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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油價最近兩年內下跌一半，亞省及卡加

利市失業率不斷上升，但房地產市場卻未受到衝

擊。分析家認為原因是大量來自外省的工人較少

參與本地樓市活動，這類流動勞工也大多是租戶

而非本地房地產持有者。

根據卡加利地產局（Calgary Real Estate Board）

，這段經濟不明朗期間房地產銷量減少，但2016年

的平均房價較2014年下調比率只有0.5%，達479,464

元。根據傳媒獲得的財政部內部備忘錄分析指卡城

房產市場未有出現大變化，主要原因是卡城擁有數

以萬計原居於省外的流動勞工，他們較少會在市內

購買房屋。這些省外工人失業後，大多會選擇返回

原居地，此舉會減緩亞省失業率；而他們工人大多

是租戶，而非業主，因此不會為本省地房地產市場

帶來強大衝擊，他們離開本省最多只會影響出租房

市場；有些在石油與天然氣開採相關行業工作的流

動勞工大多在居於企業提供的營地內，而假期時會

返原來的省份而非留在租屋內，至此對本地房屋市

場影響有限。

統計顯示從油價降低後的最近10個月，大約有

56000名流動勞工搬離亞省。地產局估計2013年亞省

有超過15萬名流動勞工，較10年前增加近一倍，當

中有7萬至8萬人是從事與石油與天然氣業、

煤礦燃料或建造業等相關工作。地產投資網

絡（Real Estate Investment Network）高級分

析員Don Campbell指出受影響多是租房市場

，如大草原、斯拉夫湖（Slave Lake）及麥梅

利堡（Fort McMurray）之類與石油開採相關

的城鎮租屋空置率皆上升。統計數字又顯示

今年4月卡城空置房屋單位達2.1萬個，比起

一年前增加8300個，空置率升至4.3%，為十

年來首次。卡城亦自2010年起出現遷徙潮，

遷出本城人數比遷入的多6500人。至於擁有物業人

數實際上增加3700人，至323000人，而遷出城市的

人大多為租戶並非房地產持有者。在亞省全盛時期

，企業支付予工人的時薪比其他省份多200至300元

。現在這些工人回到原本的省份，他們的薪酬下降

率亦不高，對於這批工人來說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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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電訊服務商Verizon宣布，同意以48.3億美元的
現金，收購雅虎的核心互聯網業務和部分地產項目，
結束雅虎創立20年來的獨立網站公司生涯，而剩下的
阿里巴巴持股和日本雅虎業務的原雅虎公司，完成交
易後將會改名，成為一家上市的投資公司。

雅虎在科網泡沫年代，市值曾攀上1250億美元的雅虎
，今次被Verizon以48.3億美元收購，一舉把雅虎核
心互聯網資產及部分房地產項目收歸旗下，以配合其
致力拓展的數碼媒體及廣告業務，並與去年以44億美
元收購的美國在線（AOL）融合，以望吸納雅虎每月
多達10億的財經、體育及新聞網站以及電郵用戶。這
宗交易仍需獲得雅虎的股東通過，預計在明年初完成
。

雅虎將繼續保留公司的現金儲備、阿里巴巴的持股、
日本雅虎的持股，以及成為Excaliber組合的非核心
專利資產，估計綜合市值約400億美元。該公司曾表
示，會將現金回贈股東，同時稍後向投資者更新如何

經營剩下資產的路向。至於現任行政總裁邁耶的去留
，聲明沒有提及，但她本人表示傾向留下見證雅虎的
新一頁。不過，消息人士估計，她不大可能再擔任高
層。若邁耶在賣盤後去職，估計會獲得5000萬美元補
償。雅虎昨日在美市早段股價曾跌逾2%，見38.55美
元。

雅虎在完成交易後，亦將結束逾20年獨立公司生涯，
這家在1995年由史丹福大學碩士學生楊致遠及費羅創
立的公司，翌年以每股13美元上市，以引導大眾瀏覽
互聯網的入門和搜尋網站角色，乘著新興科網熱潮崛
起，幾年光景市值一度膨脹至1250億美元，2000年科
網泡沫爆破後，與幾個今日的科網明星擦身而過之餘
，再錯失賣盤的時機。

Verizon近年積極建構互聯網內容，藉此透過銷售廣
告來增加收益，其持有的資產包括透過收購AOL獲得
的《Huffington Post》和TechCrunch，以及自家的手
機視像程式go90。收購雅虎後，期望能將來自智能手

機的數據匯入AOL和雅虎的數碼廣告系統，與
facebook和Google的網絡廣告市場分一杯羹。然而，
現時看來，這個目標尚遠，據eMarketer的資料，美
國數碼廣告市場規模達690億美元，料Google和
facebook今年佔逾半市場份額，但市場估計雅虎只得
3.4%市場份額，AOL份額更低至1.8%。

樂視在美國洛杉磯召開發佈會，宣佈以20億美元全資
收購美國第二大電視機廠商Vizio。樂視創始人兼CEO
賈躍亭和Vizio創始人兼CEO王蔚均出席了發佈會。

這樁交易還將有待監管部門審核，預計在未來6個月
完成。收購完成後，Vizio將繼續獨立運營，成為樂
視全資子公司，包括原先的硬件、軟件業務、技術研
發與知識產權。不過，Vizio的數據業務將分拆為獨
立公司Inscape，王蔚將擔任CEO職位，而樂視將持有
Inscape 49%的股權。兩週之前，針對一些自媒體傳
出的樂視收購Vizio的消息，樂視的上市部分樂視網
曾經發佈公告否認，“截止目前，樂視網並未參與這
一交易的任何洽談。＂

據樂視全球資本高級副總裁鄭孝明介紹，此次進行收
購的實體是LeEco Global，是樂視控股旗下子公司，
與樂視網屬於平行關係。未來LeEco Global將在美國
上市。他還表示，此次收購將以全現金方式完成，資
金來自內部。由於收購會提高樂視的資產負債率，因
此樂視短期內會進行股權融資。

以銷量計，Vizio目前是美國第二大電視機廠商，僅
次於Samsung。Vizio總部位於南加州的爾灣，由中國
台灣移民王蔚在2002年創辦。Vizio主要有電視和音
響兩大產品，憑藉著性價比優勢在美國市場迅速增長
。目前有近500名員工。2015年7月，Vizio曾經向美
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交申請，計劃通過首次
公開募股（IPO）上市融資1.725億美元，原計劃在今
年上市。按照去年10月的S1文件顯示，Vizio在美國
擁有超過8000個銷售網點，電視及音響產品總銷量超
過7000萬部，其中智能電視銷量1000萬部。

在Vizio的股權結構中，王蔚個人持股54.4%。中國台
灣的瑞軒科技與富士康（旗下子公司Q-Run）是Vizio
最大的兩個機構投資者，分別持有20%和8%。這兩家
公司也是Vizio的代工夥伴。今年四月市場曾經傳出
樂視計劃投資Vizio的傳言。當時Vizio以53.92美元
的價格從瑞軒科技回購243.5萬股股份，總價值1.31
億美元。回購之後，瑞軒科技持股比例降至12%左右
。以此估值衡量，Vizio的整體估值約在16.375億美

