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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至六         

星期日早/午餐   

星期一/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六/日   

西式美食       

亞洲美食 

海鮮美食

燒焗牛排 

11:00AM - 2:30PM

10:00AM - 2:30PM

每晚 
5:00PM 

至
10:00PM

（以上價格未包括GST及小費）

$1799$1799

$1499

$2499

$3299$3299

$2499$2499

$3899$3899

3777 Grey Eagle Drive (corner of 37 St. SW and Glenmore Trail)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3E 3X8 
Phone: 403-385-3777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R E S O R T  &  C A S I N O

10am - 8pm10am - 8pm

web :  www.101pharmacy.ca            e-mail :  info@101pharmacy.ca

Address : 1107 Centre St NW Calgary AB  T2E 2R1 

web :  www.101pharmacy.ca            e-mail :  info@101pharmacy.ca

Address : 1107 Centre St NW Calgary AB  T2E 2R1 

Tel :  403-455-8648

Fax :  403-455-8619

Tel :  403-455-8648

Fax :  403-455-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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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下跌一直是開車一族的福音。如今，
汽油需求正在提振原油市場。美國原油價
格自2月初以來攀升了46%，推動近期油價
上漲的一個力量是汽油需求升溫。

汽油消費增加是幾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包括剛剛過去的冬季天氣異常溫和，美

國2月份和3月份新增就業人數均超過20萬
人；消費者購買了更多的運動型多用途車
(SUV)和卡車，這兩類車的油耗更大；汽
油價格也處於12年低位。

結果就是，3月份美國的汽油需求達到創
紀錄水平。週三公佈的政府數據顯示，在

截至上週五的四週中日均汽油
消費量超過940萬桶。如此高的
消費量通常在夏季駕車出行高
峰季才能看到，相比之下，
2014年3月和2015年3月的日均
汽油消費量大約在880萬桶。

週三，紐約商品交易所原油價
格漲0.1%，結算價報每桶38.32
美元，本月累計上漲14%。汽油
期貨跌1.2%，至每加侖1.4364
美元，但較不到兩個月前觸及
的七年低點上漲60%，漲幅超過
原油和其他成品油。

原油價格已較3月22日觸及的高點下跌逾
7%，在這種情況下，汽油消費增加不足以
阻止油價下滑。單憑汽油需求不大可能刺
激新一輪油價漲勢。一些投資者稱，汽油
需求對市場人氣的影響不及原油供應消息
；這些投資者中的一部分人已經在油價預
期中考慮到汽油需求強勁的因素。

不過，汽油需求可能是提振油價的最穩定
因素。許多分析人士稱，沙特阿拉伯、俄
羅斯和其他主要產油國達成限制產量的初
步協議，是油價近期上漲的最主要誘因。

但產量凍結尚未能落到實處，科威特本週
宣佈，可能在另一塊油田恢復生產，令人
進一步懷疑限產協議能否得到協同執行。

即使上述計劃得以實施，伊朗有關每日增
產50萬桶原油的計劃可能意味著全球供應
增加。此外，美國石油生產商在長達七個
月的時間里將產量穩定在每天900萬桶左
右，動搖了低價格將迫使國內生產商大幅

減產的傳統觀念。

據國際能源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簡稱IEA) 估計，3月份汽油需求
較1月份的低位增加8.5%，1月份汽油需求
為自去年春季以來首次降至10年平均水平
下方。在經歷1月份的寒冬後，2、3月份
異常溫暖的天氣推動汽油需求恢復了去年
的強勁趨勢。

花旗集團 (Citigroup inc., C) 最近在一
份報告中說，汽油需求旺盛的趨勢或將持
續，部分原因是美國和中國的汽車銷量增
加了10%-15%以及消費者重新偏好耗油量
大的汽車。相比押注九月汽油期貨，摩根
大通(J.P. Morgan Chase & Co., JPM)分析
師最近建議押注七月汽油期貨上漲，並稱
最近的需求增長預示著今年夏天需求將強
勁，屆時汽油消費有望增加。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美國勞工部週五公
佈的最新就業數據，為美聯儲在6月份
加息亮起了綠燈。勞工部數據表明，美
國3月非農就業人數增加21.5萬，失業
率從4.9%攀升至5%，但其原因是更多美
國人加入了勞動力大軍。

Nationwide Insurance公司首席經濟學
家大衛-博森(David Berson)表示：“
美聯儲可能會在6月加息。＂博森表示
，6月加息符合美聯儲主席珍妮特-耶倫
(Janet Yellen)主張的緩慢加息立場。
過去7年內美聯儲僅加息一次，即去年
12月加息0.25%。博森稱：“他們不希
望過快加息。＂從聯邦基金期貨合約來

看，交易商們目前預計美聯儲在6月份
加息的可能性為30%，稍高於非農就業
數據公佈之前。耶倫在本週二對華爾街
表示，鑒於就業市場狀況有所強化，她
認為會有更多喪失信心的工人重新回歸
勞動力大軍。

博森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與失業率數據
所暗示的不同，“這份數據將更加強化
耶倫有關勞動力市場狀況稍有些鬆弛的
觀點。＂博森稱：更多勞動力進入就業
市場，同行使美聯儲“獲得了在更長時
間內維持利率政策的空間＂，因為就業
市場狀況不會如此緊張、以至於提高通
脹壓力。

加拿大道明證券美國宏觀策
略副主管米蘭-穆雷恩
(Millan Mulraine)表示：“
我們的基本預測是6月份將
會加息。＂高頻經濟研究所
首席美國經濟學家吉姆-奧
沙利文(Jim O＇Sullivan)也
表示，他預計美聯儲會在6
月份加息。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出於對
全球經濟的擔憂，美聯儲將不會採取激
進的加息立場。

耶倫週二在紐約經濟俱樂部發表講話時
表示，經濟美國經濟狀況正在好轉，但
仍然面臨來自國際經濟的風險因素。博

森認為：“只有在看到這些風險消失後
，美聯儲才會顯著提高利率。＂博森稱
，今天公佈的非農就業數據幾乎完全排
除了4月份加息的可能性。他表示，只有
出現“一份爆炸性的數據＂，才會促使
美聯儲在4月26-27日會議上決定加息。

經濟學家：非農數據為6月加息亮起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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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汽油需求旺盛助推油價漲勢

白菜仔 芥蘭

地球牌椰奶
三小姐牌
特級魚露 雙金塔牌醬油 三象牌粘米粉

迷你西瓜泰國香蕉
特級香甜
富士蘋果 水晶梨

媽媽牌
即食杯麵

大芋頭
中國
紫心蕃薯 羅馬蕃茄無莖百加利 意大利瓜 台灣椰菜

羅渣士牌
幼砂糖 日昇牌蘋果汁

米利娜牌
急凍意粉

康特娜牌
雙層廁紙

美味精選
傳統手切臘腸 生猛馬尼拉蜆

已調味
香茅豬扒

北灣牌
太平洋生蠔肉

特級牛扒
（原袋）

新鮮特級
雞腿連背

特級
草羊粒連骨 豬元蹄連腳

多款口味

原箱
$1.09/磅

多款口味

只限兩天

只限兩天

只限兩天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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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衛星網報導稱，美國港口管理協
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超過
美國和日本，已經成為全球無可爭議的
第一港口大國。

過去十年當中，中國港口的總貨運量超
過了全世界其他任何國家。2003年，全
球前十港口中，上海、香港和廣州都是
來自中國，而到了2014年，中國已經有
六個港口名列十強，總吞吐量達到28億
6000噸。

上海貨運量6780萬噸，超過新加坡成為
全球第一，名列其後的是新加坡、黑德
蘭、鹿特丹和釜山。

美國港口南路易斯安那和休斯頓曾經分
列全球第五和第六，但現在都已經被擠
出十強。

專家們指出，當前的排名是合乎邏輯的
，畢竟中國是“世界工廠＂。在過去十
二個月當中，全球大多數製造業產品都
是從中國生產線走下來的，尤其是服裝
和消費電子產品。

中國港口集裝箱運輸的主要內容，也正
是這些貨物。

與此同時，在中國總貨運量當中，國內
運輸占近60%。2013年，中國成為全球最
頂尖的出口國，對外貿易超過4萬億美元
。

中國已經投入了海量的資金來發展港口
，甚至包括外國港口。2013年3月，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了坦桑尼亞，這是
一個中國投資由來已久的市場。1970年
代，中國就為坦桑尼亞和讚比亞出資建

