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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級草羊
新鮮特級
小雞腿 叉燒肉 免治豬肉

五花腩
連骨

新鮮小背
脊豬排   
(原袋)

國越牌
調味料

日昇牌
果汁

靈牌純
白砂糖

萬朝牌
酸乳酪

白菜仔

牧童牌急
凍椰子水

海諾維奇
牌活淡菜

都樂牌
菠蘿汁

福祿壽牌
煉奶

幸福牌
菜籽油

三小姐
牌特級
香米

媽媽牌 
即食杯麵

青豆仔 大青椒 紅毛丹
特級香甜
紅蘋果 士多啤梨

原箱
$1.79/磅

不加糖

多款口味
多款口味

數量有限

海燕牌
蝦餃

海燕牌 
鮮蝦燒賣

指定口味

指定口味

爽口牌
肉丸

海燕牌 
去頭黑
老虎蝦

幸福比內
牌吞拿魚

海燕牌
盲曹魚

www.luckysupermarke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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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鍋連鎖店火鍋連鎖店
100A - 999 - 36St. NE Calgary

（東北太古廣場）

（403）- 475 - 6889

100A - 999 - 36St. NE Calgary
（東北太古廣場）

（403）- 475 - 6889

便利火鍋快餐
(一人份)

每日11am-4:30pm供應

www.littlesheephotpot.com

七天營業  每日 11AM - 11PM

火鍋連鎖店

憑此優惠券消費滿$15(稅前)，
可獲$5.00折扣。
每人限用一張，有效期至2015年9月20日止。

$500
OFF

(A) 田園風味        Vegetarian                 $10.99
       金針菇、鮮腐竹、油豆腐、紅薯片、時蔬、家常麵

(B) 草原牛羊        Meat Eater                  $12.99
       肥牛片、羊肩片、菜肉餃子、紅薯片、時蔬、家常麵

(C) 傳統精粹        Tradition                     $12.99
       羊肩片、牛百葉、手打雙丸、紅薯片、時蔬、家常麵

(D) 特色精選        House Special           $12.99
       羊肩片、鮮腐竹、蟹肉棒、紅薯片、時蔬、家常麵

(E) 均衡健康        Health  Giving           $12.99
       肥牛片、雞中翅、金針菇、紅薯片、時蔬、家常麵

(F) 海上奇珍        Seafood                       $13.99
       鮮魚片、鮮蝦、蝦丸、魚豆腐、紅薯片、時蔬、家常麵

(G) 黃金套餐       G for Gold                   $14.99
       鮮魚片、鮮蝦、羊肩片、金針菇、紅薯片、時蔬、家常麵

奉送滋補原味鍋及酸梅湯一杯

多
款
套
餐
供
選
擇

WILSON LINWILSON LIN

林斌林斌
(國/粵/英語)(國/粵/英語)

587-717-8828587-717-8828

華語營業代表華語營業代表

zoom - zoom

zoom - zoom

中央街北萬事得車行
1211 Centre St NW  403.276.5962

全
新
車
系

CX-3
2016

貸款利率0.99%
長達36個月分期

† Mazda3
2015

0% 貸款利率

+$1,250現金回贈
長達48個月分期

CX-5
2016

0% 貸款利率

+$500現金回贈
長達48個月分期

†

萬事得初秋大特賣萬事得初秋大特賣萬事得初秋大特賣萬事得初秋大特賣

†萬事得「i-Active四輪驅動系統」

是一套因應路面狀況需要時

而自動介入的四輪驅動系統

在路面狀況欠佳時保障駕駛安全

†萬事得「i-Active四輪驅動系統」

是一套因應路面狀況需要時

而自動介入的四輪驅動系統

在路面狀況欠佳時保障駕駛安全

2016年才需供款！2016年才需供款！2016年才需供款！2016年才需供款！

***Models may not be exactly as shown******Models may not be exactly as shown***

www.northhillmazda.com
www.littlesheephot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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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玫瑰黨獲歷史性勝利
9月3日(星期四)亞省卡城山麓選區進行補選，今次補選是該區在一年內的第三

次省府選舉。自去年10月前省長彭迪思在取代雷德福後補選成功，並在今年5月在
省選時在該選區勝出，但卻因省保守黨在省選中幾乎全軍覆沒，
即時辭退黨領及省議員的職位。

野玫瑰黨候選人潘德(Prasad Panda)是資深高級能源工程
師，今次贏得首個野玫瑰在卡城選區的議席，將省保守黨坐穩該
選區的歷史改寫。今次補選可算戰情緊湊，三大熱門政黨包括
新民主黨、保守黨及野玫瑰黨，在選舉前的民意調查報告支
持率皆相差不遠，很多政治評論員都認為今次補選亦是省
新民主黨自執政以來的試金石。選舉結果顯示，雖然新民

主黨派出資深政客鶴士活(Bob Hawkesworth)參選，但亦難敵選民力求改變的抉擇，結果野玫
瑰黨獲38%選票，新民主黨獲26%，而保守黨獲22%選票，希望野玫瑰黨能代表省民發出更多
有效的聲音，為省民謀求更安定繁榮的生活。

9月3日亞省卡城山麓區補選

潘德 Prasad Panda

人人
事事加國加國

加國加國

自新民主黨省政府執政以來，已承諾增加亞省教育撥款，

在本學年度(2015-2016)及下學年度(2016-2017)專上學院的學

費將保持不變，而且取消上屆政府所實施以「市場需求」而釐

定各學科學費升幅的政策。據亞省創新及專上教育廳廳長Lori 

Sigurdson星期二在卡城皇家山大學在迎新會中稱，亞省政府

為確保亞省年青一代得到高質素的專上教育，從而獲得更理想

工作及生活，而在就學期間學生們亦無需擔心學費的不明朗加

幅，省政府將會在教育撥款上作出優先選擇。 

據亞省大學生會主席Romy Gamdo稱，亞省大學學生為省政

府所實施的凍結專上學院學費兩年計畫大表歡迎，因此，大學

生們在未來兩年都不用為不斷飆升的學費而大失預算，可更專

注在學業上，肯定對成績及身心大有幫助。

亞省政府更為有需要補助的專上學院學生提供補助及學生貸款計畫，學生可在學年結束前30日向政府申請，同時亞省政府每年

皆提供多個不同類別的獎學金給專上學院學生，在2014-2015年年度，亞省政府共撥出七千三百多萬元獎學金給予近4萬名專上學院

學生。

亞省專上學院學費 凍結兩年正式實施

▲ 亞省創新及專上教育廳廳長Lori Sigurdson(中)與卡城皇家山

   大學學生會代表合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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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卡城福建同鄉會
FUKIENESE ASSOCIATION OF CALGARY

Unit 3, 207 - 1st Street S.E. Calgary Alberta T2G 2G3
Tel: (403) 263-8899   Fax: (403) 263-8878

通　告
卡城福建同鄉會第17屆理事會

　　卡城福建同鄉會第十七屆理事會、經於2015年6月7日召開全體會員大會、以不記名投票選出第十七屆理事會
、隨後兩週於2015年6月21日再經理事複選正副會長及分配各理事組別職守、同時議決繼續敦聘諸位熱心社會賢
能、輔助本會共獻良策、促進會務順利推展。謹將榮膺本屆理事會職銜人士芳名公佈如下：