元。值得一提的是，富士康也是樂視的重要投資者，
曾在2013年投資樂視致新（樂視電視）1.3億人民幣
，成為樂視電視與樂視盒子的代工廠商。

樂視正在積極拓展美國市場，在洛杉磯和矽穀都組建
了辦公室。樂視電視於去年12月在美國樂視商城上線
銷售，之後連續以低價進行促銷。由於絕大多數內容
都是中文，樂視電視目前基本面向華人市場。樂視北
美負責人許長虹曾向新浪科技表示，樂視美國的內容
平台尚未組建完成，未來將真正進入美國主流市場。

樂視20億美元全資收購美國第二大電視廠商Vizio

雅虎互聯網業務48.3億美元售予Veri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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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菜仔 台灣椰菜

K Xtreme牌
三合一咖啡

海燕牌
特級魚露 莎基歌牌飲品

特級
富士蘋果 黃大樹菠蘿 白油桃

石榴
夏威夷
黃木瓜 青豆仔 椰菜花 長英青瓜

Burns牌香腸
Cholimex牌
辣椒醬

美味牌
斑蘭布甸粉

美粒果牌果汁
雀巢三合一
即溶咖啡

新鮮
牛肉眼扒
(原袋) 免治牛肉

新鮮特級
雞全翼 豬腿肉連皮 特級大老雞

番茄連藤

媽媽牌
即食碗粉三象牌茨粉

哈密瓜

特級老竹絲雞

新鮮
牛眼肉扒

雞肉味

牛肉味

多款口味

原味
特濃

多款口味
朱古力味

杏仁味

原箱
$2.39/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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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6月份的日均粗鋼產量創出歷史新高，推動當月
鋼材出口量大幅增長，這加劇了全球鋼鐵市場的供應
過剩局面。面對中國出口的大幅增加，美國等國已建
立起懲罰性進口關稅壁壘，以保護本國鋼鐵行業。而
中國否認以不公平的低價傾銷鋼材。據中國海關總署
公佈的數據，中國今年1-6月份出口鋼材5,712萬噸，
同比增長9%。6月份鋼材出口量達1,090萬噸，同比增
長23%，環比增長16%。
能源和大宗商品信息提供商普氏能源資訊(Platts)的
分析師李紅梅稱，盡管被征收反傾銷稅，中國的鋼材
依然頗具競爭力。李紅梅表示，今年上半年全球鋼材
市場價格整體出現非常平穩的回升，而且由於鐵礦石
和焦炭價格相比廢鋼而言較低，中國一直能夠保持相
對較低的生產成本。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6月份粗鋼日均產量
達到創紀錄的232萬噸，當月總產量約為6,950萬噸。
隨著國內需求放緩，預計中國不久將減產，以實現今
年年底前減少最多4,500萬噸產能的承諾。中國粗鋼
年產能為12億噸，去年粗鋼產量約為8億噸，約佔全
球總產量的一半。
其他國家的鋼鐵企業也處境艱難。例如，印度的塔塔
鋼鐵公司(Tata Steel Ltd., 500470.BY)正試圖剝離
其英國鋼鐵業務，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全球鋼鐵產
量過剩。美國鋼鐵 (U.S. Steel, X) 2015年虧損15億
美元，並針對中國提起了貿易申訴，與此同時其他美
國鋼鐵製造商則進行了大規模裁員。美國對部分中國
鋼材徵收稅率為265.79%的反傾銷稅，歐盟、印度及
其他國家也對中國鋼材徵收懲罰性關稅。

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資
深分析師鄒吉明(Jiming Zou)稱，中國今年的粗鋼產
量或將較去年減少2%-3%，而鋼材出口有望實現高個
位數百分比增幅。去年中國出口鋼材1.12億噸。

歐盟向世貿組織（WTO）就中國未撤銷銻、鈷、銅、
石墨、鉛、鎂、滑石、鉻、銦、鉭和錫等11種原材料
的出口關稅、出口配額及相關管理措施，提起WTO爭
端解決機製下的磋商請求。而在6天前的13日，美國
同樣就銻、鈷、銅、石墨、鉛、鎂、滑石、鉭和錫等
九種原材料的出口關稅措施，向WTO提起世貿組織爭
端解決機製下的磋商請求。歐盟及美國指稱，我國對
上述原材料產品施加的出口管理措施與2001年中國加
入WTO時所做出的承諾不符。

7月14日和19日，中國商務部分別就美國和歐盟向WTO
提出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製下的磋商請求作出回應。
商務部條約法律司負責人表示，中方一貫尊重世貿規
則，中方對相關原材料的出口關稅管理措施，是出於
保護資源和環境的需要，是強化生態環境保護綜合措
施的組成部分，符合世貿組織規則。

中國與美歐在原材料出口問題上的矛盾由來已久，美
歐聯手對中國部分原材料的出口管理措施訴諸WTO也
並非首次。2009年6月，美歐聯合要求與中國在WTO爭
端解決機製下展開磋商，稱中國對鋁土、焦炭、氟石
、鎂、錳、金屬矽、碳化矽、黃磷和鋅等共9種原材
料採取了出口配額、出口稅和其他數量、價格控製措
施，違反了中國當年的入世承諾。隨後，墨西哥也向
WTO提起類似的磋商請求。最終，WTO 於2012年1月30
日發佈針對此案的終裁報告稱，中國限製9種原材料
出口的措施不符合WTO規則和中國的入世承諾。

第二起訴訟案件是曾轟動一時的“稀土出口受限案＂
。2012年6月，美、歐、日聯合就中國稀土、鎢、鉬
三種原材料的出口管理措施，向WTO爭端解決機構提
起訴訟，稱中國對上述三品種採取出口配額、出口關
稅、價格及數量控製，違反中國的入世承諾。2014年
8月，WTO最終公佈中方敗訴。

應訴中，中方曾以GATT第20條申請豁免，但是最終未
被認可。“GATT第20條的意思大概是，如果你的目的
是為了保護環境，那麼可以不遵守WTO規則。但是他
們最後證明，這不是為了保護環境所必需的政策。雖
然也承認我們這樣可以保護環境，但是，他們認為可
以用其他不影響貿易的方式保護環境，所以並不是必
須的措施。＂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WTO研究院院長屠新
泉說。

鑒於中國已有過兩次在同樣性質案件上的敗訴經歷，
業內預期此次也不樂觀。在屠新泉看來，因為“出口
限製案＂都是一個性質，所以這次輸的可能性也較大
。而資深國際貿易律師杭國良告訴記者，這次應訴很
可能像前兩次一樣，難以勝訴。

屠新泉告訴記者，美國、歐盟此次提起訴訟很可能出
於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上的意圖。通過對中國表
現強硬，美政府為民主黨的貿易政策拉選票，二是在
當前世界經濟、貿易形勢低迷的環境下，美歐的一些
行業、企業可能也提了一些意見。

“如果這些原材料對他們來說很重要，那為什麼不在
上次（2009年時）一起告？從經濟角度看，上次一起
訴訟也更合算。雖然美國民主黨政府與中國的貿易關
係總體不錯，但是，對中國貿易行為採取措施也是他
們長期的標榜。＂屠新泉說。

杭國良律師對記者說，整個應訴過程應該在2-3年，
不會少於2年。如果最終敗訴，那麼中國就需要按照
WTO的裁定取消相關的出口限製措施。

屠新泉判斷，如果最終這些原材料的出口關稅取消，
又由於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還並不掌握這些原材料
的定價權，因此，出口價格將會下降，相關企業、行
業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負面影響。