設了一套鐵路。目前，一條從坦桑尼亞
南部到達累斯薩拉姆港口的輸油管道正
在建設之中。這次訪問中，雙方討論了
投資100億美元建設巴加莫
約港口的事宜。2015年，中
國企業招商局和中國遠洋運
輸集團出資近10億美元，收
購 了 土 耳 其 最 大 港 口
Kumport的65%股份。

在一帶一路架構下，中國還
投入了很多資金來建設歐洲
港口基礎設施。

從2003年到2014年，全球二
十五個最大港口的總貨運量
從42億噸增長到67億噸，增
幅66%，與全球貿易的增長

趨勢吻合。中國迅速發展之下，成為了
全球最大的煤礦出口國，也成為了最大
的鐵礦石消費國之一。

最近美國股市大幅上漲，但首次公開募
股(IPO)活動低迷。
過去七週，美國主要股指累計上漲約
13%，繼年初大跌後，目前年內已轉為
上漲。不過，據數據提供商Dealogic的
數據，無論從IPO數量還是籌資規模來
看，美國IPO市場均處於2009年第一季
度以來的最低潮。
分析人士和交易員們警告說，第二季度
情況可能不會有太大起色。
股市大漲與IPO降溫形成的反差讓投資
者困惑，投資者們認為兩者的走向本該
一致。他們說，如果IPO步伐不加快，
則可能是對美國股市上漲行情發出的一
個警示信號，暗示投資者並未完全重拾
風險偏好。

與此同時，當前的市場環境可能會給投
資私人科技公司的投資者帶來更多痛苦
，如果這些公司近期公開上市，其市值
可能低於此前他們投資時對公司的估值
。
今年第一季度，美國市場完成九宗IPO
交易，總計融資12億美元，為2009年第
一季度以來的最低水平。在那一時期美
國市場僅完成兩宗IPO交易，總計融資
8.3億美元。
在2月11日美國股市觸及年內低點後上
市的五家公司中，有兩家遇到了麻煩。
另外三家是“空白支票＂公司，也就是
殼公司，這類公司通常利用IPO所得收
購資產，不被視為企業風險的衡量指標
。

專注于癌
癥治療的
生物製藥
公 司
S y n d a x 
P h a r m a -
ceuticals 
Inc.在3月
2 日 將 其
IPO發行價
定為每股
12美元，
低於預期
，籌資規模略低於6,000萬美元，該股
在上市首日就跌破發行價，表明投資者
需求低迷。

IPO市場萎靡不振的另一個跡象是，
Dealogic的數據顯示，第一季度發行方
撤銷IPO計劃的案例增加了一倍多。

IPO活動低迷對美國股市上漲行情發出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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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壓美日 中國成第一港口大國

三小姐牌
沙河粉 潘太牌蠔油

海燕牌
去頭老虎蝦叉燒肉

海燕牌
去頭鯰魚

幸福比內牌
黃麻葉

禧福牌午餐肉
美佳牌
茄汁沙甸魚

禧福牌
維也納香腸 雞嘜鵪鶉蛋

拉菲樂牌火腿

幸福比內牌
雜果糖漿

JEFI牌純果汁
（有果肉）

雀巢三合一
即溶咖啡

達寧娜牌
菠蘿蜜片

Jack n Jill 牌
粟米片

陽光牌洗潔精
(檸檬味)

急凍
去腸肚鯽魚

幸福牌
狗母魚

幸福比內牌
煙燻竹莢魚

海燕牌
急凍烏頭魚

海燕牌
金牌雀鯛

環球漁場牌
梭子蟹

海燕牌蝦仁
越金牌
有頭白蝦 海燕牌菠蘿蜜

幸福比內牌
木薯蓉

幸福牌
原隻辣椒 海燕牌炸香蕉

原味

辣味幼 中

原味

www.luckysupermarke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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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A Centre Street S.E.,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2G 0B6   Tel: 403-265-6758 Fax: 403-265-6757  

鳴 謝 啟 事
本會於2016年3月12日假座富麗宮大酒家舉行丙申年春節及敬老聯歡宴會，筵開六十餘席，冠蓋盈庭。
寵蒙　胡子修聯邦參議員、國會議員韋栢（Len Webber）、亞省司法與檢察廳長甘利（Kathleen Ganley）、 中國駐卡

城總領館高振廷副總領事、卡城市議員朱文祥、前省議員鮑胡嫈儀（現任亞裔文化基金會會長）、本會法律顧問鄺說道大律師
、本會醫務顧問張有度醫學博士等貴賓，紆尊應席，難能可貴。

及蒙　以愛城越南華僑聯誼會王國豐會長、以愛城越柬寮華裔敬老培英協會榮譽會長柳家勝、以愛城客屬崇正會會長謝金
寶、以點明頓警世鐘劇社楊耀華社長為首之各個社團代表，不辭舟車跋涉，遠道專程赴會，濃情厚意，彌足珍貴。

與及包括本埠（卡城）五十多個社團商號（名號繁多，篇幅所限，恕無法盡錄），及所有赴會嘉賓、傳媒、晚宴司儀、攝
影、音響、演藝、義工（包括柜員、迎賓、財神、抽獎、按插襟花名片）、會友鄉賢，及所有讌席台前幕後之服務員，等等。

並及所有對晚宴以經費及獎品禮物予贊助之各界熱心人士，謹懇切在此再三致以萬二分衷心謝意！

卡城越南華裔聯誼會第十四屆理事會　謹叩謝
2016年4月1日

卡城地區
夏來和會長　　　　$1,000
發記鮮肉店　　　　$1,000 
夏德明永遠榮譽會長　$500
Calgary Vietnam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500 
卡城佛學居士林　　　$400 
國泰蔘茸藥行　　　　$350 
凌景彬副會長　　　　$300 
余梁有名譽顧問　　　$300 
楊謙進名譽顧問　　　$300 
黃富強名譽顧問　　　$300 
黃順道名譽顧問　　　$300 
黃文溪名譽顧問　　　$300 
曾佩珠名譽顧問　　　$250 
梁康成副會長　　　　$200 
李炯輝英文書記　　　$200 
胡揚標副會長　　　　$200 
曾如珍康樂組長　　　$200 
王榕湘理事　　　　　$200 
錢有金名譽顧問　　　$200 
吳志鴻名譽顧問　　　$200 
劉務昌會務顧問　　　$200 
雷永志名譽顧問　　　$200 
李　炎　　　　　　　$200
周慶翔名譽顧問　　　$200
江壽緯名譽顧問　　　$200 
張有度博士醫務顧問　$200 
李遠龍名譽顧問　　　$200 
劉源來名譽顧問　　　$180 

阮振雄名譽顧問　　　$180 
劉端河永遠榮譽會長　$160 
王天賜名譽顧問　　　$150 
阮麗香名譽顧問　　　$150 
林 　 妹 名 譽 顧 問 　 　 $ 1 4 0
璜 　 章 名 譽 顧 問 　 　 $ 1 0 0 
陳孟翹監事　　　　　$100 
鄭葉珍（婦女組）　　$100 
夏來勝名譽顧問　　　$100 
譚娜婷名譽顧問　　　$100 
張澤桓　　　　　　　$100 
郭光如名譽顧問　　　$100 
柯賢沂名譽顧問　　　$100 
黃健福名譽顧問　　　$100 
胡霍六妹　　　　　　$100 
黃先生　　　　　　　$100 
馮　世　　　　　　　$100 
張天才名譽顧問　　　$100 
王啟南名譽顧問　　　$100 
詹健義　　　　　　　$100
呂維新　　　　　　　$100 
天后聖母廟　　　　　$100 
魚の村　　　　　　　$100 
江桂霞名譽顧問　　　$50 
鄧榮熙　　　　　　　$50 
劉碧云　　　　　　　$50 
劉富春名譽顧問　　　$50 
花麗雅花店　　　　　$50 
劉慰民名譽顧問　　　$50 

招仲池　　　　　　　$35 
梁麗芳　　　　　　　$30 
張　發　　　　　　　$30 
周樹斌　　　　　　　$30 
張惠珠　　　　　　　$30 
黃函石　　　　　　　$30 
鍾月英　　　　　　　$25 
胡麗瓊　　　　　　　$20 
陳　洪　　　　　　　$20 
陳　泉　　　　　　　$20 
關　輝　　　　　　　$15