榮譽會長：余建強、雷學金、蔡松芳、駱河清、洪少松、白志明、李　知、李　昭、錢林瑞玉

榮譽顧問：余建業、余文南、陳文雄、王　震、葉安利、丁永福、許洪碧珠、陳文贊

榮譽顧問：柳大城、柳家興、柳家勝、應志洪、陳文稱、王國豐、林殿文、梅廣壽、龐振英、陳仕明、董建智、
　　　　　許樂成、吳裕成、林競新、謝金寶

榮譽顧問：夏德明、夏來和、劉端河、劉務昌、曾佩珠、劉栢盛、卓漢濤、王昭仁、王啟南、周修傑、陳捷國、
　　　　　吳麗君、王　發、金　璜、呂四英、周仕栢、文偉健、吳　儀、陳永泰、周慶翔、歐陽永健、麥美兒
　　　　　馬炳恆、蔡淑慧、洪愛梅

名譽顧問：黃健春、胡敬明、黃文溪、黃玉柱、蘇榮華、鄭秋煥、柯賢齊、陳南生、林美蓉、柯世福、黃文水、
　　　　　司徒月貞、劉富春、凌景彬、楊謙進、李　威、洪志宏、王守蔭、許世榮、黃富強、林　康、吳吉梅
　　　　　施榮萱、林玉琦、郭美蘭、劉曉明

法律顧問：Douglas K.B McLean

永遠名譽會長暨最高顧問團：柯賢沂、陳金星、王天賜、李炯輝、劉恭存

名譽會長暨常務顧問：楊天華、阮麗香、劉源來、江壽緯、雷永志

會　長：李炯輝

副會長：黃國樑、洪滄美、錢有金、鄭英仁

英文秘書：錢有金（兼）          

中文秘書：王惠明

稽　核：柯賢沂            

財　政：洪秀芬、張國榮

公　關：江桂霞                                

總　務：黃晶晶、洪滄美（兼）

福　利：吳志鴻            

康　樂：石禮彬、張貽成

婦女組：洪白玉、徐玉妮、符蓮、曾玉娥

松鶴相濟會：黃國樑、柯賢沂、吳志鴻、洪秀芬

卡城福建同鄉會第17屆理事會 (2015-2017)卡城福建同鄉會第17屆理事會 (2015-2017)卡城福建同鄉會第17屆理事會 (2015-2017)卡城福建同鄉會第17屆理事會 (201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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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 請
3/4 年修車技工

或有證書技工，厚薪

有意請親臨面洽
誠聘

Thai Express

403-606-8818

位於市中心Suncor Center
BP House及MarketMall

誠聘有經驗炒鑊數名
有意者請於2pm後致電Amy預約見面

石 屎 建 築 ， 7 0 7 呎 ， 一 睡 房 栢 文 ， 9 呎 高 天
花 ， 石 英 石 廚 櫃 檯 面 ， 交 通 方 便 ， 近 各 類 消
閒 點 。 $338,000

$549,900

$225,000

$575,000

西南 Panorama

東南 Inglewood 全新栢文

7 5 6 呎 ， 1 6 樓 高 層 單 位，兩睡 房，特大 儲物 室，露 台
可遠眺山景，交通及購物方便，設施齊備包括泳池，
健身室等。

西北 Dalhousie 栢文

西南 Woodland 靚區豪宅
獨立兩層，2170呎，樓上4睡房，兩全廁，主人套房，主層書
房亦可作睡房，開揚光猛，玄關高樓底，開放式廚房，花崗岩
廚櫃檯面，屋後可直通公園，全屋保養一流。

4年新，獨立兩層，1967呎，樓上三睡房，主層及上層9呎
高天花，開揚光猛，寬敞實用，實木地板及高級地毯，不
銹鋼廚具，全屋加料裝修，土庫完成，另備一房、浴廁及
家庭廳。

OPEN HOUSE
本星期日 1:30 - 4:00pm開放   備茶點招待，歡迎參觀。652 Panora Way NW

有意請將履歷電郵至關經理
dkwan@kramermazda.com

加西最大規模  萬事得代理
誠聘 新/舊車營業代表

加西最大規模  萬事得代理
誠聘 新/舊車營業代表

• 無須銷售經驗

• 提供優質訓練

• 須流利英語

• 無須銷售經驗

• 提供優質訓練

• 須流利英語

mailto: stephfan37@gmail.com
mailto: dkwan@kramermazda.com
mailto: chan_joyce@shaw.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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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ingke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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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ulturalcentr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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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信
999-36 St. NE Pacific Place Mall

東北太古廣場（威信影音側）每日 11am~7pm  
Tel：587-718-2011 403-781-7171

無需簽約
絕無花巧
永不加價

無需簽約
絕無花巧
永不加價

月費全包任講計畫全包任講計畫
包括：全省任傾任講、來電顯示、三人會議、
        來電等候、飛線服務、北美短信等

http://mobilicit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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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安全最安全
遊記遊記

•甲殼蟲•
「經濟學人」近期發佈一項2015年的安全

城市指數調查，將全球50座主要城市依四項安

全指數：數字安全，衛生安全，基礎設施安全

和人身安全做統計調查並依序排名。下次出發

前不妨參考以下的排行榜。

到任何城市旅行，注意自身安全之外，一個城市的安全性也是旅行時考慮的因素之一，在國外旅行存在
安全風險，即便是到全球最安全的城市，仍需提高警覺，隨時注意自身安全，才能快樂出遊，平安回家。

擁有1300萬人口的東京是全球人口最多同時

又最安全的城市。以綜合評分85.63位居榜首

。在數字安全評價中排名第一。雖然擁有龐大

的人口以及頻繁的地震，在個人安全與基礎設

施安全中依然高居前五。同時，該城市十分富

裕，在報告「高收入城市排行」中高居首位。

新加坡在個人安全指數中排名第一。

報告稱，數十年來，新加坡類似搶劫

、偷盜等傳統犯罪的犯罪率極端低下

。同時，謀殺率也僅為世界第二低。

該國總統陳慶炎宣布建設旨在提高數

字安全的「智慧城市」。

只有不到90萬人口的瑞典

首都在數字安全指數中排

名第七，在個人安全指數

中，瑞典是前五名中唯一

一個非亞洲城市。

擁有82萬人口的阿姆斯

特丹雖然允許合法吸食

大麻，但該國完善的基

礎設施讓其成為全球最

安全的城市之一。

悉尼擁有450萬人口，

在基礎設施安全與個人

安全中排名前十。但悉

尼是全球網絡犯罪最頻

繁發生的城市。

數字安全 
網路安全，身份、隱私安全

衛生安全 
成本和醫療服務，環境和空氣、水的品質

基礎設施安全 
道路，橋樑、建築物及交通運輸安全

個人安全
犯罪、暴力，人身安全

這座擁有260萬居民的城市在個

人安全中排名第二，在衛生安

全中排名第六。跟東京相似，

大阪也十分富裕，人均GDP位

於高收入城市前列。大阪在數

字安全指數中略遜於東京。

斯德哥爾摩．瑞典 

新加坡

阿姆斯特丹．荷蘭 悉尼．澳洲

大阪．日本

東京．日本

蘇黎世．瑞士 多倫多．加拿大 墨爾本．澳洲 紐約．美國 

No.5 79.19 No.6 78.91No.4 80.02

No.7 78.84 No.8 78.81 No.9 78.67 No.10 78.08

No.2 84.61 No.3 82.36

No.1
85.63

第11名  香港．中國         第12名  三藩市．美國

第13名  台北．台灣         第14名  滿地可．加拿大

第15名  巴塞隆拿．西班牙   第16名  芝加哥．美國

第17名  洛杉磯．美國       第18名  倫敦．英國

第19名  華盛頓．美國       第20名  法蘭克福．德國

第十一至第二十名排行榜

全球十大全球十大
城市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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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TRACK BETTING NOW OPEN!
世界各地賽馬場外投注
現已投入服務

11:30

逢星期六晚上8PM-12AM

全  新
賭檯耍樂時間

每日早上11時至凌晨3時

Must present valid Winners’ Zone card. Some conditions may apply.  Promotion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AGLC approval.