業內專家表示，類似情況下，其他國家一般會搞卡特
爾（註：由一系列生產類似產品的企業組成的聯盟，
通過某些協議或規定來控製該產品的產量和價格），
比如歐佩克組織。但是，中國企業自己之間競爭太厲
害，導致了低價和在國際上沒有自己的定價權。這也
是政府下一步應去引導的，也只有在此基礎上的資源
型原材料的“出口管理＂才能真正保護環境和生態。

美歐時隔七年再對中國原材料出口發難 稱與承諾不符

中國粗鋼產量創新高 推動鋼材出口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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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比牌米粉
三小姐牌
沙河粉

海燕牌
去頭
老虎蝦幸福牌竹莢魚

亞來地牌
急凍椰子肉

順帆牌
東莞米粉 雞嘜甜辣醬

急凍
火雞翼

珀寬牌
辣碎蝦/蟹

美佳牌
茄汁沙甸魚

亞來地牌
荔枝糖水 雞嘜鹹酸菜 伊高牌啫喱

伊高牌
日式蛋餅

伊高牌
香脆麥片

海燕牌
巴沙魚扒

海燕牌
鯰魚扒

海燕牌
去頭白蝦

越金牌
有頭白蝦

IQF牌青口肉

新福牌
紐西蘭
半殼青口

清水牌
北極貝

MW牌
精選蠶豆
／毛豆仁

海燕牌
蝦春卷

幸福牌
熟粟米

海燕牌
急凍烏頭魚

幸福牌
金牌雀鯛

潘泰諾華星
牌咖哩醬料

新鮮石斑魚柳

原味
辣味

幼

中

紅

黃

多款口味 朱古力味

士多啤梨味

多款口味

相等於
$1.0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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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八日，在萬眾期待中迎來了北美最大規模的戶外牛仔節活動，由花車巡遊隆重揭開序幕。當日天公作美，藍天白雲，風和日麗。浩浩

蕩蕩的卡加里華人社區花車巡遊隊伍迎著朝陽，參加在市中心舉行的牛仔節巡遊演出。色彩繽紛的華人社區花車隊伍分為三部份，第一部

份為主題，由猴王帶領眾猴子們簇擁著百花盛開的仙女花車打頭陣，寓意猴年吉祥，國泰民安。第二部份為中國太極武術和趙莉舞蹈表演

，有力地宣揚了優秀的中華文化和藝術。第三部份為龍獅共舞，鑼鼓喧天，振奮人心，把巡遊的氣氛帶上最高潮。我們出色的精彩演出，

不斷獲得沿途現場觀眾的熱烈掌聲和呼叫，好評如潮。令我們所有參加巡遊的人士精神振奮，忘記了口渴和疲累，一直堅持到巡遊圓滿結

束。承蒙各熱心社團、商號及僑胞贊助花車製作經費，特此登報鳴謝！

$2000榮譽贊助︰熱心支持機構
$1000 金贊助︰ BIRD CONSTRUCTION
$500 銀贊助︰ 卡城佛學居士林　卡城越南華裔聯誼會　卡城華埠發展基金會
$288 協辦贊助︰ 卡城順德聯誼會　加拿大世界華商全國總商會　卡城黃氏宗親會　卡城江浙上海聯誼會　卡城至孝篤親公所　
   亞省文娛協會　卡城五邑同鄉聯誼會　卡城惠群住客聯誼會　卡城福建同鄉會　卡城榮基護理中心　卡城客屬崇正會
   卡城華人耆英中心基金會　卡城富麗宮海鮮大酒家　卡城小天鵝舞蹈學校
$200 贊助︰  卡城中樂推廣曲藝社　卡城余風采堂　卡城鐵城崇義會
$150 贊助︰  卡城馬氏宗親會
$100 贊助︰  卡城台山會館　卡城李氏公所　卡城潮州同鄉會　卡城華商會　卡城銀龍酒家　卡城華人文化社　
   卡城越棉寮華裔聯誼會　GAEL　加拿大中華醫藥聯合總會　卡城龍崗公所　卡城促統會　李新民夫人
$20 贊助︰  鄭清蘭女士
   （如有錯漏，敬請原諒！）

卡城中華協會　敬謝

二零一六年七月廿八日

卡 城 中 華 協 會卡 城 中 華 協 會
UNITED CALGARY CHINESE ASSOCIATIONUNITED CALGARY CHINESE ASSOCIATION
《2016牛仔節花車巡遊鳴謝啟事》《2016牛仔節花車巡遊鳴謝啟事》

卡 城 中 華 協 會卡 城 中 華 協 會
UNITED CALGARY CHINESE ASSOCIATIONUNITED CALGARY CHINESE ASSOCIATION
《2016牛仔節花車巡遊鳴謝啟事》《2016牛仔節花車巡遊鳴謝啟事》

