際，稅務競爭力委員會就被
委以重任，在顧及2011年公投取消HST結果的同時，就調整
卑詩省稅務結構以應對未來的經濟現實提出建議。該委
員會考慮的一些問題包括：

• 未來 20 年裏，卑詩省工商業面臨的最大挑戰將會是
什麼？

• 您發現什麼是卑詩省工商業增長的最大稅收阻礙？
• 為提高卑詩省工商業稅的競爭力，政府短期和長期應
該優先考慮的事項是什麼？
您可以在9月30日之前，通過下列網址將您的見解提交給
該委員會： http://engage.gov.bc.ca/taxcommission/

關重要。加拿大人均生產力增長從60年代早期的每年逾
3%到近年下降至近1%。分析者認為，卑詩省曾經歷過類
似的生產力增長放緩。隨著卑詩省人口老齡化，生產力的
前景變得更不明朗。這是世界各地多個國家都面對著的
挑戰。

採取行動
卑詩省政府正在採取措施，例如就業計劃（Jobs Plan）和
卑詩物業基金（BC Prosperity Fund），以幫助確保財政可持
續發展和保持該省未來持續具有競爭優勢。政府在堅持
財政紀律和提出平衡預算的同時，將繼續努力解決長期問
題，以支持卑詩省的AAA信貸評級。

問題
1. 卑 詩 省引進了全 面 的 新 措 施 以

2. 雖然我們對平衡預算的持續立法

支持住房的可負擔性，這包括在
2016至2017年新增的一項物業轉
讓稅和在住房方面加大了投資。
政府還能進一步考慮哪些建議，
以有助於在更多的卑詩人能夠支
付的範圍內，促成更廉價的住房
和租房供應？[多選]

承諾意味著政府將繼續代表卑詩
人做出選擇，但我們依然重視卑
詩人在幫助做出這些選擇時提出
的意見。我們享有穩健的經濟增
長，創造了收入，使我們能夠擴展
這些選擇。您希望政府優先考慮
哪些事項？[多選]

_ 鼓勵、支持擴大住房、租房
和其它庇護所的供應，並鼓
勵對該供應的利用

_ 更多的有助於支持首次置
業者的計劃

_ 對支持長者和卑詩弱勢人
士獲得住房的計劃進行
投資

_ 擴展智能運輸
_ 對從事房地產交易的消費
者加強保護

_ 增加業主補助金
_ 鼓勵開發商提供日托空間
_ 鼓勵或引領各級政府簡化
和加快住房和租房開發的
審批程式

_ 加強租客的保護
_ 其它，請描述

_ 為環境保護和氣候變化增
加計劃和資金

_ 在卑詩省公園增加省級露
營地數量

_ 加大警務和公眾安全方面
的投資

_ 增加社會援助
_ 更多的醫院、醫療設施和醫
療計劃，包括精神健康

_ 為幼稚園至12年級的教育
增加更多學校和資金

_ 更多的道 路、高速公路和
橋樑

_ 降低省銷售稅（PST）
_ 降低MSP保費
_ 降低卑詩保險公司（ICBC）、
卑詩水電局、卑詩渡輪公司
的價格和費用

_ 其它，請描述

3. 政府利用《卑詩就業計劃》，繼
續支持本省的經濟和創造就業機
會。我們已經看到旅遊業、技術領
域、交通相關行業和卑詩省各行
各業的增長。我們可以採取哪些
進一步的行動，以繼續增長經濟
和維持支持家庭的工作？[多選]

_ 繼續努力減少貿易壁壘和
官僚習氣

_ 增加高等教育和技能培訓
的資金投入，使高等教育更
讓人負擔得起（如學生貸款
和補助金）

_ 增加單身家長就業倡導類
計劃的資金投入

_ 增加日托援助和獲得日托
的渠道

_ 增加學徒的稅務抵免
_ 加大對貿易的支持
_ 在製造業上加大投資
_ 加大對小生意的投資
_ 其它，請描述

4. A) 考慮到卑詩省廣闊的地域和眾多的社會群體，它體

B) 請指出您的地區 [單選] 。要查看區域地圖，請瀏覽：
http://www.bcstats.gov.bc.ca/StatisticsBySubject/
Geography/ReferenceMaps/DRs.aspx