Simply swipe your Winners’ Zone card Sweptember 1st-27th to receive your entry into the draw. 
Winner must be present. If winner is not present, cash amount will roll over into next draw. All $2,000 
cash will be given away by 8:00pm draw on September 27th. 

$2 ,000
九月份九月份

累積獎金高達
送 現 金 大 獎送 現 金 大 獎

抽獎日期及時間：9月27日 6pm 7pm 8pm

www.centurycasin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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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GAO
Product Advisor

403-708-9158
(國語/英語)

一天清貨傾銷優惠

折扣及現金回扣折扣及現金回扣

高達高達 $13,000*$13,000*

折扣及現金回扣折扣及現金回扣

高達高達 $13,000*$13,000*

貸款利率貸款利率
起起0%*0%*

(適用於大部份型號汽車)(適用於大部份型號汽車)

貸款利率貸款利率
起起0%*0%*

(適用於大部份型號汽車)(適用於大部份型號汽車)

2015 TOYOTA COROLLA 2014 TOYOTA TACOMA 2015 TOYOTA TUNDRA
LOADED, LE, DEMO D-CAB, 4WD, V6 CREWMAX, 4WD, V8, 5.7L,

LOADED, DEMO

2015 TOYOTA CAMRY XSE
LOADED, XSE, SPORT MODEL

0%* 0%*

AWD, LOADED, DEMO
2015 TOYOTA RAV4

0%*

AWD, V6, LOADED, DEMO
2015 TOYOTA VENZA

0%*

WAS
$21,812*

NOW
$16,988*

WAS
$30,260*

NOW
$25,888*

WAS
$28,720*

NOW
$24,988*

WAS
$40,666*

NOW
$33,888*

WAS
$34,482*

NOW
$29,888*

WAS
$46,395*

NOW
$36,395*

0%* 0%*

#P500451 #P501858 #P500065 #P500140 #P501262 #P500678

袛限九月十二日星期六早上九時至下午六時止，機會難逢，勿失良機！
*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ONLY ONE OFFER PER 
CUSTOMER.  OFFERS VARY BY MODEL AND RESTRICTIONS AND CONDITIONS APPLY.  
ADVERTISED PRICES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TOYOTA FINANCIAL SERVICES 
SUBSIDIZED RATES.

LUXURY PACKAGE

2014 TOYOTA PRIUS V

WAS
$32,750*

NOW
$26,888*

XLE, V6, TOP MODEL

2014 TOYOTA CAMRY

WAS
$34,482*

NOW
$29,888*

4WD, D-CAB, LOADED, DEMO

2014 TOYOTA TUNDRA

WAS
$34,872*

NOW
$28,888*

#P400748 #P400027 #P400339

免費雪胎壹套 及 免費輪胎儲存*免費雪胎壹套 及 免費輪胎儲存*免費雪胎壹套 及 免費輪胎儲存*免費雪胎壹套 及 免費輪胎儲存*

免費四人拉斯維加斯
　　或郵輪旅遊*

免費四人拉斯維加斯
　　或郵輪旅遊*

免費四人拉斯維加斯
　　或郵輪旅遊*

免費四人拉斯維加斯
　　或郵輪旅遊*

$1,000*$1,000*免費汽油免費汽油
(適用於大部份型號汽車)(適用於大部份型號汽車)

$1,000*$1,000*免費汽油免費汽油
(適用於大部份型號汽車)(適用於大部份型號汽車)

www.southpoint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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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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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3 - 110TH AVENUE NW
(403) 407-2021 (本車行位於COSTCO以西)

請聯絡 查詢詳情JOHN CHOW
403-667-6111 403-397-6822

或 GERALD TSANG

*OFFERS OAC. ALL REBATES TO DEALER. ALL OFFERS INCLUDE FEES (INCL. AMVIC FEE OF $6.25) AND TAXES. GST EXCLUDED FROM ALL OFFERS. INVENTORY ACCURATE AT TIME OF PRINTING. PRIOR SALES NOT 
ELIGIBLE. CONDITIONS APPLY. VEHICLES MAY NOT BE EXACTLY AS SHOWN. ALL OFFERS END 09/30/15. SEE DEALER FOR FULL DETAILS.

www.VILLAGEHONDA.com  www.VILLAGEHONDA.com  www.VILLAGEHONDA.com  www.VILLAGEHONDA.com

www.VILLAGEHONDA.com  www.VILLAGEHONDA.com  www.VILLAGEHONDA.com  www.VILLAGEHON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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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難逢，勿失良機，優惠期至9月30日止！機會難逢，勿失良機，優惠期至9月30日止！機會難逢，勿失良機，優惠期至9月30日止！機會難逢，勿失良機，優惠期至9月30日止！

30部ACCORD
可供選擇！

更可獲 $1,000
現金獎賞(袛限CIVIC)

0.99%
借貸或租賃

起
或選擇以

貸款利率

50部CIVIC
可供選擇！

40部CR-V
可供選擇！

$2,500$2,500
(袛限2015年本田CIVIC、ACCORD及CR-V型號)

現金
折扣
現金
折扣

高達高達

20152015

本田本田
折扣大優惠折扣大優惠

www.villagehon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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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加拿大房價價格最高的區BC省的西