社團商界友好盛情支持
卡城客屬崇正會館

卡城中華協會
卡城福建同鄉會

卡城越棉寮華裔聯誼會
卡城佛學居士林

魚の村
劉成揖先生(榮譽顧問)
黃文溪先生(名譽顧問)
凌景彬先生(副會長)

林康先生(理事)
吳志鴻(名譽顧問) 

國泰蔘茸藥行
譚娜婷(名譽顧問) 
Grey Eagle Casino 
CowBoys  Casino 
Century Casino

(列表中倘有任何錯漏，敬祈不憚指正)

愛城及其它地區
愛城越南華僑聯誼會　$1,000 
王國豐會長  名譽顧問　$500 
郭少英副會長 名譽顧問　$400 
應志洪伉儷 名譽顧問　$300 
龐振英名譽顧問　　　　$100 
愛城客屬崇正會   $500 
謝金寶會長  名譽顧問  $200 
鍾銳權副會長 名譽顧問  $100 
陳仕明榮譽會長 名譽顧問$100 
李祝興  名譽顧問  $100

 
鄧大亨伉儷 名譽顧問  $300 

愛城越柬棉華裔敬老培英協会　$400 
柳家興會長 名譽顧問 $100 
梅廣壽榮譽會長 名譽顧問 $100 
柳家勝榮譽會長 名譽顧問 $100 
陳静妙　　　　　　　　$100
藍樹河(温哥華)　　　　 $200 
楊耀華伉儷 名譽顧問 $200 
郭美蘭名譽顧問　　　　$68

贊助晚會禮物善長芳名
江壽緯/夏來和  聯合贊助　　(2)張LasVegas雙程機票兼酒店
夏德明　永遠榮譽會長　　　利是(2)封,每封$50
夏來和　會長　　　　　　　Pizza 73 禮券(10)份, 每份$25
新釗記亞洲飲食集團　　　　餐券(10)份，每份$50
魚の村　　　　　　　　　　餐券(5)份,每份$25
凌景彬　副會長　　　　　　Tango Tropical Grill餐券(4)份, 每份$25
梁康成　副會長　　　　　　利是(3)封,每封$20
黃千道　副會長　　　　　　禮物(2)份,利是(2)封,每封$20
胡揚標　副會長　　　　　　禮券(1)份
劉端河　永遠榮譽會長　　　利是(2)封,每封$20
林　康　稽核　　　　　　　利是(2)封,每封$20, 薄荷葉越南餐廳餐券(6)份
鮑胡嫈儀　亞裔文化基金會會長　禮物(1)份
馮錦鴻　公關　　　　　　　利是(2)封,每封$20
譚娜婷　名譽顧問　　　　　利是(2)封,每封$20
陳蘭如　鄉親　　　　　　　禮物(2)份
盧廣同　鄉親　　　　　　　利是(2)封,每封$10
郭光如　名譽顧問　　　　　禮物(1)份
夏來勝　名譽顧問　　　　　利是(2)封,每封$20
富麗宮海鮮大酒樓　　　　　餐券(12)份, 每份$50
國泰蔘茸藥行　　　　　　　禮物(2)份
謝金寶會長　名譽顧問　　　利是(1)封
鄧大亨　名譽顧問　　　　　利是(2)封
Grey Eagle Casino　禮物(2)份 Century Casino 純銀猴年銀幣2枚
CowBoys Casino 禮物(2)份 Deerfoot Casino　餐券(2)份,每份$25

贊助晚會經費禮物各熱心善長芳名（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錯漏,敬請見諒包涵）

A+ MADE IN
CALGARY

免費估價電話 403-774-7202

節能門窗大特價節能門窗大特價可獲六五折優惠可獲六五折優惠
全卡城最優惠及最高質素門窗全卡城最優惠及最高質素門窗

0% 貸款利率0% 貸款利率
免供款十二個月免供款十二個月
耆 英 折 扣 優 惠耆 英 折 扣 優 惠

專業安裝及免費事後清理專業安裝及免費事後清理

www.windows-west.ca
歡迎光臨我們的陳列室參觀

#340 - 2880, 45 AVE SE CALGARY

價錢公道

品質上乘

服務完善

Unit E-G, 7210 5th St. SE Calgary T2H 2L9    www.clcabinets.ca
P: 403-717-0800 F: 403-717-0880 E: info@clcabinets.ca
六天營業：星期一至星期五 8am-6pm / 星期六 9am-4pm / 星期日及假期可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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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Ave SE

專營各款各類櫥櫃及櫃門
加拿大木料，獨立噴漆房

全 新 展 示 廳 ， 歡 迎 參 觀
查詢請電：Eliza手提 403-830-8049
     或電郵 eliza@clcabinets.ca

祗要你肯造 就由你主導

www.windows-west.ca
www.clcabinet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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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計程車法引入新公司以及更低價
在二月獲批的新運輸法，終於在四月
四日正式生效。新法例意味著計程車
乘客將會有較多選擇和更合理的價錢
，截到現在共有四家以亞省為本的運
輸網絡公司申請投入服務。

卡城首席運輸監督Mario Henriques 
表示很高興接獲新申請，為卡城居民
帶來新機會。

新運輸網絡公司需要向市政府提交申
請書，連同計劃運作的手機程式，個
別司機需要提交背景，汽車機件審查
和保險證明。由於評審時間需時，預
計稍後卡城才會看到新公司在路上運
作。 

最困難的是為這類的運輸網絡公司尋
找合理價錢的保險計劃，亞省仍然在
撰寫合適此項法例的保險書，預計在

今年夏季推出。很多公司仍然在等待
新的保險產品和規定方可運作，而且
保費是司機們的主要運作成本。

UBER 亞省公司在宣佈新例前已表示

需要變動，而且撤出卡城。
總經理Ramit Kar 認為新法
例難使像他們的運輸網絡公
司運作因為大部份僱用司機
是鐘點工作的，沒能力負擔
昂貴成本和費用。他形容新
例實行那天對他們來說是壞
事，而且「搭乘共享計劃」
在此城市不能實行，他希望
卡城能全盤考慮整體因素。

至UBER 與市政府還在討論
階段，Mario Henriques 則
就新法例未能全面落實，市

政府需要再檢討，改良又或加入新的
模式。

現有的計程車公司價格競爭激烈

新的法例將會允許計程車公司設立新

的錶價，用手機程式向乘客自訂價格
以及免除最低豪華車費用等。 

現在大部份卡城計程車公司設有手機
程式，新法例下，在領取部份收入款
項前均需要市政府批准。 

Associated Cab是第一間獲批的公司
，公司主席Roger Richard宣佈會減價
吸客，減幅為百之十二。由於燃油價
格大幅下調加上全省經濟下滑，他認
為可以以較低價為客人帶來更多。在
新制度下司機要更加努力工作，但有
信心優惠價錢能吸引更多用家。

對於其他公司來說，新例不代表新轉
變，Checker Transportation Group 
主席Kurt Enders回應仍然在評估新例
的影響，現階段正在考慮應否調整價
格，公司未作出任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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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結工資令亞省省府僱員工會工人成代罪羔羊
因現階段亞省政府正進行與工會談判，應考慮提議凍結
工資。其間有人認為政府已經計劃凍結非工會職員的工
資，呼籲政府也應該凍結工會僱員的工資。

亞省省府僱員工會(AUPE)已經與政府正在談判之中 ，
但不能表示工會工人的工資將會凍結，但其高層管理人
認為這個想法將工會工人充當「代罪羔羊」，並不能解
決省府嚴峻的財政問題。

AUPE的副總裁蘇珊·斯萊德 (Susan Slade) 致信給 
Metro提出許多公共部門員工在過去五年內工資曾凍結多
次，結果員工流失量遠比人口增長率還要快。而這些工
人都是忍受住通貨膨脹，經濟衰退和員工缺乏影響之下
工作。而他們基本上不需要承擔幾十年來的錯誤決定如
政府貧乏的財政決策和政客缺乏遠見等。

根據AUPE數據顯示，斯萊德發現政府直接僱員又屬於工
會成員的平均工資為$56,750，而其他行政機關部門工資
為$42,275，教育為$41,853，而亞省醫療服務為$30,877
。斯萊德也補充政府資助機構的一線員工工資遠超過其
他部門。亞省教師協會會長馬克(Mark Ramsankar)說對
於工資調整與補償有待初步討論而且還是言之過早，反
而覺得增加教師的工作條件更為重要。