去年底法國和剛在最近的德國連環恐襲

懷疑是難民中不法份子所為。現今加拿大政

府卻不斷接受難民：自去年11月推出難民政

策以來，共有26262名敘利亞難民已進入加

拿大境內，新政府更曾宣布目標在2016年底

接收共57000名難民。

收容難民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資源和金錢

，但政府並未詳細交待有關安置難民的財政

預算，只透露未來六年約需十二億元。大量

收容難民政策使本國各省和商界機構擔心聯

邦政府為給予新來境難民家庭就業崗位，可

能將會削減外國勞工甚至經濟移民的配額。

數據顯示上屆保守黨政府的移民配額只有一

成給難民和人道移民，餘下分配給經濟和家

庭類移民。自2015年底，單是敘利亞難民就

接收了25000萬名。商會皆認為經濟類移民

例如企業家與技術人員彌補加拿大技術勞工

的不足，而目前經濟正面臨困境、失業率上

升，一旦減少經濟類移民名額，勢必將對經

濟產生長遠的不良影響。據估計本國勞工市

場每年需要約30%經濟移民才能促進經濟增

長。由於培訓技術人才需時，而難民未必能

符合此類人才需要。

難民抵步後會被安排先住在酒店然後各

自搬到定居城市。起初政府給予的每人每日

伙食費分別為早餐15元、午餐16元和晚餐30

元。其後，補助標準為成年人每人每天10元

，未成年者每人一次性補助50元。難民的財

政補助一次性或每月發放，以協助他們在過

渡時期的生活需求；補助發放最長可達一年

，每家庭單位最高可達25000元，難民找到

政府急於接收難民
或 危害經濟國防

工作後會停止資助。補助金在不同地區

會有差別，譬如在温哥華，一名難民每

月可獲235元。政府指由民間團體或個人

擔保和資助的難民不符合政府補助計劃

條件。雖然難民還未有權力投票，但當

中有些人仍然不滿加國對他們的待遇，

更向國會議員抱怨找不到工作。他們稱

來加拿大就是要重新開始，但他又不想

在家鄉的教育白白浪費。

一直以來，加國都有接收來自世界

各地的難民。最近十年裡每年平均有

11000多名難民獲得加拿大政府的批核，

其中7000人為政府資助，4000人由私人

擔保。在80年代初，不少來自東南亞的

難民因逃避戰亂而輾轉間去了多個西方

國家，部份來了加拿大。當年他們抵達

加國後住在聯合國監管的集中營，每星

期獲34元津貼。當時雙人房租金為400多

元，單人房租金則要約300元，時薪只有

3.8元。這些昔日的難民努力工作，儲蓄

置業，到現在有許多已成為各行各業成

功人仕。他們當日並非像今日的敘利亞

難民一樣，整家人落地就享有永久居民

身份，而是要申請及等待批核，等到獲

批才可再申請家庭團聚。然而今日的難

民得到政府厚待，養尊處優，日後如遇

到生活上困難或對社會不滿難免有所動

作，做傷害社會的事情。

當今政府低估了難民政策的風險和

複雜性。接受和評選難民時要背景調查

，而這些資料大部分依賴聯合國難民署

和移民官的面試，但在戰亂的國度難以

進行嚴格的審查程序容易會因甄選不當

而被恐怖份子滲入難民行列裡，不法份

子趁機以加拿大作為跨國犯罪活動的媒

介，危害本土的治安和社會秩序。據調

查顯示等候離開敘利亞的難民裡只有

6.3%願意去加拿大，反映其實他們並非

願意來這裡。世界其他地區還有更慘的

難民，自由黨政府只選擇收容敘利亞難

民，難免令人懷疑新總理跟風和想引起

關注從而達到其他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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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成君，備十多年銷售汽車經驗，在過往銷售歷程中，成功為
數以千計愛車人士選擇了合適座駕，真誠服務，口碑載道。

日前，林君經本公司多番誠意邀請下，重返SUNRIDGE MAZDA
履新為銷售總經理，其超卓的銷售經驗及以客為先的宗旨，再配
合其銷售及維修服務團隊的精英，為卡城華人社群提供最優質服
務及最優惠價格。

盤偉華
營業代表

（國／粵／英語）
403-681-6333

Jeremy Pon

Tel: 1 (866) 938-9816

加拿大政府除了在1979-80的十八個月內

收容了六萬越南難民外，其餘每年只收容和

安置幾千名難民，因此現在突然大量而迅速

地接收一年五萬名敘利亞難民，實在缺乏經

驗和能力去應付。有些被政府指定收容難民

的省和城市本身經濟已不明朗，如今還要應

付額外支出，勉強執行是項新政策可能引發

當地居民的反難民情緒，所以政府收容難民

必須進行詳細計劃安排。

敘利亞難民享有前所未有的特級待遇，

福利優厚，甚至超過一般低收入國民。他們

要面對語言障礙，所以投身工作的機會非常

有限。如果他們不工作，長期依靠政府福利

，國家將面對龐大負擔，譬如教育費用和醫

療開支，因此要詳細計劃和考慮難民未來對

本國的持續發展可能性。

敘利亞難民一入境落地即成為永久居民，

比對很多合法移民需時很多年才可得到公民身

份不公平。他們抵步時不僅受到總理率一眾高

官親自歡迎，且有貼心的服務，來自其他國家

的難民卻沒有同樣待遇。在經濟不景下政府用

巨大資源來處理難民，不但造成更重負擔，還

嚴重影響整個國家的移民進程，對那些正在循

一般程序申請中的人來說非常不公平，無法維

持移民政策程序的完整性。

根據加拿大民意調查公司於2015年底的調

查結果顯示，超過一半加拿大人不支持政府接

收敘利亞難民的計劃，約60%的選民認為該計

劃將會帶來安全風險。國民對於如此短時間內

接納數量龐大的難民表示擔心，更有網民發起

請願書，請求政府延遲接受難民的期限，據報

導有超過5400名民眾參與。有學者認為加拿

大難民計劃本身存在風險，會給本國經濟帶來

不確定性因素，長期也可能對政治發展存在不

利因素。政府應從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和文化

融合等多方面來考慮，有計劃地接收及安置難

民而非短期內大量收容。

難民政策應循序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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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drie Honda
Customer Driven

Airdrie Honda
Customer Driven

服務至誠　以客為先服務至誠　以客為先

403.945.8808403.945.8808
2971 Main St. SW Airdrie2971 Main St. SW Airdrie

www.airdriehonda.cawww.airdriehonda.ca
最值得您信任的本田代理最值得您信任的本田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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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9 - 08/04

Yellow Onion
Whole Bag
洋蔥 (原袋)

50磅

特 價
2499

ea Ginger  
生薑

Cilantro
芫荽

Spinach
菠菜 特 價

.99ea

Blueberries 510g

Frozen Uti lity Duck

Satsuma

Frozen Silkie Chicken

藍莓

急凍鴨

蜜柑

急凍竹絲雞

299
特 價

ea

549
特 價

lb

149
特 價

lb

499
特 價

lb

.49
特 價

ea

299
特 價

ea

222
特 價

lb

Strawberries 1lb

Goat Meat Cubed

草莓

有皮黑草羊

149
特 價

lb

749
特 價

lb

.99
特 價

lb

Peaches

Brome Lake
Duck Leg and Thigh

桃子

鴨腿連背

Basa Burgers
龍脷魚漢堡扒

299
特 價

ea 129
特 價

100gWild IQF Snapper Fillets
急凍鯛魚柳

Frozen Talapia Fish
急凍鯽魚

.49
特 價

100g

LAP CHI DUONG & ASSOCIATES

Lap Chi Duong
Email：info@lapchiduong.com
Cell： 403-613-8888
Fax： 855-818-1661

Tina Tran
Email：tptran@shaw.ca
Cell：  403-608-0808
Fax： 403-775-5433

東北 Tuxedo
780呎平房，R2地段全新加料裝修，石

英櫃枱面，不銹鋼廚具
，木地板，新窗戶，新
暖爐，土庫完成。

$354,900

西北 Hidden Valley
獨立兩層，1500呎，樓上三房，主人套房

，新裝修，木地板，瓷
磚，花崗岩石面，不銹
鋼廚具，高級窗簾，土
庫完成。 $449,900

西北 Rocky Ridge 城市屋
兩 層 式 1 5 5 0 呎 ， 樓 上 三 房 ， 主 人

套 房 共 兩 個 半 浴 廁 ， 光 猛 實 用 ，

雙 車 房 。

成交價：$388,000

東北 Saddle Ridge
獨 立 兩 層 ， 1 5 0 0 多 呎 ， 三 房 ， 土 庫

完 成 。 新 裝 修 ， 雙 車

房。

成交價：$450,000

東南 Dover
獨立平房，990呎，上下各三房，加

料 裝 修 ， 分 門 出 入 ， 獨 立 洗 衣 房 、

土庫現有好租客。月租$1300。

$334,900

東北 Huntington
孖屋一對，每邊900多呎，各上下分

租 ， 新 裝 修 ， 新 廚 具 ，

月收租可達 $5,000，投

資一流。

本公司備有大批買家及長期租客
如欲買賣樓房或出租閣下收租物業

請來電查詢 $699,999

西北 Panorama Hills
近1900呎，兩層式大宅，樓上三房，

特大主人套房，備兩廚
房，主廚房加料裝修及
設備，土庫完成。

$529,900

東南 Dover
獨 立 兩 層 ， 三 睡 房 ， 一 個 半 浴 廁

， 土 庫 完 成 。

$314,900
即將上市 C/SC/S

$459,000

東北 Huntington
獨 立 平 房 ， 1 0 0 0 呎 ， 樓 上 三 房 ， 土

庫完成。新裝修。

成交價：$423,000
$424,900$399,900 SOLD

東北 Pineridge
獨立平房，1160呎，樓上三房，土庫

完成，屋後雙車房。

成交價：$372,500
$389,000SOLD

SOLD

SOLDSOLD

RENTED

RENTED

樓房買賣 / 出租   好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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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290.1111403.290.1111 www.chtoyota.comwww.chtoyota.com