溫哥華區West Vancouver平均房價

175萬加幣！需要家庭年收入達到32

萬才能負擔得起！看到這個數字大家

有沒有一點點欲哭無淚。

不管你油價是漲是跌，不

管你加幣是跌還是漲，加拿大

房價一直在漲漲漲！最近一份

由Rentseeker網絡公司進行的

調查，把加國從東到西的七大

省份，按照平均房屋價格估算

出養房所需的至少家庭收入。

在加拿大養房不容易，每

個月要負擔的費用除了房屋貸

款，還有電費、煤氣費，地稅

等，此外如果房屋出現問題，

還要支付各種維修費，這些價

格都不菲。那麼在加拿大各個

省份到底要多少收入才能養得

起房呢？一起來看看吧！

其他華人聚居地城市比如蒙特利爾，還是OK的，平均房價32萬8，
需要家庭年收入達到6萬8。溫哥華地區平均房價要81萬，需要家庭年

收入15萬2。卡城平均房價要44萬3，需要家庭年收入8萬8。

已經生活在加拿大的小伙伴，如果再讓你選擇一次，你會想要生活

在哪個省份和城市呢？

才能養得起房子

• 卡卡C詠彩卡城

我們要賺多少錢

多倫多，平均

房價63萬，需

要家庭年收入

達到 12萬 6，

可以養房了。

不過最低的區在New Brunswick的Fredericton，平均

房價只要15萬6，家庭年收入3萬6就可以負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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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World Bank)首席經濟學家警告，美聯儲(Federal Reserve)如果決定在9月會議上加息，就有可能
觸發新興市場“恐慌和動蕩”；在全球經濟進一步站穩腳跟之前，美聯儲應該暫緩動手。
考希克-巴蘇(Kaushik Basu)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圍繞中國經濟增長的越來越大的不確定性及其對全
球經濟的影響意味著，美聯儲如果下周決定提高政策利率（這將是2006年以來首次），會產生消極後果。
他的警告突顯出，在美國以外，人們日益擔憂美聯儲可能很快開始加息。此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提
出類似的建議，近幾周來，該組織對於9月加息的潛在衝擊波也越來越感到焦慮。
這意味著，如果美聯儲的政策制定者下周決定加息，他們將不理睬兩家在布雷頓森林創建、旨在扮演全球
經濟穩定監護人角色的機構的意見。
巴蘇表示，這樣的決定可能產生一股“衝擊”，在新興市場引發新的危機，尤其是在各方已經擔憂中國經
濟健康狀況的情況下。
他表示，盡管美聯儲已經做了大量預告工作，但任何加息都將導致“恐懼資本”流出新興市場，新興市場
貨幣匯率也將劇烈波動。他說，美元很可能走高，而這也將阻礙美國經濟增長。
在花了幾個月時間讓投資者準備迎接今年加息後，美聯儲在9月16-17日政策會議期間面臨一場激烈辯論，
焦點是何時上調利率，以及如何權衡國內經濟強勁的證據與全球金融市場受中國經濟放緩憂慮驅動的大起
大落。
在本月會否加息的問題上，身為美國央行的美聯儲最近發出雜亂信號。盡管勞動力市場在繼續走強，但官
員們擔心通脹將受到美元走高和近期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的拖累。美聯儲主席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曾多
次暗示，她預期年內進行自2006年以來的首次加息。今年只剩下三次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會議可
讓她兌現這個預期。
昨日發布的貿易數據也突顯了中國經濟放緩對世界的影響。數據顯示，8月中國出口和進口同比均有所放緩
。
巴蘇表示，世行6月預測的全球經濟今年增長2.8%現在看來有點懸。
“新興經濟體普遍感到擔憂，生怕中國挺不住，”巴蘇表示。“這是眼下世界面臨的問題……整體而言，我
們正進入一個全球經濟以較低速度增長的階段。綜合考慮所有情況，再加上過去兩周中國市場的局面，讓
人相信整個形勢甚至比6月看上去還要糟糕。”

一周環球經濟新聞提要一周環球經濟新聞提要一周環球經濟新聞提要一周環球經濟新聞提要

全球市場動盪延續 新興市場遭遇重挫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要求成員國提交融資方案清單

世行：美聯儲若下周加息或觸發新興市場“恐慌和動蕩”

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行長昆達普爾-瓦曼-卡馬特向俄新社表示，該行已要求金磚
國家成員國家提交融資方案清單。
他說：“我們確定在2016年4月前的期限內為首個項目融資，並請各成員國提交
本國的項目清單。”據他介紹，銀行願共同資助“國家和私人機構”的項目。
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于7月21日在上海舉行了揭幕儀式，出席儀式的有中國財政
部部長樓繼偉、該行第一行長兼印度代表普爾-瓦曼-卡馬特、上海市市長楊雄，
以及金磚國家外交界代表和中國政府代表。
金磚國家于2014年7月成立的新開發銀行理事會第一次會議在俄羅斯烏法舉行。
銀行總部設在上海。該行實收資本額將達100億美元(五國將各投資20億美元)，
之後如有必要，每個國家的投資額將提高至40億美元。
創建資金上限為1000億美元。新開發銀行的主要任務是為金磚國家和其它發展
中國家基礎設施項目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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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環球經濟新聞提要一周環球經濟新聞提要一周環球經濟新聞提要一周環球經濟新聞提要

全球市場動盪延續 新興市場遭遇重挫
阿里巴巴隔晚在美國股價反覆，早段先急升4.5%至66.81美元，其後卻倒跌
5.7%，收報60.25美元。急跌過後，阿里巴巴市值僅11930億元，首次低於「
死敵」騰訊（0700）市值12350億元約3%。
早前阿里巴巴首席執行官張勇已經呼籲員工忘記股價，關心客戶；阿里巴巴創
辦人馬雲近日亦就股價開腔，表示「關心股價沒有意義，對股價關心的真正體
現，是踏踏實實經營好公司……今天這樣的情況，跳樓能夠回來？」。阿里巴
巴自去年9月上市至今，股價累跌11.4%
花旗今日發表報告，引述阿里巴巴方面表示，內地宏觀指標如工資增長及創造
就業等因素仍然穩定，相信消費者仍有能力消費，只是宏觀環境利淡，或造成
心理因素，對消費額有負面影響。
對於阿里旗下有「國際版淘寶」之稱的全球速賣通，花旗認為該分部收入貢獻
仍小，加上巴西及俄羅斯貨幣貶值令增長放緩，預料全球速賣通9月份收入按
年增幅僅有低單位數字。

人行：外儲增減屬正常

中國八月外匯儲備續減，人行發言人表示，主要因為人行在外匯市場提供流動
性，加上外匯儲備委託貸款項目進行資金提款，以及國際金融資產價格出現回
調所引致。
人行發言人指，隨着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斷完善，及人民幣國際化推進，未
來外匯儲備出現增減屬正常。至於人行日前發出通知，規定銀行對遠期售匯徵
收風險準備金，發言人指此舉措不屬資本管制，反而有利抑制匯市波動。
市場關注人民幣貶值或加速內地資本外流，據外匯局向地方分局發出的文件顯
示，當局要求分局加強經常及資本項目購付匯外匯業務的管理，市場解讀為當
局藉此向相關企業施壓，以限制資本外流。

花旗預計年底前美國石油日產量銳減50萬桶

阿里股價再跌6% 市值低過騰訊 馬雲：股價沒意義

花旗集團周三表示，由於生產商面臨資金短缺，預計到今年年底美國原油日產量將至多減少
50萬桶，受影響最嚴重的是頁岩油生產商。
花旗駐紐約分析師Richard Morse與Ed Morse在一份報告中表示：“雖然迄今為止資本市
場已填補了頁岩的資金缺口，但由於鑽探、原油供應和全球價格等因素影響，資本市場正在
顯示緊縮跡象。”對於債務纏身的生產商而言，高收益率信貸市場的入口正“急劇收縮”。
過去一年，由於歐佩克成員國決定維持產量以捍衛市場份額，美國的高成本石油生產商已被
迫收縮。自去年11月歐佩克宣布其政策調整以來，美國原油價格已下跌近40%。
花旗表示：“到今年年底，美國可能損失至多50萬桶的日產量，其中一半是頁岩油。”這
相當於歐佩克第11大產油國厄瓜多爾每天的原油產量。
自去年10月達到創紀錄高位以來，美國的石油鑽井平台數量已下降近60%。美國能源部的
數據顯示，截至8月28日，美國的原油產量已連續四周下降，是自從2012年1月以來持續下
降時間最長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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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邦 國 會 大 選 與 省 議 會 選 舉 不 同
選 民 在 投 票 時 必 須 出 示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聯邦國會大選將於10月19日舉行，作為公民當

