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大略省筹资局
www.ofina.on.ca

安大略省： 全球商务的中心

本手册由安大略省筹资局编制。 本资料只用于提供一般信息,并不构成证券的销售要约或购买邀约。 本资料未经任何证券监管机构批准，其内容不足以供任何人士作出购买证券的决

定。 它可能含有因电子转换、下载或未经授权的更改而出现的错漏。 本手册内的声明属于美国 1995年私有证券诉讼修正法案（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规定

的“前瞻性声明”。  这类前瞻性声明会牵涉到不确定因素、风险及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使安大略省的经济状况与这些声明中明示或暗示的预测和经济前景有实质上的出入。  除

非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否则安大略省政府不负责更新前瞻性声明以反映新信息、未来事件或其他状况。 虽然本手册在公布或发表时所含的资料在当时可视为可靠的， 但是我们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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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经济引擎

我们提供：

加拿大在西方七国中名列第一,成为从现在直到
2012年的最佳投资和经商地。 

资料来源： 经济学人信息部 全球商务排名预测。

大规模和多样化的经济，服务业占76%• 
，实业占24%

平均起来占加拿大GDP的 37%，占加拿• 
大人口的 39% 

57%的加拿大高科技产业公司在安大略• 
省落户

超过60%的新移民在安大略省定居• 

创新的商务环境• 

富有竞争力的商务成本• 

拥有技术高超、培训良好的劳动人口• 

低风险的投资环境• 

稳定的金融环境• 

开放的安大略省--5年计划

开发安大略省在洁净水技术领域的专• 
长，使安省成为绿色经济的领导者

投资高等教育• 

开放安大略省北部地区，吸引投资并创• 
造就业机会

通过有利于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税收计划• 
为安大略省投资



安大略省的特征

总面积： 1,076,395 km• 2

GDP: $5670亿元 (2009年)• 

省会： 多伦多（按人口计算北美第五大城市）• 

人口： 1310万，代表超过100个种族文化--加拿大人口• 
最多的省份 

加拿大工业和金融之都• 

与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接壤，与欧洲和亚洲有密• 
切的贸易伙伴关系

创新的环境

各行业世界领先的公司借助安大略省的研发优势，开• 
发突破性技术

安大略省的创意产业成为北美第三大产业群，仅次于• 
加州和纽约

安大略省的 • 绿色能源法案 将支持洁净、可再生能源
的发展

安大略省通过吸引三星等公司的$70亿元投资提案实现• 
绿色经济领域的初步成功，这是本省历史上在再生能
源方面最大的一笔投资

预计水的全球需求量将快速增长，洁净水和废水处理技• 
术的市场机会巨大

安大略省已做好充分准备力求成为洁净水和废水处理行• 
业的全球领导者

保护安大略省的水资源对于发展强大的绿色经济至关• 
重要

安大略省内容广泛的水战略将通过支持洁净水和废水处• 
理技术的商业化来促进水行业的新业务和就业机会 

洁净水技术

安大略省62%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高于其它任何一个• 
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水平

2010年预算推出的计划将为学院和大学增加20,000个• 
新生名额，有助于将高等教育的受教育率提高到70%

本省拥有名列世界前茅的20所大学和24所学院，其中• 
包括一流的商学院，例如 Rotman、Ivey 和 Schulich
商学院资料来源： 金融时报 (英国) 2010年全球 MBA 排

名

预算措施将深刻影响企业在安大略省的投资意

愿。 本省极低的资本税收负担不仅将提升该省

的竞争力，还将提升加拿大的整体竞争力。

Jack Mintz, 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卡尔加里大学

世界一流的教育



多样化的经济--2009年

* 包括业主自住房屋的估算租金收入
注: 由于四舍五入的关系，数字相加后未必与合计数字相等
资料来源: 加拿大统计局，2010年4月

服务业 (占GDP的76%)

实业 (占GDP的24%)

政府、 
医疗和教育

18%

批发、零售、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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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从业人员计算多伦多是北美第三大金融中心，仅次• 
于纽约和芝加哥

世界五大银行的总部所在地• 

加拿大的国家证券交易所-TSX集团（多伦多证券交易• 
所集团）所在地

加拿大是西方七国中唯一一个银行不接受紧急政府金• 
融援助的国家；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加拿大拥
有全球最健康的银行体系

一流的金融行业

最新经济信息--2009年第4季度

2009年第4季度安大略省实际GDP增长1.6%，实现连续• 
两个季度增长 

民营预测机构预测安大略省2010年GDP增长3.5%• 
，2011年增长3.0%

2010年第1季度加拿大实际GDP增长1.5%。民营预测• 
机构预测加拿大的GDP2010年增长3.4%，2011年增长
3.1%。加拿大央行预测2010年增长率将反弹至3.7%

3月份加拿大的实际工业GDP增长0.6%，实现连续七个• 
月增长

4月份加拿大就业市场净增109,000个工作岗位。 全• 
国失业率下降至8.1%

提高安大略省的竞争力

到2018年安大略省的实际边际税率（METR）将减少一• 
半，这帮助安大略省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地

加拿大一半以上高科技公司在安大略省落户，其中包• 
括 BlackBerry-maker Research In Motion 公司（
黑莓制造商）、 Celestica 公司和 Open Text 公司

北美生物技术公司的最大集中地之一• 

安大略省的多样化经济有助防止任何一个行业的周期• 
性低迷

资料来源: 安大略省财政厅和加拿大财政部

注： *包括安大略省公司所得税 (CIT) 税率的降低和在2009
年宣布的合并税、到2010年7月1日前逐步取消的安大略省
资本税、到2012年前逐步降低到 15%的普通联邦 CIT 税
率。

安大略省销售税

安大略省资本税

安大略省 CIT

联邦 CIT

美国平均值(2012年)

经合组织成员国平
均值(2012年)

百分比



稳定的流动政府信贷

安大略省筹资局是安大略省政府机构，负责全省的筹资及债务管理事宜。

 联络我们 
 Investor Relations 电话  (416) 325-8000
 Ontario Financing Authority 传真 (416) 204-6694 
 One Dundas Street West, Suite 1400 www.ofina.on.ca
 Toronto, Ontario  M7A 1Y7 investor@ofina.on.ca

 Canada 

S&P 对安大略省的评级是 AA- / A-1+• 

Moody 对安大略省的评级是 Aa1 / P-1• 

安大略省的债务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加• 
坡、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比利时、
挪威、丹麦和爱尔兰为零风险权重。

信用评级 (长期/短期)

中期筹资前景

流通债券发行• 

清晰的收益率曲线延伸至30年• 

来自二级市场的有力支持• 

多样化和广泛的银团交易• 

加拿大基准的发布者• 

多样化的筹资计划

加拿大各省与欧元区的主权国家相似，他们都控制其财政

政策的各个方面，从中央实体获得资金划拨，但不能控制

货币政策。

   

   Moody投资者服务公司

注: 由于四舍五入的关系，数字相加后未必与合计数
字相等。

瑞士法郎
$11亿 (2.5%)

美元
$160亿元 (36.5%)

欧元
$52亿元 (12.0%)

加元
$214亿元 (49.0%)

2009-10年发行$438亿加元

港元
$0.5亿元 (0.1%)

请访问网址 www.ofina.on.ca 并订阅 我们的电邮通知服务以接收

最近更新的安大略省信息：

- 债券发行  - 筹资计划
- OFA 公告  - 投资者公共关系讲座
- 网络广播  - 其他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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