20 Freeport Landing NE20 Freeport Landing NE

最強華裔銷售團隊為閣下提供最優質服務最強華裔銷售團隊為閣下提供最優質服務

卡加利市山麓醫療中心（Foothills Medical Centre）

最近引入全國第一部初生嬰兒冷卻儀器，減低初生

嬰兒因缺氧而造成腦創傷以及加速痊癒。

山麓醫療中心初生兒科醫生穆罕默德     

（Khorshid Mohammad）表示初生嬰兒最初6

小時是關鍵期，舊有治療方法是盡量降低四周

環境的溫度或使用冷卻墊來降低嬰兒的體溫以避

免神經系統受損，但缺點是難以保持溫度穩定。

新儀器的隔熱氈內有冷卻液體，放置在一個恒溫

箱，方便醫療人員運送嬰兒到其他備有初生嬰兒

深切治療設施的醫院。穆罕默德醫生稱愈早設定

恆溫系統有助提升嬰兒存活率及減免創傷機率。

該儀器成本為3.5萬元，購置資金由亞省兒

童醫院基金會（The Alberta Children's Hospital 

Foundation）捐贈，加拿大東部有數家醫院也

考慮引入同類儀器。

卡加利山麓醫療中心引入
全國第一部可攜式
初生嬰兒冷卻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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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ONLY ONE OFFER PER CUSTOMER,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DVERTISED VEHICLES. EMPLOYEE PRICE IS THE SAME AS THE PRICING SCHEDULE SOUTH POINTE TOYOTA UTILIZES FOR THE STAFF MEMBERS WHEN PURCHASING 
NEW VEHICLES. THE PRICING IS SUBJECT TO AND VARIES BY MODEL AND AVAILABILITY. SOUTH POINTE CAN CHANGE OR MODIFY EMPLOYEE PRICING AT ANY TIME.
** 60 MONTH LEASE TERMS – 20,000KM ALLOWANCE PER YEAR – TAXES AND OPTIONS EXTRA – DOWN PAYMENT SPECIFIED – PAYMENTS ARE BI-WEEKLY. COROLLA 
MODEL BURCEP-BA, APR 0.99%, LEV $7,802.71. CAMRY MODEL BF1FLT-AM, APR 0.99%, LEV $10,231.55. VENZA MODEL BA3BBT-BB, APR 0.99%, LEV $13,802.85. RAV4 
MODEL BFREVT-AM, APR 1.99%, LEV $12,234.20. TACOMA MODEL DZ5BNT-AA, APR 4.84%, LEV $18,381.64. TUNDRA MODEL UY5F1T-AA, APR 1.99%, LEV $15,643.58.

袛限本周五朝９晚８，周六朝９晚 7，萬勿錯過省錢良機！

Andy TangAndy Tang
Sales ConsultantSales Consultant

Po TangPo Tang
Sales ConsultantSales Consultant

2016 TOYOTA COROLLA
AUTO, LOADED

$1888
Down
Price $18,676*

Only

$82
Bi-weekly**

2016 TOYOTA CAMRY LE
AUTO, LOADED

$1888
Down
Price $25,070*

Only

$120
Bi-weekly**

2016 TOYOTA VENZA
AWD, LOADED, LEATHER+++

$2888
Down
Price $37,090*

Only

$183
Bi-weekly**

2016 TOYOTA RAV4 LE
AWD, LOADED

$1888
Down
Price $29,000*

Only

$142
Bi-weekly**

2016 TOYOTA TOCOMA
V6, 4WD, D-CAB, LOADED

$3888
Down
Price $38,261*

Only

$190
Bi-Weekly**

2016 TOYOTA TUNDRA
5.7L, V8, 4WD, D-CAB, LOADED

$3888
Down
Price $40,35950*

Only

$200
Bi-weekly**

特惠員工價$75/Bi-weekly**
特惠員工價$108/Bi-weekly**

特惠員工價$168/Bi-weekly**
特惠員工價$129/Bi-weekly**

特惠員工價$174/Bi-weekly**
特惠員工價$182/Bi-weekly**

員工價優惠
無須議價，所有售價均是成本價！

*員工價優惠袛限零售顧客

指定型號汽車更以低於成本價發售*指定型號汽車更以低於成本價發售*
所有汽車享有 0% 利率優惠*所有汽車享有 0% 利率優惠*
折扣 + 回贈 高達$10,000*折扣 + 回贈 高達$10,000*
可獲高達 25,000 飛行里數*可獲高達 25,000 飛行里數*
免費四人遊拉斯維加斯*免費四人遊拉斯維加斯*
$0首期 及 免供款 至 2017年1月*$0首期 及 免供款 至 2017年1月*

7677 - 112 Avenue NW, Calgary, AB T3R 1R8

Tel : 403.296.9600

卑詩省公布在大溫哥華區（俗稱大溫

區）購買住宅物業單位的外國買家需額外

支付15%物業轉讓稅，以穩定當地過熱的

地產市場與解決出租單位短缺問題。該法

例將於8月2日正式生效，在Tsawwassen原

住民保留地內的外國買家則豁免該額外稅

款，稅款收入將用作資助可負擔房屋與出

租房屋計劃。

現行的卑詩物業買家繳付的物業轉讓稅

按照房價計算，首20萬元為1%，超過20萬但

在200萬元或以下則繳付2%，200萬元以上其

餘額要付3%；新例實行後，購買200萬元的物

業外籍買家需要支付多30萬元稅款。新法案

也有防止避稅條款，以防避稅，同時也容許溫 

哥華市政府向空置房屋徵收額外稅項。

大溫地區近年樓價不斷上升，當地居民把

矛頭指向外國人炒賣樓房及推高樓價。根據省府

數據，由6月10日至7月14日外國買家共投

資了10億加元購買卑詩省物業。

有評論指出此項措施難執行，因為海

外 買 家 可 用 其 他 方 式 避 稅 。 卑 詩 大 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教授達維

多夫（Thomas Davido�）稱外國買家可能

透過本地永久居民購買物業，隱瞞真正身分

以避稅，例如外國買家利用配偶或在加拿大

在學的子女名義來購買。他建議省府應制訂

政策向能證明繳納本地入息稅的置業者提供

稅務優惠而非單靠向外籍買家直接徵稅。卑

詩省長簡蕙芝（Christy Clark）表示，政府 

    會繼續注重增加房屋供應以保護樓市的買賣    

    雙方以及出租人士權益。

卑詩省將正式實行15%物業轉讓稅
成效惹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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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院舍大屠殺 19死26傷

日本神奈川縣相模原市發生驚人
屠殺案。一名男子昨日凌晨帶同三
把利刀，闖入一間殘障人士院舍大
開殺戒，刺死至少十九人，另有二
十六人受傷。兇徒為該中心的前職
員，他事後到警局自首被捕，並表
示要全部殘障人士消失。他行兇前
亦曾就德國慕尼黑恐襲發表回應。
有日本傳媒稱今次屠殺是二戰以
來，日本死傷最慘重的襲擊事件。