然要行使民主權利去投神聖一票。加拿大選舉局提醒

選民，是次聯邦大選與年初的省議會選舉不同，省選

時選民在投票時祇須出示收到的選民卡(Voter Card)即
可投票，而這次聯邦大選，選民就必須出示由加拿大

各級政府發出，上面有本人姓名、地址及照片的身份

證明文件方可投票。亞省政府發出的有效駕駛執照或

亞省身份証(Alberta Identity Card) 就最適用。

但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人，尤其是長者，是沒

有上述兩種文件的，那怎麼辦呢？選舉局還有兩個折

衷辦法。

1.選民可出示兩份有自己姓名的文件，其中一份

必須有現居地址。a.印有自己姓名的文件例如亞省醫

療卡、社會保險卡、加拿大護照、公民卡、公民證書

、銀行信用卡或提款卡、長者公車證等。b.印有自己

姓名及現居地址的文件如水電收費單、電話電視收費

單、稅局評稅單(Income Tax Assessment)、銀行月戶口

或信用卡月結單、個人支票、政府福利通知信(如長

者每年七月份收到的老人金和亞省老人福利調整信)

、物業地稅單、老人大廈或護理院入住證明等。

選民祗要持有a項及b項文件各一即可投票，注

意兩份文件上的姓名寫法要相同。

2.選民可出示兩份有自己姓名的文件及邀請一位

居於同一選區兼屬同一票站，能夠證明他本身身份及

地址的朋友為自己作證。但該證人祇能為一人作證。

例如公民陳女士祗找到醫療卡和社會保險卡，沒有印

有自己地址的文件，而鄰居公民張先生持有駕駛執照

，兩人屬於同一票站，陳女士可邀請張先生一同前往

票站為自己的地址作證。張先生在證明陳女士確居於

她聲稱的地址後就不可以再為其他人作證。

加拿大選舉局將於9月25日郵寄選民資料卡

(Voter Information Card)給所有登記選民，通知他們投

票的日期時間(包括提前投票)及票站地址(提前投票

的票站地址往往與正式投票日的票站地址不同)。如

公民因新近入籍尚未登記成為選民，或曾經搬家已未

向選舉局更新資料，就會收不到通知。選舉局鼓勵各

位公民上網查看自己是否已登記及確認登記資料正確

。未登記者亦可上網登記成為選民。

選民的登記資格為：

•本人為加拿大公民(Canadian Citizen)，注意持有

楓葉卡者祇是永久居民，未入籍不可以登記投票。

•在投票日已年滿18歲。

•能夠證明自己的身份及地址。(即持有上面有

本人姓名、地址及照片的身份證明文件或能滿足上

述1或2項的要求)

加拿大選舉局的網址為 www.elections.ca

如需協助可致電 1-800-463-6868

本會公民權益關注組可協助有需要的長者查詢

登記資料或新登記成為選民，請留意本會通告。查詢

請致電403-269-6122 公民權益關注組李姑娘。

｢公民權益服務小組｣拓展服務專欄
如需協助或有任何疑問，歡迎向耆英會外展部 (403)269-6122 查詢

卡城華人耆英會公民權益

http://www.arbormemorial.ca/en/mountainview
http://www.arbormemorial.ca/en/edenbr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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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 灰龕
最優質的石碑
最齊全的款式
最相宜的價錢

舊碑加字    翻新修理  價錢特別優惠
中文服務    中文排字  特別妥當

服務全亞省：愛民頓、卡加利、紅鹿市、列必殊...
（先人墓碑，無需與殯儀福地同時購買，自行選擇，可節省大量經紀佣金）

請致電：何先生 403-619-1033  /  譚先生 403-813-3618
4119 - 17 St. SE Calgary AB  /  #103, 303 Centre St. SW Calgary AB

百 福 石 業 有 限 公 司
SERENITY 
Memorials Canada Ltd.

AC TIVE AUTO BODY

www.activeautobody@hotmail.ca
永久車身修理公司

林友团主理 三十多年經驗
Discount Deductable 修理期間，有車提供

添置新器材，加設輪胎服務

BUS: 403-277-1710
207 - 36 Ave. NE Calgary AB

Cell: 403-617-6500

* 經驗技師
* 車身修理
* 免費估價

* 快捷便利
* 品質保證
* 取價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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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日 ( 

星 

期 

一 )

大鬧曼谷機場 30華客列黑名單

泰國東方航空一架從曼谷廊曼機
場飛往重慶客機，本月四日疑因天雨
及檢修兩度延誤，約百餘名內地旅客
滯留鼓譟，在候機大堂集體高唱《義
勇軍進行曲》，又佔用航空公司櫃台
咪高峰提出道歉、賠償、轉機三大要
求。航班最終延誤逾十一小時，約三
十名不願登機的旅客傳已被列入不文
明黑名單。

難民潮衝擊 英勢加速脫歐

中東難民開始在歐洲找到新天地
之際，歐盟成員國為接收難民的問題
爆出嚴重分歧，更可能加速英國脫離
歐盟。雖然德國總理默克爾明言想英
國分擔接收難民的責任，但部分英國

人不願接受。有英媒進行的民調顯
示，很多英國人不想首相卡梅倫政府
向歐盟低頭，支持脫歐的人首次多於
反對脫歐者，亦反映了英國人愈發對
歐盟反感。

星反對黨造勢 狠批執政黨

新加坡大選將於本周五舉行，最
大反對黨工人黨趁選前最後一個周末
舉行造勢大會，希望爭取更多民眾支
持。其中東海岸集選區候選國會議員
佩雷拉（Leon Perera）批評，人民行動
黨領導的政府要國民盲目相信他們。

泰新憲草案駁回 大選推遲

泰國國家改革委員會昨日駁回一
份新憲法的草案，軍方其後表示因草
案未獲通過，現階段將不會交出權

力。由於草案需重寫，且通過的過程
需時，因此有分析認為，泰國重返民
主道路的時間要再推遲，估計當局最
快要到一七年才會舉行大選。

山口組13分支另起爐灶

日本最大暴力團體「山口組」分
裂終於成定局。被逐出山口組的十三
個分支組長正式另起爐灶，成立名為
「神戶山口組」的新組織。日本警方
高度關注事件，外界亦擔憂山口組分
裂會釀成新一輪幫派鬥爭，掀起腥風
血雨。

CIA白人間諜扮黑人闖俄

俄羅斯媒體近日披露，三名美國
中央情報局（CIA）人員在莫斯科的活
動情況，其中一名白人間諜竟利用面

具及大衣，變裝成一名黑人女子。報
道指，當局憑閉路電視識破他們的身
份。有俄羅斯情報專家表示，俄方過
去一年已成功揭破二百九十名外國間
諜的身份，並以遣返等方式阻止其情
報活動。

村上勢成諾獎大熱

下月五日至十二日是本年度的諾
貝爾獎頒獎季，每年均被捧為文學
獎大熱的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今
年一改低調作風，動作頻頻。他本年
初起罕有地在網上與讀者交流，年中
出版了兩本處女作的新版英譯本，本
周四他更推出新作《作為職業的小說
家》，獲得西方媒體關注，相信他今
年勢再被捧為諾獎大熱。