亞省勞動關係聯合護士長主任大衛哈里根(David Harrigan)

認為工會成員將於今年底進入談判時才能作出重要決議
。也透露如果你已有很多工人而又不再需求雇用大量工
人，你可以利用凍結工資政策，但如果你已有一大堆工
人而又要雇用很多工人，為了吸引更多僱員，工資凍結
政策絕對不能幫助你。”

來自美國的B ett y Chan
與餐廳東主Peter合影

每天提供不同菜式特惠午餐及晚餐

* Athenian Seafood Pasta   (雅典海鮮闊麵)

* Kleftiko — Roast Lamb  (烤羊肉)

* Mousaka                            (姆撒卡茄子肉碎)

* Pork Souvlaki                    (希臘薄餅包豬柳)

* Suckling Pig                        (希臘式乳豬)      — 逢星期五至星期日晚市供應

* Pork Loin              (豬嫩肉)

* Seafood Special     (時令海鮮)

* Salmon                   (三文魚)

* Greek Salad            (希臘沙律)

一所視華人如要好朋友的希臘餐廳

歡迎華人社團預訂一切宴會，提供特價優惠，場地可容納100人

凡惠顧餐廳之華人顧客，可獲免費甜品（Baklova）

* 現提供各社團、公司舉行晚宴

* 大型Party美食供應

* 歡迎預早訂座

Adverti sed prices and product selecti on may vary by store locati on. Off er vaild while stock lasts.We reserve the right to limit quanti ti es. Photos are for illustrati ve purposes only.

本廣告如有排版錯誤，以店內有關標示為準。 特價貨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本店可限制購買數量。 圖片僅供參考。

225 Panatella Hill NW Calgary   /  403.384.9780
所有特價只限本分店 All Special Price For This Locati on ONLY

只限 save on foods 會員 The Special Price For save on food Members ONLY

04/08 - 04/14

Yellow Onion
Whole Bag 50lb
洋蔥 (原袋)

50磅

特 價
1899

ea Ginger  
生薑

129
特 價

lb 489
特 價

eaGarlic 1kg
鮮蒜頭 (原袋)

1KG

Cilantro
芫荽 特 價

.50 ea

Zucchini Baby Bok Choy
意大利瓜 白菜仔

.99
特 價

lb109
特 價

lb
特 價

.99 lbGala Apples
基拿蘋果

Chinese Sausage Pork Belly Boneless
傳統手切臘腸 五花腩

299
特 價

lb349
特 價

ea
特 價
425

lbPork Butt  Splits
去骨叉燒肉 (原袋)

Wild IQF Snapper Fillets
野生急凍鯛魚柳

129
特 價

100g Golden Pompano
急凍金鯧魚 特 價

100g109

Oxtail
牛尾

799
特 價

lb

139
特 價

eaBean Sprouts
芽菜仔

BC Albacore Tuna Loins
BC 急凍吞拿魚柳 特 價

100g279
Golden Temple Flour
金殿麵粉 特 價

899
ea

20磅裝

http://calypsostaverna.com/
http://www.saveonfoods.com/weekly-spe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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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改善交通指示牌
最近在學校區內計劃加設新式行人過
路  顯示牌及反光標示柱。

反光標示柱為自家設計，率先應用在
選定的西北區域。市政府人員認為試
驗階段成功，將會逐步應用在全市所
有區域。

反光標示柱製作成本為3 0元，遠低於3
萬 元 成 本 的 「 快 速 閃 爍 顯 示 燈 」  
(R apid Flashing Beacons)。
民間組織Walk Calgar y  成員K imber ley  

Nelson 接受訪問時說：數月前第一次
在Edmonton Tra i l  看見新設的行人過
路柱，當時不知道是否有效，更加懷
疑究竟有多少人可以看到這新的設施
。

她指曾經親眼看見有車輛快速駛過，
司機們根本沒細心留意，所以新設施
看似沒有甚麼改善效果。她又補充每
年有為數百人因此而受傷，部份是奪
命的，而當局沒有善用資金去改善行
人 過 路 區 而 失 望 ， 她 認 為 當 局 的     

〝Step For ward Plan行人過路改善策
略〞完全沒起作用。她認為有關委員
會根本沒有為行人路做更多。

Photo: Courtesy of Metro

鳴　謝　啟　事

加拿大卡城中華協會
UNITED CALGARY CHINESE ASSOCIATION

正藉清明時節，卡城中華協會懷著一顆感恩之心，由會長周仕栢帶領全體理事代表華人社區，經於三月廿六日分赴卡城華人南北墓

園致祭先僑，誠心向先僑敬奉金豬，三牲酒醴，糕點果品，紙寶蠟燭香等，表達華人社區對先僑緬懷之情。得蒙熱心社團和僑胞捐

助拜祭經費，功德無量。特此登報鳴謝！

卡城中華協會　敬謝
二零一六年四月七日

【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錯漏，敬請原諒！】

佛學居士林           $100 
華埠發展基金會　　$50
五邑同鄉聯誼會　　$50
至孝篤親公所　　　$50
越南華裔聯誼會　　$50
褔建同鄉會　　　　$50
錢有金　　　　　　$40
周仕栢　　　　　　$30

李民新　　　　　　$30
李新民夫人　　　　$30
中樂推廣曲藝社　　$30
李氏公所　　　　　$30
馬氏宗親會　　　　$30
越棉寮華裔聯誼會　$30
亞省文娛協會　　　$30
江伯尚　　　　　　$20

李相群　　　　　　$20
余策源　　　　　　$20
關秋　　　　　　$20
余治華　　　　　　$20
司徒明　　　　　　$20
葉秉三　　　　　　$20
李文傑　　　　　　$20
黃國樑　　　　　　$20

凌景彬　　　　　　$20
李陳舜儀　　　　　$20
盧廣同　　　　　　$20
台山會館　　　　　$20
余風采堂　　　　　$20
李國麟　　　　　　$20
夏德明　　　　　　$20
亞省越棉寮華人協會 $20

李權烈　　　　　　$20
鄭清蘭　　　　　　$20
趙光奕　　　　　　$20
關強興　　　　　　$20

憑此優惠券到高投注額廳可換取抽獎券一張

免佣百家樂並提供甩牌耍樂
350多部角子機、30張賭檯

多個食肆及酒吧
大量地下暖氣停車位
尊貴高投注額貴賓廰

提供最稱心服務
詳情及查詢請與華語服務專員  S andy 聯絡

現增設

第三屆拉斯維加斯免費雙人遊

祇 限 高 投 注 額 玩 樂 廳 賓 客
有多種贏取抽獎券辦法　詳情請到本賭場查詢
2月22日起派發抽獎券，4月13日晚上9時抽獎

免費參加大抽獎　由本賭場專用包機接載

百家樂大賽百家樂大賽

4月26日晚上7:304月26日晚上7:30
頭獎︰免費拉斯維加斯專機雙人遊頭獎︰免費拉斯維加斯專機雙人遊

另有9個現金獎，請從速報名！另有9個現金獎，請從速報名！

www.cowboyscasin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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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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l : 403-863-2888
e-mail : jamestull888@gmail.com

James Tull
杜振邦

www.chhyundai.com
http://fertilityconsultants.ca
mailto: jamestull8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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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隱瞞資產 冰島總理辭職

冰島政局因國際調查記者同盟
（ICIJ）公開的機密文件，而受到
○八年以來最大的衝擊。ICIJ日
前引述巴拿馬莫薩克•馮賽卡律師
行（前譯莫薩克•豐塞卡）的機密
文件，揭出冰島總理根拿格臣跟其
妻擁有離岸公司而沒有申報，涉及
利益衝突。事件觸發逾萬名民眾在
首都雷克雅未克示威，要求根拿格
臣下台。在反對派提出對他的不信
任動議後，根拿格臣仍一度拒絕辭
職，但在總統拒絕其解散國會的要
求後，根拿格臣終於在本港時間昨
晚深夜決定辭職，總理職位由農業
部長約翰松接任。

越南確診 兩婦人感染寨卡

越南確診首兩宗寨卡病毒個案，
患者分別是一名三十三歲孕婦，及
一名六十四歲婦人。越南當局表
示，正觀察二人的情況，暫未發現
有患者親友受到感染。

美促泰限軍人干內政角色

美國政府周一促請泰國政府限制
軍方的角色。泰國軍頭兼總理帕拉
育上周發布新法令，准軍人在打擊
犯罪時進行搜查、扣押財產、中止
金融交易以及禁止疑犯出國。這項
法令涵蓋廿多種犯罪活動，包括人
口販賣、詐騙、誹謗、賭博等。美
國國務院促請泰國政府限制軍人干
涉內政的角色。人權觀察組織亦指
軍人擴權是為鞏固帕拉育專政。