桑德斯粉絲：不要希拉妮

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持續
受到內訌困擾，雖然已退選的桑德
斯和第一夫人米歇爾，在大會首
日輪番為希拉妮問鼎白宮站台，但
台下基層黨員卻不斷爆發出反對她
的噓聲。場外亦有黨眾示威反對希
拉妮。場內場外的抗議聲，令民主
黨試圖營造的團結氣氛一掃而空，
更打擊希拉妮選情。當日多項民調
顯示，共和黨篤定總統候選人特朗
普的民意支持率，已經反超前希拉
妮。

IS兩刀手恐襲法教堂 神父遭斬首

歐洲的恐襲浪潮由德國移至法
國，兩名身穿回教服飾的刀手，
昨日闖入北部諾曼第市鎮魯夫賴
（Rouvray）一座天主教教堂，挾持
多人，並將一名八十四歲神父斬首
殺害。刀手最終被警方雙雙擊斃。
法國總統奧朗德直指恐襲是回教極
端組織伊斯蘭國（IS）策劃。

槍殺醫生 德病人自轟亡

德國柏林大學夏麗特醫學院的附
屬醫院昨日下午發生槍擊案，一名
男病人向一名醫生開槍後，吞槍自
殺身亡，醫生送院搶救後亦傷重不
治。案發後大樓需要緊急疏散，警
方反恐部隊一度到場戒備。警方發
言人表示，槍手曾經連開多槍，而
初步資料顯示事件與恐襲無關，暫
未知槍手身份及行兇動機。

俄五划艇手遭禁賽里約奧運

國際奧委會（IOC）日前決定禁
止俄羅斯田徑運動員參加巴西奧運
後，國際獨木舟聯會（ICF）昨日宣
布，禁止五名俄羅斯划艇選手參加
奧運，包括一名奧運金牌得主。這
是俄國繼田徑隊及七名泳手被禁參
賽後，再有選手禁賽。

俄州警車遇炸彈襲擊

在美國各地警方遭到連串襲擊之
際，俄勒岡州章克申城（Junction 
City）一輛警車周日在行駛途中遭
遇爆炸，車上兩名警員幸好無受
傷。事發於當地時間晚上，警員駕
車巡邏時感覺到爆炸的震盪，起初
以為遭人開槍。調查人員初步認為
警車遭遇一枚鋼管炸彈，但不知道
是否針對警車。

陸美人計攻陷台航警局

台灣的航警局早前爆出採購弊
案，四十八歲已婚航空保安科股長
孫一鳴誤中「美人計」，被大陸
同方威視公司台灣區李姓女經理財
色利誘，協助將該公司的劣質ｘ光
機引進台灣各機場。桃園地檢署昨
偵結案件，依貪污罪起訴孫。據了
解，涉事同方威視過往已曾捲入非
洲採購弊案，公司前總裁更是大陸
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之子胡海峰。

民望兩月挫14% 蔡英文施政響警號

台灣的蔡英文總統上任至今已逾
兩個月，台灣民意基金會昨發布最
新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五成六受訪
者滿意蔡英文的施政，但與一個月
前相比，其民望卻下滑了十二個百
分點；與今年五月就任時相比，更
下跌十四個百分點。該基金會認為
蔡的民望連續兩個月下跌，應視作
一個警號。

美日澳聲明 向華施壓

在老撾首都萬象舉行的東盟外長
系列會議昨閉幕，美日澳於前晚發
聯合聲明「施壓」，批中國在南海
軍事化，並敦促華遵守裁決，日本
外相岸田文雄更指南海是「事關生
死的重要海上通道」，揚言會確保
南海「航行自由」。惟東盟昨聯合
公報最終未提南海仲裁案，中國外
長王毅暗批美日澳「攪局」。

美媒再炒中國威脅論：九年內部
署六航母

南海緊張局勢升溫之際，美媒再
炒作「中國威脅」，指中國首艘國
產航母將在今年底完成，並透露第
二艘國產航母正在秘密建造中，若
以此速度，中國將很快成為一個航
母超級強國，並在二○二五年部署
六艘航母，包括二艘核動力航母，
「並非吹牛」。

IS炸音樂節不果 人肉彈自爆

德國總理默克爾開放邊境，接
收逾百萬逃避戰火的中東及北非難
民，卻換來一周內發生四宗襲擊。
繼發生維爾茨堡火車恐襲、血洗慕
尼黑後，南部的羅伊特林根及安斯
巴赫，周日相繼發生敍利亞難民持
刀斬人及自殺式炸彈襲擊，造成最
少兩人死亡及逾二十人受傷。炸彈
案兇徒更曾聲言效忠極端回教組織
「伊斯蘭國」（IS）的領袖。連串
血案的發生，導致主張收容難民的
默克爾備受重大壓力。

法部長被指施壓 捏造尼斯恐襲報告

法國尼斯於本月十四日發生恐
襲，造成八十四人死亡，警方事後
被批評沒有做足預防措施。該市一
名高級女警周日聲稱，遭到內政部
長卡澤納夫施壓，要求她撰寫報告
時，提及國家警察曾在現場，與事
實不符。卡澤納夫否認有關說法，
決定控告造謠者。

佛州三槍手夜店外掃射 2死17傷

美國佛羅里達州再爆嚴重槍擊
案，三名槍手於周一凌晨時分，在
麥爾茲堡一間夜店外的停車場槍擊
群眾，導致至少兩死十七傷，傷者
大部分為年輕人。事後大批警員到
場調查。三名疑為槍手的男子已被
捕，暫未知行兇動機。

東盟不提南海仲裁

老撾首都萬象舉行的東盟外長
系列會議今日閉幕，中美日三國在
東盟聯合聲明措辭上互相角力，傳
東盟十國因是否提及南海仲裁案裁
決有分歧，另有消息指聲明不提南
海仲裁，但會對中國在南海填海表
達「嚴重關切」；另中國外長王毅
昨與南韓外長尹炳世會面，惟雙方
在南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問題
上，依然各說各話。

兩岸雙城論壇延遲敲定

兩岸溝通機制自台灣新政府上
台後停擺，俗稱「雙城論壇」的「
台北－－上海城市論壇」今年能否
順利舉行，受到外界關注。台北市
長柯文哲昨上午被問及論壇的籌備
進度，稱「不是台北市長單方可決
定」，需要雙方高層協調，甚至牽
涉到美中議題，他估計或要拖到最
後一個星期才會決定。

IOC拍板 俄田徑隊禁賽奧運

俄羅斯體壇深陷禁藥醜聞，離巴西
里約熱內盧奧運開幕還有不足兩周，
國際奧委會（IOC）周日開會討論事
件。雖然事先有消息指，俄羅斯全體
三百八十七名運動員都可能被禁止參
加奧運，但IOC最終決定，現時只禁止
俄羅斯田徑運動員參賽。

希拉妮讚凱恩是「最好副手」

美國民主黨篤定總統候選人希拉
妮，前日與副總統競選拍檔、維珍尼
亞州參議員凱恩，在佛羅里達州邁阿
密首次同台亮相。希拉妮盛讚凱恩專
注解決問題而非製造話題，凱恩則頻
頻用西班牙語吸引拉丁裔選民，現場
多次對其報以掌聲和歡呼。