怒堵鹽田港 千櫃車示威警椒霧鎮壓

深圳鹽田區近年來一直致力發
展，大量興建住宅區，甚至將稀
缺的停車場列入住宅用地，令大
量貨櫃車司機無位泊車等生意，
導致違泊亂象叢生。有居民忍無
可忍報警，令大批司機頻食「牛
肉乾」，據傳每日總罰金可達二
十萬元人民幣，終引爆司機不滿
情緒，前日早上逾千名司機駕駛
貨櫃車，在明珠大道堵路示威，
批評政府規劃失當。警方隨即派
出數百警力，並用胡椒噴霧進行
驅散，至少一名司機受傷送院。

防空警報試鳴 羅湖警備森嚴

深圳昨日早上進行歷時十五分

鐘的防空警報試鳴活動，依次鳴
放三種防空警報訊號，全市多個
地方保安明顯加強，其中羅湖口
岸有大批警方巡邏，多輛警車在
場戒備，不少地方亦架起鐵馬。

德擬增撥六十億歐元應對難民

慷慨歡迎難民的德國政府，
計劃在明年增加六十億歐元的公
共開支，以應對德國接收難民後
的所需花費。默克爾昨表示，破
紀錄難民潮於來年為德國帶來轉
變。

英前外相轟美言行不一

中東及北非難民潮湧向歐洲，
影響所及已達全世界。在歐洲各國
紛討論接收更多難民之際，美國卻

保持沉默。英國工黨前外相文禮彬
（David Miliband）近日批評，美
國在難民問題上一直以領袖自居。
但敍利亞內戰爆發至今四年，美國
僅接收了一千五百人。文禮彬呼籲
美國承擔更多責任。

曼谷爆炸主腦 經華逃孟國

泰國曼谷四面佛炸彈襲擊案
的調查再有新進展，據當地傳媒
報道，上周拘捕的第二名疑犯玉
蘇甫，承認是他將炸彈交給黃衣
客。他更供出事件幕後主腦，指
對方以手機通訊程式下指令，但
在襲擊發生前已離開泰國。

美促希臘領空禁俄機飛敍

外界關注俄羅斯軍事介入敍利

亞內戰，希臘政府於周一表示，
已獲美國的要求，拒絕宣稱載有
人道物資的俄國飛機，經希臘領
空前往敍利亞。希臘外交部稱現
時正考慮是否接納。

日反安保民眾按月激增7.8%

日本國會最快於本月內表決新
安保法案，民間反對聲音不絕。
有當地傳媒於上周五至本周日進
行全國民調，顯示百分之六十五
點六受訪者反對法案，比上個月
調查增加七點八個百分點，只有
百分之二十四點五受訪者支持法
案。同時，調查顯示首相安倍晉
三內閣支持度僅為百分之三十
九。

警維大槍戰各死一人

內地恐襲陰霾揮之不去，繼浙
江、遼寧接連遏止恐襲陰謀後，河
南鄭州警方前晚深夜傳爆發街頭槍
戰，涉案者疑為維族人。現場目
擊者拍下便衣人員擎槍戒備，有指
雙方各有一人死亡，另至少兩名維
族人駕車逃逸。不過，消息不久後
遭到大規模刪除，當地官方仍未作
任何回應，事件詳情眾說紛紜。本
報記者昨多次致電鄭州市公安局求
證，但未獲回覆。

北京又爆斬人 一死多傷

北京朝陽區繼上月的三里屯武士
刀斬人案後，昨凌晨亦發生斬人命
案，至少一人死亡，另多人受傷。
警方事後通報指，二十九歲男疑犯
非當地人，用菜刀斬人後，被警員
開槍射傷制服，暫未知其行兇動機。

恐襲四面佛 主腦照片曝光

泰國曼谷四面佛炸彈襲擊案，
有泰國媒體昨刊登一張聲稱是首腦
伊薩安的照片。於泰柬邊境落網、
名為米爾艾力•玉蘇甫的疑犯，
日前認罪後供出事件幕後主腦是伊
薩安，並指他為中國人，在爆炸案
發生前已經離開泰國。惟報道指，
經警方調查後，證實伊薩安二十八
歲，但並未持中國護照。

美日軍機頻逼近華被迫空管

內地近年空中管制頻密，有民航
機師在網上披露罪魁禍首，是美日
軍機常逼近中國偵察，致中國軍機

經常緊急升空驅逐，東南沿海空域
亦因此須經常控制航班流量。機師
更發放據稱是美軍偵察機在客機下
方飛行的照片。內地軍事專家證實
上述說法，指出美日軍機近距離偵
察，是造成海空安全事故的威脅。

中央八禮物賀西藏自治50年

西藏自治區成立五十周年慶祝大
會昨早在拉薩布達拉宮廣場舉行，
中央代表團及兩萬多名群眾出席，
並進行巡遊活動，除有多輛花車
外，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亦派出官兵
方隊參與。不過海外西藏流亡政府
則擔憂，北京或將「創造」達賴「
轉世靈童」，以控制西藏。

復興又爆九霄驚魂 憑單引擎降落

台灣復興航空客機傳出空中驚
魂。據報機型為ATR72-500的涉事飛
機，昨日早上近八時於台北起飛往
澎湖馬公，但二號引擎起飛半小時
後滑油系統出現異常，機師關閉該
引擎飛行廿分鐘後，順利降落馬公
機場，事故中無人傷亡。

錯判19人 安徽高院道歉

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前日在亳
州市委機關報《亳州晚報》刊登公
告，向「亳州興邦公司集資詐騙
案」中原判有罪的十九人恢復名
譽，並向他們賠禮道歉。事件在內
地屬於首例，引起輿論兩極反應。

朝邊境被捕 華釋美籍傳教士

中國政府去年底在靠近北韓的邊

境逮捕七十四歲美籍韓裔基督教傳
教士韓彼得，據其律師表示，韓上
月中已獲釋，並已返回南韓首爾。
據悉韓自九○年代起居於與北韓接
壤的吉林圖們江，並成立組織協助
脫北者，韓被捕的罪名是虧空公款
及使用假發票，但有指實際原因是
與宗教有關。有分析指，當局今次
放人是為國家主席習近平本月底訪
美之行釋出善意。

中國振興經濟 法總統信心足

法國總統奧朗德前日宣布，將於
今年十一月初前往中國訪問，並表
示法國未來將繼續加強與中國在各
領域的緊密合作，充分相信中國有
能力重振經濟。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洪磊昨在主持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歡迎奧朗德訪華，雙方正就此保持
密切溝通。

神秘51區釘子戶力抗美軍

在美國神秘的內華達州空軍基
地「第51區」（Area 51）附近，除
了有不少絕密軍事設施，更有一家
釘子戶廿名成員就收地問題與軍方
抗爭，拒絕為國家安全而賣出家族
土地。軍方上月中發最後通牒，要
求他們於明日前決定是否接受軍方
五百二十萬美元開價，否則充公土
地，但釘子戶仍不退讓。

星選戰 李顯龍引父名句拉票

新加坡後日舉行大選，執政人
民行動黨（PAP）昨再度舉行造勢大
會，總理李顯龍大打「亡父牌」，

多次引用建國總理李光耀的話句拉
票。本港學者分析，反對派仍是議
會內的少數聲音，相信要過一、兩
屆影響力才會增加。

安倍無對手下連任自民黨總裁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昨日在無競爭
下，連任執政自民黨總裁，任期至
二○一八年。安倍不經選舉自動當
選，在野黨表示遺憾，日本民眾直
言是鬧劇，稱自民黨已成安倍一人
的天下。