阿塞拜疆稱平民目標被炸

阿塞拜疆國防部昨稱再有十六名
士兵於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
喪生，又指摘亞美尼亞軍隊以大口
徑機槍及重迫擊炮，持續攻擊軍事
據點及平民目標。對於土耳其支持
阿國收復納卡，美國國務卿克里與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均譴責外部勢
力介入。美、法及俄代表將於當地
時間周二在奧地利維也納開會討論
平息衝突。

印尼廉航 跑道撞機起火

印尼一架波音737-800型內陸客
機，周一在首都雅加達的哈利姆•
珀達納庫蘇馬機場（Halim Per-
danakusuma Airport）準備起飛
時，與一架正被拖回機庫的小型客
機在跑道上相撞。波音客機上乘客

需要緊急疏散，事件中沒有人命傷
亡。

郭伯雄交審查起訴

中央軍委前副主席郭伯雄的貪腐
案現新進展，內地官媒昨證實，軍
事檢察院已完成偵查郭伯雄一案，
移送審查起訴，換言之，郭伯雄將
成中共首個被審查起訴的前中央軍
委副主席。外傳郭伯雄通過採購軍
備回佣，私下獲利高達千億元（人
民幣•下同），更聯同兒子新抱藉
軍地項目「圈錢」至少十五億元。
軍事檢察機關昨特別強調，絕不姑
息郭伯雄家人及一干涉案者。

李顯龍敦促美制華

中美就南海問題接連交鋒，但經
濟領域角力同樣惹人關注。其中新
加坡總理李顯龍近日接受美媒訪問
時，力撐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政
策及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
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強調美
國領導地位無可取替，「亞洲國家
心裏更傾向美國」。該報道引起中
國大陸傳媒關注，認為其言論似是
敦促華府制衡北京。

崔天凱：華發展非為與美爭霸

中美關係走向備受關注，中國駐
美大使崔天凱日前出席大學峰會時表
示，中國發展不是要同美國爭霸，中
美關係應以外交為優先方向，以加強
對話溝通，避免戰略誤判。

南海爭議致菲國印尼軍費增

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
所近日公布報告，顯示全球軍事支
出於去年錄得四年來首次增長，美
國仍是全球最大軍事支出國，而中
國大陸則連續兩年排第二。報告同
時指出，隨中國南海活動頻繁，東
南亞各國為與之抗衡而增加軍費開
支，南海勢成軍火庫。

日副外相：支持美派艦巡南海

日本副外相木原誠二前日接受中
國媒體訪問，稱發展中日戰略互惠
關係是日本對華政策的基本理念，
中方和平發展對日本而言是機遇而
非威脅，希望能與中方改善關係；
日本不會在南海問題上選邊站，但
支持美國派軍艦在南海巡邏。木原
又透露日本外務省正考慮對中國人
實行免簽政策。

普京 卡梅倫親信避稅天堂藏資產

專注全球貪污及跨國犯罪的「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取得
來自一家巴拿馬律師行的密件，聯
同全球逾百間新聞機構約四百名記
者，調查內裏一千一百一十五萬個
紀錄，並於周日公開資料。密件揭
示多名政要、罪犯、名人及體育明
星等，設在「避稅天堂」的離岸公
司或資產，全球多達一百四十位政
治人物捲入其中，包括俄羅斯總統
普京、英國首相卡梅倫及冰島總理
根拿格臣等多國領袖。

滯希難民寧死不返土

歐盟擲銀彈換取土耳其接收難
民，昨日展開大規模遣返難民行
動。首日有約二百名滯留希臘的難
民被送到土耳其，大批防暴警察在
場戒備。有難民及左翼分子大叫口
號「歐盟可恥」，更有人稱寧可跳
海亦不要被遣返。另一邊廂，德國
按照協議接收滯留土耳其的十餘名
敍利亞難民。國際特赦組織質疑交
換難民不合法及違反人道主義。

CIA謀敍政變 奧巴馬有保留

美國前中央情報局（CIA）人
員近日透露，CIA早在二○一二年
時，已制訂一項推翻敍利亞總統阿
薩德的計劃，並可防範極端回教組
織伊斯蘭國（IS）崛起，及避免歐
洲難民問題。計劃獲多名華府官員
支持，但總統奧巴馬只批准部分內
容。

沙特擲15.6萬億救經濟

受早前伊朗解禁石油出口影響，
國際油價大幅下挫。沙特阿拉伯欲
擺脫對石油的過分依賴，以及達成
經濟轉型，由副王儲穆罕默德•薩
勒曼負責組建公共投資基金（PIF）
，成立達兩萬億美元的全球最大投
資基金，預計最快明年推出。薩勒
曼稱：「在廿年內，我們便不再是
一個主要依賴石油的國家。」

日傳G7會議提南海 針對中國

中日關係波瀾不斷，即將召開的
七大工業國集團（G7）外交部長會
議，有指日本堅持加入南海問題，
且力爭採用強硬措詞，以示不滿中
國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為。而日本
海上保安廳針對釣魚島的專隊體
制，於本月正式啟動。

阿塞拜疆亞美尼亞領土戰 釀32死

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上周五起，
在兩國有領土爭議的地區納戈爾
諾——卡拉巴赫自治州（簡稱「納
卡」）交火，持續以重型武器、坦
克及大炮互相攻擊，並指摘對方挑
起事端。至少有三十名軍人及兩名
平民喪生，阿塞拜疆周日宣布單方
面停火。

毛里裘斯現疑MH370艙內殘骸

一對法國夫婦近日在毛里裘斯旅
行時，在沙灘上發現一塊碎片，懷
疑屬於失蹤的馬來西亞航空MH370客
機。若證實屬MH370，將是首次發現
的機艙內部碎片，有助了解客機出
事時的情況。

瓦國7.2級地震發海嘯警報

大洋洲國家瓦努阿圖（Vanu-
atu）於香港時間昨日下午約四時
半，發生黎克特制七點二級地震。
太平洋海嘯警報中心一度發出海嘯
警報，但震後四十分鐘取消，暫未
有傷亡或損毀報告。

特朗普認衰挽民望

美國共和黨總統提名戰參選人
特朗普頻頻得罪女選民，更在社交
網上諷刺對手克魯茲的妻子其貌不
揚。他日前罕有地「認衰」，以挽
救低下的民望。

福克蘭五個月無驅逐艦保護

英國《獨立報》日前披露，由於
英國45型驅逐艦的引擎故障，其他的
護衞艦已派駐監察俄羅斯海軍，導
致福克蘭群島所在的南太西洋，自
去年十一月起沒有海軍主力的戰艦
保護，是一九八二年福克蘭戰爭後
首次。在野工黨影子國防大臣索恩
伯利批評政府沒有履行保護福克蘭
群島居民的承諾。國防部回應指，
已經派巡邏艦及颱風戰機作保護。

中日恐爆 無人機戰爭

日本接連通過新安保法案及增加
軍費後，據報再有軍事擴張舉動，
未來十年將投資逾三億七千萬美
元，打造包括環球鷹、導彈監測無
人機的軍用無人機部隊，加入全球
軍用無人機競賽行列。內地傳媒援
引美國軍事網站報稱，專家警告此
舉將激怒中國，東海爆發「無人機
戰爭」的可能性極高。

4月6日 (星期三) 4月5日 (星期二) 4月4日 (星期一)

www.tntsupermark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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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奧會甫落幕美擬再巡南海

中美元首峰會「習奧會」剛落
幕，南海緊張局勢又升級，在國家
主席習近平當面警告美國總統奧巴
馬反對以航行自由為名侵犯中國主
權後，美軍隨即透過傳媒宣稱，計
劃本月初，再派艦艇到南海有主權
爭議島礁十二海里範圍水域，執行
新一輪巡航任務，宣示自由航行權
利。有分析指，這將是中美南海角
力以來，美艦第三次駛近南海中國
控制島礁，巡航地點或是中國與菲
律賓有主權爭議的美濟礁，料將再
度引起中方強烈反應。