土國叛軍：曾收來自美國指示

土耳其軍事政變失敗後的餘波未
了，流亡美國的回教教士居倫被指
是發動政變的幕後黑手，國防部前
日扣留了居倫的姪兒，昨日又公布
已經拘捕了一名居倫的得力親信。

駐沖繩美兵再涉醉駕被捕

駐守嘉手納空軍基地的廿二歲美
軍士兵拉德，涉嫌於前晚醉酒駕駛，
在沖繩北谷町美濱的公路撞上其他汽
車。警員發現他體內的酒精含量超標
四倍，當場拘捕他。拉德承認，事前
曾在酒吧飲了幾杯啤酒。報道指，這
是駐沖繩美軍於上月廿八日解除飲酒
限制以來，第二宗駐沖繩美兵涉嫌醉
酒駕駛被捕事件。

日利誘老撾反戈對華

南海仲裁結果後的首場東盟系列
會議，昨在老撾首都萬象揭幕，中
美日續就南海問題展開激烈交鋒，
美日澳密商聯手打壓中國，日本擬
以金援拉攏主席國老撾促中方接受
南海仲裁，惟東盟外長至今仍未就
聯合聲明是否提及南海仲裁達成共
識，而菲律賓則委派前總統拉莫斯
出任談判特使，前往中國協商。

昂山先訪華後赴美

將首次以緬甸外長出席東盟會議
的昂山淑姬據報應中方邀請，擬於
下月中旬訪問中國。緬甸外交部日
前確認昂山將訪問美國，有指她將
先訪華才前往美國，以顯示中緬關
係的重要性。

7月27日 (星期三) 7月26日 (星期二) 7月25日 (星期一)

二 

零 

一 

六 

年 

七 

月 

廿
一 

日 

至 

七 

月 

廿
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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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賭場內

時間︰下午四時（雞尾酒會）

　　　下午五時（自助晚餐）

八月十四日（星期六）

餐舞會

黑與白

餐券︰每位$20

日本餐廳日本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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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妮倚重公關高手

篤定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希拉
妮，日前公布由參議員凱恩（Tim Ka-
ine）擔任其競選副手。凱恩歷任維珍
尼亞州州長及里士滿市長，施政經驗
豐富，亦熟悉外交及軍事。他操流利
西班牙語，有助希拉妮鞏固拉丁裔人
票源。消息公布後，民主黨代表對於
希拉妮的選擇大多持正面態度，相信
凱恩能有助吸納中間票源，並能緩和
桑德斯支持者的情緒。

反人類罪成 印尼拒認海牙判決

印尼政府在一九六五年鎮壓共產
黨人，數十萬人被殺，當中大部分為
華人。位於荷蘭海牙的國際人民法庭
（IPT）日前裁定，印尼政府在事件中
犯下大屠殺等反人類罪行，但印尼政
府拒絕承認沒法律約束力的裁決。印
尼國家人權委員會上周五指，對於解
決屠殺事件的分歧仍感樂觀。

邢台洩洪奪25命 官員卸責掩飾人禍

河北省連日來暴雨導致多地災情嚴
重，全省目前已至少有一百一十四人死
亡，一百一十一人失蹤，受災人數逾九百
萬人。當中邢台市上周三凌晨被指在無通
報的情況下洩洪，讓多名村民在熟睡中被
淹死，包括年僅兩歲的小童，市內目前至
少廿五人死亡，十三人失蹤。惟當局事後
推卸責任，一度聲稱已透過微博提早向公
眾通報洩洪，其後又指洪水因大堤決口所
致，閃爍其詞的態度遭當地災民炮轟這次
洪災「看似天災實則人禍」。

南海升溫 賴斯赴華料施壓

南海仲裁案宣判約兩周後，美國政
府派出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及國務
卿克里，分別到中國及菲律賓進行訪
問，雙軌討論南海問題，是南海仲裁
案後，美國最高層級別官員到訪中菲
兩國。賴斯今日至周三訪華期間將與
中方高層官員會面，就南海問題向中
方施壓，同時為奧巴馬總統任期內最
後一次的「習奧會」鋪路。

美延運突擊車 台稱關係不變

台灣早前向美國採購卅六輛AAV7
兩棲突擊車，原定今年下半年開始交
貨，據報計劃突然生變，美方將交貨
期推延三年半。有台灣官員指台方多
次就此作出交涉無果，懷疑美方受政
治因素干擾才態度有變。惟台海軍司
令部昨指，延期是「台美討論結果」
，強調雙方關係沒有生變。

美懵警懶理哀求 黑人躺着也中槍

美國警民衝突不斷升溫之際，
佛羅里達州再爆出黑人遭警員無理
槍擊事件。一名行為治療師周一在
街上嘗試幫助一名自閉症病人，被
接報到場的警員誤當二人為槍手。
縱使金思完全平躺在地上、高舉雙
手，且一直哀求別開槍，警員仍對
他連開三槍，其中一槍命中其腿。
警方事後承認未有檢獲武器，已將
涉事警員停職徹查。事後，躺在病
床上的治療師憤慨高呼：「是我做
錯了嗎？」

反填海建新美軍基地 沖繩爆衝突

日本中央政府與沖繩縣政府的矛
盾，再度因美軍普天間機場搬遷問
題而升級。中央政府昨控告縣政府
抗命，拒絕為計劃興建的新美軍基
地填海造地。大批沖繩市民昨日舉
行示威集會，抗議安倍晉三政府踐
踏沖繩民眾呼聲，其中約百名示威
者與警察爆衝突。

馬航MH370搜索將暫停 難屬不滿

馬來西亞、中國及澳洲三國部長昨
日在馬來西亞舉行會議，宣布馬來西
亞航空公司MH370客機的搜索工作，在
完成現有十二萬平方公里總搜尋面積
便會暫停。家屬向馬國政府請願，要
求繼續尋找客機機身，並指這是馬國
總理納吉布對他們的承諾。

法盼英盡快展開脫歐談判

英國新任首相文翠珊（Theresa 
May）周四前往巴黎與法國總統奧朗
德作首次會談，奧朗德呼籲英國盡
快展開脫歐談判，又重申若英國希
望在脫歐後進入歐洲單一市場，必
須容許歐盟公民自由進出英國。

歐盟狠批土總統大清算

土耳其叛軍上周五軍事政變失敗，
事後過萬名軍人、司法部人員及傳媒
人等遭扣押或革除職務。歐盟周五發
聲明批評指絕對不能接受總統埃爾多
安「秋後算帳」，促請土耳其尊重法
治、人權及基本自由原則。

俄戰機炸英美駐敍哨站

美國傳媒引述官員消息報道，俄羅
斯戰機上個月以來，兩度轟炸英軍及
美軍在敍利亞的哨站。消息人士指，
此舉相信是俄羅斯的手段，迫令美國
與俄國在敍利亞領空加強合作。