俄漢稱發現蘇聯黃金貨車

繼波蘭驚傳發現失蹤逾七十年的
納粹德國「黃金列車」後，俄羅斯
亦傳出發現同屬二戰時期的前蘇聯
「黃金貨車」，指車上共載有一百
噸黃金。

英空軍飛敍斃兩英籍IS

英國首相卡梅倫前日在國會表
示，空軍派出收割者無人機，於上
月廿一日空襲回教極端組織「伊斯
蘭國」（IS）位於敍利亞的據點拉
卡，打死三名IS成員，包括兩名英
國公民。這是英軍無人機首次針對
英國公民進行攻擊。

三藩市街頭赫現仇華塗鴉

美國三藩市住宅區波托拉（Por-
tola）街頭，近日出現針對華人的
塗鴉，噴上「No More Chinese」（
不要更多中國人）。今次是三藩市
近一個月來第二宗仇華事件，警方
已將定性為仇恨犯罪。

2015年9月3日至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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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3日至9月9日

南京七歲裸跑弟 全球最細CEO

內地家長「鷹式」教育法再成
熱話！曾於四歲時赤膊在雪地奔跑
而成名的江蘇南京「裸跑弟」何宜
德，深受父親高壓教育，至今年七
歲再有出位搞作，日前偕父申辦新
公司將成最大股東，隨即被網民封
為「最細CEO」。面對輿論質疑，「
鷹爸」何父形容兒子全靠自己賺錢
入股，是全球年齡最小且不靠「父
幹」的創業者，公司現已吸引到二
十六名風險投資人。

五華艦首闖白令海 疑向美展軍力

美國國防部於美國時間周三表
示，五艘參加完中俄聯合軍演的中
國軍艦，駛入鄰近俄羅斯與阿拉斯

加的白令海，是中國首次有軍艦前
往該海域。事發時正值美國總統奧
巴馬訪問阿拉斯加，分析指中國軍
艦駛入白令海是向美方展示軍事實
力。美國防部則認為中國軍艦對美
方未構成威脅。

被問僭建 洛陽城管局長打記者

河南洛陽發生城管局長打人事
件，當地某電視台兩名記者上周二
前往洛陽洛龍區城市管理局長辦公
室，詢問有關當地某屋苑僭建逾期
未拆一事。受訪期間局長張惠濤（
圖）突發難，伸手搶奪攝錄器材並
毆打攝影師，致對方背部受傷，攝
影機亦被毀。當地公安機關及紀檢
部門已介入調查。

港人後代 伏屍英寓所

英國劍橋郡一名港人後代女科學
家，上周六被發現倒斃寓所，頭顱
慘被割下，身首異處，其愛犬同樣
伏屍屋內。死者男友受重傷送院，
惟警方調查後控告他謀殺，暫未知
行兇動機。死者鄰居形容兩人同居
多年，鮮見拗撬，對兇案感驚訝。

留尼汪島飛機殘骸 法國證屬MH370

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客機MH370去
年三月失蹤至今仍未尋回，當局今
年七月在印度洋法屬留尼汪島發現
疑似客機襟副翼殘骸，令搜索重燃
希望。終於經過逾一個月鑑定，法
國調查人員昨日公布，「肯定」在
留尼汪島發現殘骸屬於MH370。

俄軍傳進駐敍利亞狙擊IS

敍利亞國營電視台最近播出片
段，顯示一批俄羅斯武裝人員連同
裝甲車和坦克，在敍國拉塔基亞省
與政府軍並肩作戰，令外間推測俄
軍正直接投入敍利亞戰爭，打擊「
伊斯蘭國」

IS襲也門32死92傷

也門首都薩那周三發生雙重自
殺式炸彈襲擊，造成至少三十二人
死亡和九十二人受傷。晚上禱告
期間，一名男子在什葉派清真寺
內引爆身上炸藥，當人們抬出傷者
之際，寺外又發生汽車炸彈爆炸。
回教遜尼派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已承認責任。

「閱兵藍」完了「常態灰」復活

為確保抗戰勝利七十周年閱兵順
利舉行，北京當局在上月底推出一系
列強硬減排措施，在周邊省市傾力配
合下，繼去年「APEC藍」後成功再次
打造出「閱兵藍」。然而，紀念活動
曲終人散的第一天，「常態灰」旋即
進駐北京城，一切「打回原形」，不
少網民紛紛慨嘆，藍天白雲就像變魔
術一樣消失。

美媒：華藉閱兵推銷武器

北京閱兵展示大量新型國產軍備
引發關注，美國及日本均作出表態，
表明將繼續留意中國軍力發展，而日
本防相更稱希望中方以高透明度裁
軍。此外，有美國傳媒分析，指中國

閱兵除展示強大軍力外，也有向第三
世界國家銷售武器的意圖。

呂秀蓮狀告連戰赴京閱兵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前往北京出
席前日舉行的抗戰七十周年紀念閱兵
儀式，引發台灣政壇批評聲浪，連戰
當日深夜搭飛機返台遇抗議，隨行人
員亦遭示威者掟鞋。除有國民黨成員
要求對連戰提出黨紀處分，台灣的前
副總統呂秀蓮等人昨日亦前往台灣高
檢署，遞狀告發連戰涉觸犯外患罪。

美或下周制裁多間涉黑客華企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本月底將出
訪美國，英國傳媒昨日引述多個美國
官員消息，指當局最快在下周制裁多
間涉入侵網絡、竊取美國知識產權的

中國公司，然而未有交代實質制裁內
容及對象。

安倍拉攏中韓下月首腦會談

中韓關係因早前解決北韓危機進一
步加強，加上北京的抗戰紀念活動，
令外界認為日本被中韓冷落。日本傳媒
引述消息指，安倍政府已與中韓兩國溝
通，希望下月底重啟於一二年因為釣魚
島爭議而停止的三國首腦會談。

硅谷四企合謀不挖角賠32億

美國加州硅谷科技巨擘被控合謀
互不挖角一案，經過四年纏訟，聯邦
法官周三終同意庭外和解協議，四間
被控公司蘋果、Google、英特爾（In-
tel）及奧多比系統（Adobe Systems）
，需向六萬四千名員工，合共賠償四

億一千五百萬美元。

「黃金列車」或藏俄國寶琥珀廳

波蘭藏有二戰納粹德軍「黃金列
車」的傳聞愈演愈烈，宣稱發現列車
的兩名尋寶者昨首次露面，更公開一
張雷達影像，力證列車存在。有專家
估計，列車可能藏有俄羅斯國寶、失
蹤逾七十年的琥珀廳（Amber Room）。 

日師校內貼反安倍標語

日本大阪府堺市的一名男教師，
早前在其工作的公立小學校內多處，
貼上「決不容忍安倍政治」標語，反
對首相安倍晉三強行通過安保法案。
執政自民黨一名市議員向市教育委員
會投訴後，委員會下令撕去標語，指
學校應該保持政治中立。