現著多元的領域、人口和文化，政府應該在您的地區優
先投資哪個領域？[多選]

_ 衛生保健

_ 溫哥華島/海岸（Vancouver Island/Coast）

_ 幼稚園至12年級的教育

_ 低陸平原/西南部（Lower Mainland/Southwest）

_ 高等教育和技能培訓

_ 湯普森/奧肯納根（Thompson/Okanagan）

_ 警務和公眾安全

_ 庫特尼（Kootenay）

_ 社會服務

_ 卡里布（Cariboo）

_ 道路、高速公路和橋樑

_ 北海岸（North Coast）

_ 自然資源、經濟發展

_ 尼查科（Nechako）

_ 環境保護和公園

_ 東北部（Northeast）

_ 減免稅收
_ 其它，請描述

卑詩省發展地區

北海岸
（North
Coast）

東北部（Northeast）

尼查科
（Nechako）

卡里布
（Cariboo）
溫哥華島/海岸
（Vancouver

Island/
Coast）

湯普森/奧肯納根
（Thompson
Okanagan）

庫特尼
（Kootenay）

低陸平原/西南部
（Mainland/ Southwest）

《第一季度報告修正》
（$百萬）

2016/17

2017/18

2018/19

收入

50,543

50,340

51,477

費用

48,252

48.594

49,586

350

500

500

盈餘

1,941

896

941

納稅人資金支出

4,585

4,452

4,033

總納稅人債務

41,939

42,575

43,492

總債務

66,518

68,946

71,861

納稅人債務與GDP比率

16.4%

16.0%

15.7%

納稅人債務與收入比率

85.0%

87.1%

87.3%

經濟預測（日曆年）

2016

2017

2018

實際GDP增長

2.7%

2.2%

2.3%

名義GDP增長

4.2%

4.2%

4.3%

人口（千人）

4,740

4,801

4,861

預測補貼

*支持2016-17至2018-19年預測的更多細節可在2016/17年第一季度報告中獲取。其它財政和經濟資訊可在
www.fin.gov.bc.ca/pubs.htm和www.bcbudget.gov.bc.ca找到。

如何提交您的想法？
財務與政府服務特別常務委員會（Select Standing Committee
on Finance and Government Services）於九月和十月在省內
召開公共咨詢會。您可以通過以下方式提供您的反饋：

• 參與其中一個公共咨詢會
• 完成在線調查
• 書面反饋
如需查詢公共咨詢會的地點和日期，提交反饋或回應調
查，請瀏覽 www.leg.bc.ca/cmt/finance

請於2016 年10月14日前提交您的反饋資訊（包括聯繫資
訊）到：

Select Standing Committee on Finance
and Government Services
Room 224, Parliament Buildings
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V8V 1X4 Canada
電話： 1 877 428-8337 （卑詩省內免費電話）
電話： 250 356-2933 （對方付費電話）
傳真： 250 356-8172
電郵： FinanceCommittee@leg.bc.ca

公共咨詢會地點和日期：
溫哥華
克蘭布魯克
（Cranbrook）
甘露（Kamloops）

9月19日，星期一
9月20日，星期二
9月20日，星期二

基隆拿（Kelowna） 9月21日，星期三
列治文（Richmond） 9月21日，星期三
素裏（Surrey）

9月22日，星期四

維多利亞*
（Victoria）

9月26日，星期一

魁斯內爾
（Quesnel）

10月5日，星期三

魯拔王子港
（Prince Rupert）

10月3日，星期一

哈迪港
（Port Hardy）

10月5日，星期三

道森溪
（Dawson Creek）

10月4日，星期二

喬治王子城
（Prince George）

10月4日，星期二

科特尼（Courtenay） 10月6日，星期四
三角洲（Delta）
維多利亞*
（Victoria）

10月6日，星期四
10月11日，星期二

*以下城市可參加視頻或電話會議：聖約翰堡（Fort St. John）、納爾遜堡（Fort Nelson）、威廉斯湖（Williams Lake）、史密瑟斯（Smithers）、
卡斯爾加（Castlegar）、維農（Vernon）、特雷斯（Terrace）和潘提頓（Pentict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