島嶼部署F16戰機印尼加強制華

中美南海持續角力，周邊國家
亦紛紛加強軍事部署應對中國，其
中印尼軍方形容中國船隻有如「小
偷」，宣稱將針對南海在納土納群
島部署五架F16戰機，並計劃在島上
引入徵兵制加強軍事力量對付，菲
律賓則會斥資逾一億歐元購買反潛
直升機，監視中國潛艇。

中國海軍擴編涵蓋四戰區

中國海軍或擴編應對東海、南海
局勢，解放軍五大戰區成立後，官
方首次確認中部戰區有海軍編制，
因此目前東南北中四大戰區均有部
屬海軍。另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為與
那國島部署自衞隊辯解，指此舉不
違反中日防止東海局勢惡化共識。

鴻海入主聲寶 大阪簽約

台灣鴻海集團早前宣布入主日本
老牌電機大廠聲寶（Sharp），雙方
昨日於日本大阪簽約。鴻海、其子
公司及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的私
人公司，共向聲寶投資約三千八百
八十八億日圓。郭台銘強調，他已
有計劃讓聲寶轉虧為盈。

不滿撐日韓擁核武 奧巴馬嘲特朗
普無知

美國共和黨總統提名參選人特
朗普早前表示，應讓日本與南韓擁
有核武保衞自身。現任總統奧巴馬
在核安全峰會於首都華盛頓閉幕之
際，趁機向特朗普發炮。奧巴馬強
調，美國對日韓的核保護傘政策，
足以防止亞太地區爆發衝突。他批
評特朗普外交知識貧乏，不了解朝
鮮半島以至全球局勢，質疑他繼任
總統的能力。

朝四日兩射導彈向核峰會示威

有逾五十名全球各國領袖出席的核
安全峰會，於美國時間周四起一連兩天
在華盛頓舉行。北韓核問題是峰會一大
重點，中美日韓領袖分別舉行會談後，
均重申要加強合作，推動朝鮮半島無核
化。其中美日韓領袖會晤後，警告北韓
一旦持續發展核武，將面臨國際間更強
硬的制裁及孤立。然而北韓無視警告，
昨日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短程導
彈，儼然是向國際社會示威。

日內閣承認核武擁有權

核安全峰會在美國華盛頓舉行之
際，日本政府昨日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一
份答辯書，表明憲法第九條沒有禁止日
本擁有核武，無疑是強調日本可擁核
武。由於該答辯書被視為代表政府正式
立場，對核峰會而言是一大諷刺。

英美將演練核廠受襲

上月的比利時恐襲曾有報道指恐
怖分子的目標是當地的核電廠，英
國及美國在今年稍後亦會舉行軍事
規模的演練，模擬核電廠遭網絡攻
擊，測試政府及廠方的應對。

韓部署薩德系統 習向奧提反對

應邀赴美出席在華盛頓舉行核安全
峰會的國家主席習近平，當地時間周四
與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雙邊會談，提及
南海爭議和人權以及黑客議題，惟各說
各話，未有共識，不過雙方就同意加強
溝通協調，並承諾共同努力，降低核恐
怖主義威脅。而習近平前往白宮途中遭
遇人權團體示威，部分示威者與在現場
歡迎習的華人發生衝突。

維州槍手傷警遭擊斃

美國維珍尼亞州里士滿市周四下
午發生槍擊案，一名槍手於某灰狗巴
士車站向一名州警開槍，附近兩名州
警隨即將槍手擊斃。中槍州警情況危
殆，另外兩名受傷的平民暫無生命危
險。當局未有透露槍手身份。

國航副機師直播起飛罔顧安全

網絡直播平台近年在內地大行其
道，網絡主播為增人氣，各出奇謀。
前日網爆中國國際航空有男機師，網
絡直播起飛前，他在駕駛艙等準備的
片段，事件引起各界嘩然。國航其後
發公告，證實涉事者為國航旗下副機
師，並已停職。網民狠批該副機師沒
有職業道德，且國航懲罰過輕。

艦隻近距離對峙中美南海危險寒暄

中美南海角力再現驚險，美國切
斯勞維爾號導彈巡洋艦上周逼近南
海美濟礁，解放軍導彈護衞艦出動
直升機，進行海空兩面監視，雙方
艦隻距離最近不足十公里。美國傳
媒形容，雙方軍官期間互用對方語
言作「危險的寒暄」，最終美艦駛
離才結束是次「相遇」。中國國防
部昨重申在南海的行動合法專業，
並建議美軍「好自為之」。

感日方軍事活躍 華東海晒肌肉

中日關係風波不斷，日本早前
通過大幅增加國防預算後，內地官
媒高調報道東海艦隊的對抗演練，
出動多艘新型護衞艦，對日宣示味
濃。中國國防部昨表示，感覺到最
近日方在軍事領域非常活躍，會否
重蹈歷史覆轍，值得各方警惕。

雲南撞車黨 聞報警減價￥1800

雲南省昆明市官渡區近日發生
多宗模式極為近似的撞車黨敲詐事
件，該批騙徒聯群結黨行動，令當
地車主紛紛大表無奈！

宮頸疫苗後遺大 12日女集體索償

日本有十二名女性稱，早年接
種過子宮頸癌疫苗後，出現全身疼
痛、麻痹等副作用，有人更嚴重到
坐輪椅度日。她們計劃提出集體訴
訟，向日本政府及葛蘭素史克、默
克公司（MSD）兩間藥廠索償，是日
本首次有人因子宮頸癌疫苗疑似引
起副作用而提出訴訟。

普京缺席核安峰會 美斥自我孤立

全球五十國領袖將於當地時間
周四，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為期兩日
的第四屆核安全峰會。朝鮮半島核
危機、對抗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等，將會成為峰會上的主要
議題。不過，俄羅斯罕有的缺席，
被美方形容為「自我孤立」。

昂山料任「總統的上司」新職

緬甸新總統廷覺及新內閣前日
宣誓就職，執政黨全國民主聯盟（
全民盟）領袖昂山淑姬身兼四個部
長職位。全民盟昨日正式向國會提
交議案，新設「國家顧問」一職，
讓昂山淑姬出任。有議員形容國家
顧問是「總統的上司」，可凌駕總
統。料議案將獲國會通過。

台鴻海集團388億日圓收購聲寶

台灣鴻海集團收購日本電機大廠
聲寶（Sharp）幾經波折，昨終宣布
達成協議，將以三千八百八十八億
日圓作價，收購聲寶的六成六股權
及取得一千一百多萬股的增資發行
特別股。雙方將於周六在大阪堺市
的聲寶工廠舉行簽約儀式。

在韓部署薩德 美懶理華反對

中美東亞再角力，本月初到南海
示威的美軍「斯滕尼斯號」航母戰
鬥群，日前再度於東海附近巡航，
向中國展示武力。美國副國務卿布
林肯就宣稱，即使中方反對，也會
在南韓部署涵蓋華北地區的薩德導
彈防衞系統。中國則曝光首艘國產
航空母艦正加快建造，並且成功發
射第二十二枚北斗導航衞星。

受賄逾二千萬 周永康親信囚12年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親
信、海南省前副省長冀文林，被控
受賄二千零四十六萬餘元（人民
幣•下同），昨早被天津市第一中
級法院判入獄十二年，並罰款一百
萬元。

聯國准阿根廷擴領海 包圍福克蘭

英國與阿根廷向來就英國屬地福
克蘭群島（阿根廷稱馬維納斯群島）
有主權爭議。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
會（CLCS）日前裁定，應擴大阿根廷
領海範圍，此舉令英國屬地福克蘭群
島被其領海包圍。福克蘭政府周二還
擊，指裁決無法律約束力。

廷覺就任緬總統 軍政府統治落幕

緬甸新總統廷覺昨日在國會宣誓
就職，隨着登盛卸任總統，標誌着緬
甸的五十四年軍政府統治正式壽終正
寢。執政黨全國民主聯盟（全民盟）
領袖昂山淑姬一如早前所料，身兼內
閣四個要職，包括外交部長。外界關
注，在渴望改變的民意環境下，新政
府與軍方能否順利合作。

盟友脫離執政聯盟 羅塞夫勢危

巴西最大黨巴西民主運動黨
（PMDB）周二議決，即時脫離總統羅
塞夫領導的執政聯盟。隨着PMDB分道
揚鑣，身陷貪腐醜聞的羅塞夫進一
步受到孤立，遭國會彈劾的機會亦
大增。民主運動黨成員可自行決定
是否支持彈劾羅塞夫，迫使她下台。