王牌軍備傾巢出 「關島殺手」亮相

備受外界關注的抗戰勝利七
十周年紀念閱兵，今早在北京天
安門廣場舉行。閱兵儀式中共有
一萬二千名軍人、五百餘件新銳
王牌裝備接受檢閱，各類飛機多
達二百架，是中共建政以來歷次
閱兵中，參與部隊人數最多、裝
備規模最大的「全景展示」。所
有參閱裝備均為國產，當中百分
之八十四是首次參閱，其中二炮
部隊方隊最為震撼，包括被稱為
「關島殺手」的東風26型彈道導
彈，以及可直接打擊美國全境的
東風5B洲際導彈等東風導彈家
族，幾乎傾巢而出亮相，向美日
展實力味濃。

京迎閱兵長安街掃雷

北京為確保抗戰勝利七十周年閱
兵順利舉行，出動八十五萬武警、公
安和義工負責保安。天安門廣場外的
長安街昨日已見「五步一崗、十步一
哨」，更有士兵一字排開，在長安街
掃雷。為做到保安滴水不漏，市民及
遊客昨日正午十二時起，均不許進入
天安門廣場附近；周邊王府井等主要
商業區亦一概須停業，地鐵、巴士、
飛機實施管制；天安門附近的協和醫
院等九家醫院由昨日起一連兩日停止
門診服務；閱兵核心區的保安程度猶
如戒嚴。

哈佛視像教室面授60海外生

這個「虛擬教室」計劃名為

HBX Live，教授只需在距離校園
約三公里的電視攝錄室，就能進
行一個如同超巨型視像會議的課
堂。身處不同地點的師生，可進
行各種互動，包括發問及回答問
題，教授亦可暫緩課堂，考問個
別學生，或安排一個網上投票讓
學生參與。

安保法案續闖關 堅持上參院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今年七月
在眾議院強推安保法案，引發示
威。執政自民黨及公明黨昨日表
示，不會再次在眾議院強推該法
案，而是在參議院表決法案。

福島核災調查：日本過分自信

日本福島核災發生至今近四年

半，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周
一發表詳細調查報告，指摘日本
對其核設施的安全程度「過分自
信」，種下核災毀滅性的禍根。

菲查阿基諾及財長擅調資金

菲律賓申訴專員公署周二表
示，目前正就一宗政府資金使用
案，向總統阿基諾三世及財長艾
巴德展開調查。阿基諾政府早前
以刺激當地經濟為由，推行名為
「支出加速方案」，讓政府在不
用經國會批准下，擅自將不同項
目的資金轉移作其他用途。菲國
最高法院去年裁定方案違憲，阿
基諾三世及艾巴德因推行方案而
受查。

回鄉就業計劃冀減留守童慘劇

內地留守兒童問題嚴重，據統計
一○年已有逾六千萬留守兒童，主
要集中在四川、河南、貴州等勞務
輸出大省。其中貴州畢節市更接連
發生多宗留守兒童死亡慘劇，引發
社會關注。貴州省政府近日公布，
將制訂「留守兒童困境兒童關愛措
施」，協助其父母留鄉工作，以減
少留守兒童數目，並要求每縣每年
需減少留守兒童人數至少一成。

連戰祖父銅像遭抹紅油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出席北京
閱兵引發的風波持續，連戰的祖父
連橫一座矗立在台灣台南公園的銅
像，昨早更被發現臉部遭塗抹紅

漆。受閱兵風波影響，連戰昨晚慶
祝與夫人連方瑀的五十周年金婚紀
念，多名國民黨高層都未有出席，
現場更有獨派人士舉牌抗議。

西點軍校枕頭戰 30人浴血

專門訓練軍隊精英的美國西點
軍校，近日舉辦一年一度的「枕頭
大戰」，數百名學員在操場追逐混
戰，惟疑有人把硬物塞進枕頭「假
交真打」，釀成打鬥。原本應充滿
歡樂的活動最終浴血收場，造成三
十人受傷，當中二十四人腦震盪。

波音摺翼777-9X 載客量勝A350

美國飛機製造商波音公司日前宣
布，已經完成旗下777系列客機最新
型號777X的設計定案，更開創先河

配備可摺起翼尖的機翼，方便在機
場停泊。其中777-9X更是全球最大
的雙引擎商用客機，相比主要競爭
對手空中巴士A350客機，777X搭載
更多乘客、機艙較闊、節省更多燃
油，最快於二○二○年付運。

星大選在即 李顯龍打往績牌

決定新加坡未來五年道路的國會
大選將於周五舉行，各黨派以及獨
立參選人連日舉行拉票活動。總理
李顯龍在上周五的執政人民行動黨
造勢大會上，強調政府過去五十年
往績，證明民眾應支持他們。各反
對黨則質疑執政黨是否準備好迎接
未來挑戰，工人黨領袖更指摘執政
黨不斷藉地區帳目問題抹黑他們。

泰恐襲疑犯購炸彈材料被拍

泰國曼谷四面佛炸彈襲擊案目
前有三人被捕，相關調查亦有新進
展。反洗錢部門據報已發現案中疑
犯的資金流向，正循其資金來源和
動向，以便得到更多證據，惟當局
不願透露詳情。此外，首名疑犯卡
拉達格昨首次出庭。

希拉妮民望跌至23年新低

美國最新民意調查顯示，民主黨
總統參選人、前國務卿希拉妮受「
電郵門」拖累，民望持續插水，民
眾對她的好感度更跌至二十三年來
最低。她日前受訪時坦言，民眾的
不信任令她不好受，並為醜聞「引
起混亂和問題」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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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icketbreak.com/event_details/9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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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成君，有十年以上售車經驗。在過往四年的營業員生涯中，成功為超過千位人士選購了合適座駕，因而擠身成為
冠軍銷售者。林君於全加 No.1 Nissan 以營業經理身份戮力華人社群凡四載前曾出任借貸部門兩年，為客戶提供協助。

目下，林君接受新挑戰，廁身於 Country Hills Hyundai 在同一團隊履新為營業經理。其卓越之道在於不斷自我檢討、
親切回應及待人以誠。本身操流利廣東話，配合普通話組員，接待卡城華人社群更覺余裕稱意。

本行樂意對新客戶提供資訊及辦理借貸。保證閣下得到全市最好服務、最優價格！

www.chhyund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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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及估價請電華語營業代表
Mark Lowe 手提:403-560-9134

403-720-1928
www.zen-living.ca/trend

Kitchen and Bathroom Cabinets in Calgary

我們在卡加利地區擁有最具競爭力的價格，為

您提供完全負擔得起的報價，因為從材料選購到製

造安裝，都一手包辦，免除中間人的額外收費。

我們提供了大量的顏色選擇。超過200種不同

的顏色和9種獨特的材料。我們相信您一定會找到

一個適合你的廚房設計及預算。

我們參與您在改造工程的每一步。從最初的估

算、到設計和安裝，我們會及時更新您的進度。完

成後，我們會安排代表跟進，以確保您完全滿意。

我們的設計、生產和安裝團隊擁有超過30年的

經驗。我們在卡加利地區已經建造和安裝了數以千

計的廚房和浴室櫃。

我們的生產工場佔地36萬平方呎。我們使用最

先進的機器，以及致力於手工製作工藝。我們來說

，工程並不存在太大或太小。

所有我們製造和銷售的產品，都保證擁有為期

兩年的免費保修。在極少數情況下，如果我們的產

品被發現有瑕疵，我們會免費為您修理或更換！

優惠價格

多種選擇

經驗豐富

本地製造

免費保修優質服務

#1, 4216 61 Ave SE, Calgary, AB T2C 1Z5

www.zen-living.ca/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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