4月3日 (星期日) 4月2日 (星期六) 4月1日 (星期五) 3月31日 (星期四)

www.tntsupermark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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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籲 信

１　卡城洪門四大機構　　　　$800
２　亞省華人社團聯會　　　　$500
３　卡城越南華裔聯誼會　　　$200
４　卡城福建同鄉會　　　　　$200
５　卡城佛學居士林　　　　　$200

６　卡城客屬崇正會　　　　　$200
７　卡城越棉寮華裔聯誼會　　$100
８　加拿大中華醫藥聯合總會　$200
９　錢有金伉儷　　　　　　　$200
10　熱心人　　　　　　　　    $100

． 期盼各社團單位贊助《保衛卡城華埠大行動》經費$200、衷心感激。
． 支票抬頭請寫︰Alberta Chinese Community Event（必發收據）
． 欲查詢有關『保衛華埠最終大行動』詳情，請聯繫︰403-850-6868／403-605-6638

敬啓者:

亞省華人社團聯會呼籲所有關注《卡城唐人街消失》之各界人士、華埠居民、商號、業主、社團堂所及
機構、給予全力支持並期盼每個社團單位委派10至20名代表参與這次《最終保衛卡城唐人街》遊行大行動。

恭請各(商)界熱心人仕、各社團堂所、鼎力支持、踴躍贊助($200)、以彌補不足之經費、至盼、至感。

玆將經確認贊助之社團單位名單公告於下:

亞 省 華 人 社 團 聯 會
ALBERTA CHINESE COMMUNITY CONGRESS

#201, 116 - 2nd Avenue S.W.,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2P 0B9
Tel: (403) 265-3225

亞 省 華 人 社 團 聯 會
ALBERTA CHINESE COMMUNITY CONGRESS

#201, 116 - 2nd Avenue S.W.,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2P 0B9
Tel: (403) 265-3225

亞省華人社團聯會 恭約
二零一六年四月七日

日　期︰2016年4月11日（星期一）  

集合地點︰華埠『東方商場』

出發時間︰早上八時三十分 

參與者衣著︰便裝（紅色外衣衫為佳）

大行動啟程︰遊行前往卡城市政府大樓會議廳

交　通︰步行或車輛接送

保衛卡城唐人街最終遊行大行動日程表

卡城華人社區＜保衛華埠最終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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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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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方

商
業
分
類

廣
告
熱
線
：

4
0

3
.6

1
7

.2
1

0
0

danny@
trendw

eekly.com

三
個
月
 (13

期
)  $155+G

ST / 每
個

六
個
月
 (26

期
)  $295+G

ST / 每
個

一
年

 
(52

期
)  $560+G

ST / 每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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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崗親義公所
清明春祭先僑
公曆四月四日是農曆清明節，卡城龍岡公所特

提前於四月二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半，虔備金

豬三牲酒醴和糕點果品等，在該公所禮堂先舉

行拜祭四先祖儀式，禮成後隨即出發前往華人

新舊二墳場掃墓春祭先僑，以

表慎終追遠之敬意，並於當日

下午二時在該公所婦女部設雞

尾酒會款待宗親及嘉賓，場面

熱鬧，氣氛融洽，誠盛會也。

圖為活動情況一角

•社團消息••社團消息•

˙加拿大聯邦政府註冊中、英、法文翻譯

˙亞省法庭傳譯協會成員

˙省政府認證專員

陳 桂 芳 Joyce Chan
電話：403-540-0631 傳真：403-286-6628
Emal：chan_joyce@shaw.ca

一切資料絕對保密

翻譯及公證：

◆ 一切法律訴訟文件（民事、刑事、移民及司法事項）；◆ 駕駛執照、出生証、結婚証、離婚証或協議書，醫療診斷書；

◆ 學歷文件； ◆ 單身證明公證； ◆ 產權証；  ◆ 資產買賣授權書； ◆ 各項代書服務

宣誓聲明：正式文本認證，戶籍，平安書。

餐 館 出 租
位於旅遊勝地Pinch Creek，地點一流

3720呎，60位，全新裝修，家私及生財用具
獨立建築物，保養一流，絕對超值

業主可考慮出售物業，請電

403-627-7438 Janet (英語) 
403-627-6477 Frank (英語) 或

營業時間：每日10am -8pm
大量拖鞋、涼鞋、童鞋、

男女高級運動鞋，清倉大

減價 $1.99 -  $9.99
招聘：包菜女工

報稅：梁先生  403.617.3238

餐館特價批發
Nila White Shrimp 21/25Golden Phoenix

Jasmine Rice

金鳳新香米 妮娜白蝦

$30.99/bag $27.99/box

呂宋芒果
Mango Case 18 Size

$15.99/box

百加利   $26.00/box

青蔥    $23.00/box

大洋蔥   $22.00/bag

馬蹄片   $30.00/box

Apr 08 - Apr 14

夏威夷木瓜上海白菜水晶梨百利芥蘭藍鳥小甜橙

黃椒／橙椒加州大甜橙茄子富士蘋果韓國金針菇

香菊圓枝竹李錦記幼滑蝦醬楊協成豆奶／菊花茶豐正即食海蜇壽星公煉奶

小包海鷗新香米雞牌小西米健兒豉油／醬油精皇上皇白油腸／瘦肉腸各種媽媽麵

FD 老虎蝦海威魷魚筒大信豆腐卜笑魚辣醬炸馬鮫魚江門排米粉

妮娜鳳尾蝦6吋公仔春卷皮海威龍鱈魚Vivasea 多春魚金牌龍利魚柳

Hawaii PapayaShanghai Bok ChoyAsian Golden PearGai LanBlue Jay Oranges

Yellow Pepper / Orange PepperCalifornia OrangeEggplantFuji ApplesEnoki Mushroom

Xiangju Dried Beancurd Sti ckLKK Fine Shrimp PasteYeo’s Soy Milk / Chrysanthemum TeaFZ Instant Jelly FishLongevity Condensed Milk

Geoland Jasmine RiceCK Tapioca PearlHB Thin Soy Sauce / Seasoning SauceWSW Chinese SausageMAMA Instant Noodles

31 / 40 FD Black Tiger ShrimpSearay Squid TubeDSI Tofu PowSmiling Fish Mackrels in Chili SauceKM Rice Sti ck

31 / 40 Nila Tail on White Shrimp6’ Doll Spring Roll PastrySearay Greenland Turbot SteakVivasea CapelinGolden Label Basa Fillet

$0.79/lb
$1.79/lb

$1.19/lb
$0.99/lb

$2.49/lb

$0.99/ea
$0.89/lb

$1.19/lb
$0.69/lb

$1.69/lb

$2.49/ea
$1.39/ea

$0.69/ea
$5.99/ea

$2.09/ea

$7.99/box
$3.69/ea

$2.79/ea
$1.09/ea

$11.99/bag

$1.09/ea
$0.99/ea

$2.19/ea
$3.29/lb

$27.99/box

$1.99/lb
$2.59/ea

$5.79/lb
$1.49/ea

$14.99/bag

大信五香豆乾
DSI Spiced Firm Tofu

$2.29/ea

招租：本超市店面即

將擴建，現有600呎空

間，可作BBQ(燒烤店)

，有意者請親臨面洽。
2016

招聘︰包菜女工

mailto: chan_joyce@shaw.ca
https://www.facebook.com/MingWeiSuper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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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 JASMINE RICE 
2016 NEW CROP NEW ARRIVAL

99¢59¢299139349

159249159139199

18969¢649699279

18999¢1399279279

189189119349189

279159119159399

HN越南上等米紙珍珍白葛粉條龍宏香脆筍HN越南河粉SC小蛋糕

HK 大頭菜HK 黑豆DIWA米粉UFC米粉C2 檸檬飲料

GG 粟米片YH 爽口榨菜絲SEMPIO 蕎麥麵NORI 海苔WFY 珍珠粉圓

MP 醬油PHILIPS 茄汁豆罐頭DC 魚罐頭CAPRI 菜籽油OISHI 薯片

天鵝牌樽裝醋楊協成炒飯醬料珍珍菠蘿片SARANGANI油浸虱目魚雞嘜糖水紅毛丹

李錦記鮮味生抽珍珍椎茸LIPPS 糖果TOME 茄汁沙丁魚PK 牛肉粿條香料

HUONG NAM RICE PAPER 200Gx22CMCHEN CHEN WHITE DRIED SHREDDED TAPIOCALONG HOME BAMBOO SHOOT PRESERVEDHUONG NAM RICE NOODLE 400GCUPP KEYK PANDAN CAKE

HK PRESERVED TURNIP HK BLACK BEAN DIWA BIHON RICE STICK 227GUFC RICE STICK 227GC2 LEMON FLA 1L

GRANNY GOOSE TORTILLOS 160GYH PRESERVED RADISH SEMPIO BUCK WHEAT 1.3KGNORI GREEN ROASTED SEAWEED WFY BLACK TAPIOCA 

MP CALAMANSI SOY SAUCE PHILIPS BEAN IN TOMATO SAUCE DC PRESERVD MUDFISH BONELESS 908GCAPRI CANOLA OIL 946MLOISHI GOURMET POTATO CHIP 

SILVER SWAN VINEGAR 1LYEO’S FRIED RICE 170MLCC PINEAPPLE SLICED 540MLSARANGANI MILK FISH SPICY IN CORN OIL 215GCOCK RAMBUTAN IN SYRUP 

LKK SOY SAUCE CC SHITAKE MUSHROOM LIPPS MANGO CANDY TOME SARDINE IN TOMATO SAUCE 125GPK INST BEEF FLA PASTE 454G

/ea/ea/bag/bag/bag

/bag/bag/bag/bag/ea

/bag/bag/bag/bag/bag

/ea/can/ea/ea/bag

/ea/can/can/ea/can

/ea/can/bag/can/ea

Apr 08 - Apr 11

聘 請
3/4 年修車技工

或有證書技工，厚薪
有意請親臨面洽

能源價格上升令加國人民陷入「能源貧困」
菲沙研究所 (Fraser Institute) 

報告稱相對比較2010年，2013 

年七個地區當中已有五個擁有高

的「能源貧困」指數。

在過去十年，加拿大的能源價格

有持續上升的趨勢，令每個家庭

承擔了相當的壓力。而事實上能

源比起汽油對經濟增長幫助不少，也提供了舒適

的現代生活給大衆。

跟據最新研究顯示，加拿大在2013年裏大約有

8%的家庭用最少10%的總開支在家庭的能源上

，這差不多等於約十分之一的家庭把每一元加幣

當中一毛錢放於電費、天然氣和其它的能源上。

而普遍的能源通常用於供暖系統、照明設施和其

他電器產品。對於每個家庭而言，這樣的支出費

用形成大量的負擔。最可惜是「能源貧困」變本

加厲，令低收入人士難以承受。以2013年為例

大概16%家庭收入少於大概$27,000，而大約

17%家庭收入介乎$27,000至$47,700之間，都

是在「能源貧困」之下。2013年裏七個地區之

中的五個已達到最高「能源貧困」比率，情況明

顯地比2010年有點惡劣。

www.hongkongfoodmarket.ca
www.ashtoncolleg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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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 Monday to Sunday 8 am to 9 pm everyday 仙女牌特選香米
2016年新貨經已到達

4月08日至4月11日止   店內大批貨品 大特價！

11912969¢249149

14979¢14911949¢

549599699799399

549299299199399

2799169349499299

1992092892791599

雪裡紅羅馬蕃茄甜橙嫩椰青夏威夷香蕉

椰菜花紅蘿蔔日本蕃薯中國富士蘋果芫荽

SR 泰國白蝦南美白蝦SR 海鮮雜錦SR 白蝦急凍巴沙魚扒

SH 皇帝魚扒SR 馬鮫魚Bulacan 辣肉腸荷蘭齋餅GS 急凍香蕉卷

妮娜白蝦(3.6磅)HK急凍香茅Viva急凍兆魚SR 原條大墨魚SR 黃尾竹莢魚

Suka 調味料傳統豆腐 + 迷你油泡SR 白飯魚AA-1急凍虱目魚妮娜白蝦(1.8磅)

FRESH SHLIHONFRESH ROMA TOMATOFRESH ORANGEFRESH YOUNG COCONUTFRESH HAIWAII BANANA

FRESH CAULIFLOWERFRESH CARROTFRESH JAPANESE YAMFRESH CHINA FUJI APPLEFRESH CILANTRO

SR TB 40-50 WHITE SHRIMPCHAMPMAR WHITE SHRIMP 40/50SR SEAFOOD MEDLEYSR WHITE SHRIMP 21-25FROZEN BASA STEACK

SH KING FISH STEAKSR INDIAN MACKEREL HASA HASABULACAN SWEET & HOT LOGNISAHOLAND HOPIAGS TURON BANANA ROLL

NILA WHITE SHRIMP 26/30 3.6LBHK FROZEN CHOPPED LEMON GRASSVIVA FROZEN KEO FISHSR CUTTLEFISH WHOLE CLEANEDSR YELLOWTAIL SCAD

SUKA PINAKURAT-ORG EX HOTFRESH TOFU + SMALL BEAN BALLSR SILVER FISH 3-5AA-1 MILK FISHNILA WHITE SHRIMP 31/40 1.8LB

/lb/lb/lb/ea/lb

/ea/lb/lb/lb/ea

/ea/ea/bag/bag/ea

/lb/lb/ea/ea/ea

/ea/bag/ea/lb/lb

/ea/ea/ea/lb/bag

究竟什麼導致有「能源貧困」？歸根究底的原

因都是因為過去十年能源高企，對於加拿大每

個家庭而言這是衆所周知的事實，而增加電力

價錢也構成各家庭支出增加，電力已占總支出

的三分之二。從2005至2015年一月起，加拿大

的電力價格增多了38%。比較起其他消費品價

格已超過20個百分點。政策制定者應注意這個

趨勢來配合各政府部門一同參與電力分配。而

加拿大人所交的電費稅額比起美國人還要多，

以2013年加拿大其中十二個城市為例，一張普

通的電費單平均每千瓦時（kwh）收1.22仙稅

，而美國城市平均每千瓦時只收0.86仙稅，有

些城市甚至不用交付電費稅。

聯邦政府與省政府應該注意政策上的運作避免

影響能源價格，嚇人的例子就渥太華為首，因

為忽略了政策上的安排導至能源價格上升成為

加國第三個省份擁有最高的「能源貧困」指數

。而安省的電費自2005年與2015年之間的冬季

就提高了50%。特別是安省因為通過其綠色能

源法案（GEA），電費從2009年就開始起飛，

以高於市場價格提供長期補貼可再生能源發電

（如風和太陽能等）給生產商。除了電價大幅

增長，全球綠色能源法案迫使安省虧本出口能

源和支付約兩倍以上的風力發電，相對比較起

美國要支付多過三倍太陽能，更糟糕的是因為

安省只有有限的環境福利令高漲的能源成本構

成家庭負擔，安省這次的經驗給各省政策制定

者上了一課。事實上，低收入家庭的能源需要

和加國每個家庭已陷入「能源貧困」的境況，

政府也應該注意能源政策的制定避免各家庭有

大量能源開支的問題。

山 景 墓 園
Mountain View Memorial Gardens

1515 - 100 St. SE

山景墓園全新

室內室外骨灰位已落成
Complete funeral and cemetery services pre-planning available

★ 預售永久福地，家族墓地
★ 室內室外骨灰位，雲石陵
★ 土葬火葬安排

★ 中式石碑，西式銅牌
★ 協助先人骨灰移民
★ 豐儉由人，服務全面

山 景 殯 儀 館
M ountain View Funeral  Home /  1515 -  100 St.  SE

Joana Ng 伍太
403-818-9975

伊 甸 墓 園
Eden Brook Memorial Gardens

17 Ave SW & Lower Springbank Rd. Calgary

預售永久風水福地，特大家族墓園，雲石陵，骨灰靈位，
協助先人骨灰移民，中西式全套殯儀服務，並提供分期付款計劃。

查詢及預約請電

Eva Pang  彭小姐
403-890-8318

Complete funeral and cemetery services; pre-planning available, serving all faiths, cultures and budgets.

伊甸殯儀館
Eden Brook Funeral Homes

17th Ave SW & Lower Springbank Rd.

禮頓殯儀館
Leyden’s Funeral Homes

304 - 18th SW （市中心內）

www.hongkongfoodmarket.ca
http://www.arbormemorial.ca/en/mountainview
http://www.arbormemorial.ca/en/edenbr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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