特朗普未解黨內分歧

美國共和黨全國黨代表大會於日
前，正式提名特朗普為共和黨總統候
選人，但他似乎仍未成功修補黨內的
嚴重分歧。繼黨中重量級人物缺席是
次大會後，有美國傳媒爆料，俄亥俄
州州長卡西奇才是特朗普的副手首
選，但卻拒絕了特朗普的邀請。而另
一名政治明星克魯茲周三在大會演說
時，亦拒為特朗普背書，引來台下陣
陣噓聲。會場外亦有反特朗普示威，
引發衝突，有示威者被捕。

俄亥俄州再有槍手向警施襲

美國接連發生嚴重殺警案後，俄亥
俄州首府哥倫布周四凌晨再有槍手向
警員開槍。當局一度出動特警及直升
機搜索，惟槍手仍成功逃脫。事件中
無人受傷，搜索工作已暫停，當局一
度封鎖市區部分街道調查事件。

土國頒緊急狀態令清剿異己

土耳其叛軍上周五發動軍事政
變失敗，總統埃爾多安於當地時間
周三宣布，國家進入為期三個月的
緊急狀態令，以搜捕政變所有涉事
者。當地教育部周三亦以涉嫌觸犯
「破壞憲法秩序」罪為由，關閉及
調查六百二十六間私人學校。

日《防衞白皮書》斥華「高壓改變南海」

日本再在南海問題上攪局，日本
政府下月將發表年度《防衞白皮書》
，傳將會提及警惕中國在南海的軍事
活動，並指中方在釣魚島活動日益活
躍。而中美則持續在南海角力，美軍
公布圖片，指美國海軍各型戰艦仍在
南海訓練，解放軍宣稱，南海艦隊和
北海艦隊航空兵近日分別在南海和黃
海舉行實彈演習。

暴雨襲東北多處水浸

內地雨災連日肆虐華北地區後，
暴雨區域昨日轉移至東北地區，中
央氣象台指昨今兩日於遼寧東北
部、吉林東南部等地會有大暴雨，
多地已展開防禦暴雨應急工作。

戴玉慶受賄案 法院駁回上訴

《廣州日報》前社長戴玉慶受賄
罪一案昨日公布二審結果，廣東省
高級人民法院駁回其上訴，維持一
審判決戴玉慶有期徒刑十一年，剝
奪政治權利一年，沒收個人財產五
十萬元人民幣。

特朗普競選騷﹕要拘希拉妮

經過連月來的美國總統選舉提名
戰，先後擊敗十六名初選對手的特朗
普，終在周二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上，正式獲提名為總統候選人，勢與
民主黨篤定總統候選人希拉妮競逐總
統寶座。特朗普在大會上雖一度遭黨友
柴台，但就有四名子女出面打氣，大打
溫情牌。共和黨人在大會中繼續大肆批
評希拉妮，指她欺騙美國人，要把她拘
捕。希拉妮則譏諷共和黨黨代會「超現
實」，有如奇幻電影《綠野仙蹤》。

馬里軍營恐襲 17死35傷

馬里政府證實，中部地區楠帕拉
（Nampala）一座軍營昨日遭武裝分
子襲擊，十七名軍人被殺，另外三
十五人受傷。軍方指事件是一場有
預謀、針對軍隊的恐襲，揚言會以
軍事行動回應施襲者。

朝試射導彈 金正恩監場

北韓官媒昨日表示，周二的彈道
導彈試射，是在最高領導人金正恩
親自下令和監察下進行，模擬對駐
南韓美軍基地發動核攻擊。

五虎上將 鎮守南海

南海仲裁案結果公布後，中國持
續高調展現捍衞南海主權的決心，繼
解放軍四名上將赴南海督陣軍演後，
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日前又率空軍
及火箭軍兩大司令，南下視察南部戰
區，要求解放軍要加緊備戰。惟昨繼
續訪華行程的美國海軍作戰部部長理
查森就宣稱，美軍會繼續在南海巡
航，澳洲空軍亦表示將與盟友一起確
保南海「航行自由」。

台立委及漁船 登太平島宣主權

南海仲裁案裁決認定南沙群島所
有島礁包括台灣控制的太平島，是
礁不是島，引發台灣各界不滿。台
灣朝野八名立委及五艘漁船昨分別
前往太平島「宣示主權」。

民間抵制美資店 官媒發文「降溫」

南海仲裁結果掀起的內地民間抵
制潮愈演愈烈，更出現支持及反對
者「爭執」，處在刀尖浪口上的美
資快餐店肯德基，店內有抵制正反
雙方互罵，更有人帶上「武器」傍
身。內地官媒則發文試圖「降溫」
，指抵制行動「只把愛國掛在嘴
上，難以強國」。

7月24日 (星期日) 7月23日 (星期六) 7月22日 (星期五) 7月2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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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齊來參與並提供您對規劃唐人街項目的意見。查看項目

留言板和提供您對今年夏天各種活動的想法。請注意:這些

活動沒有正式演講式講解。然而，市政府工作人員將在現

場傾聽您的意見並回答您的提問。九月份將有更多正式討

論活動，敬請留意。

請注意：活動將在天氣允許的情況下進行。日期和地點會

有更改的可能。

請瀏覽：engage.calgary.ca/planningchinatown或聯系311
詢問最新信息。

網上

• 7月9日至8月22日

在網上參與。engage.calgary.ca/planningchinatown

項目留言板

• 7月9日至8月22

在唐人街的留言板上留下您的意見。3rd Avenue S.E. and 1st Street S.E.

通過市政府活動車輛在街邊參與

• 7月23日上午11點至下午2點

東北大統華太古廣場。999 - 36th Street N.E.

• 7月26日上午11點至下午2點

街邊參與。2nd Avenue S.W. and 1st Street S.W.

• 7月28日上午11點至下午2點

街邊參與。3rd Avenue S.W. and 1st Street S.W.

• 8月6日上午11點至下午2點

善樂公園。1st Street S.W. and Riverfront Avenue S.W.

• 8月10日上午11點至下午2點

弓河沿途。1st Street S.E. and Riverfront Avenue S.E.

步行參觀

• 8月21日下午1點至3點

唐人街步行參觀。集合地點待定。

訪問 engage.calgary.ca/planningchinatown了解詳情。

規劃唐人街的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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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資訊卡城龍岡親義公所拜祭關公聖祖
龍岡親義公所已於七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正，在該
公所禮堂虔備金猪三牲酒醴和糕點、果品等祭品、舉行拜祭先祖
關漢壽亭侯〔關羽〕寶誕儀式。是日陽光普照、風和日麗。劉、
關、張、趙四姓昆仲親誼及龍岡之友出席者近百人、人氣興旺。
更有眾多宗誼兄弟嬸母送來各種拜祭貢品。
儀式開始由劉惠燊主席宣讀先主遺訓和副主席關秋燮、張天才、

趙令行帶領眾理事向四先祖行三鞠躬、再由關秋燮副主席宣述先
祖關公豐功偉績、發揚龍岡忠、義、仁、勇之精神。龍岡公所全
體理事同仁、恭祝大家身體健康、事事順利、合府安康！
下午十二時半該公所假座公所禮堂特備雞尾酒會款待宗親宗誼友
好。其中炒粉、面、飯仍由好運大酒家東主張宗兄贊助。大家歡
樂共叙、直至二時半才盡興而歸。

聘 請
3/4 年修車技工

或有證書技工，厚薪
有意請親臨面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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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興粵劇社敬老演藝會
卡城振興粵劇社定於八月十四日（星期日）下午十二時半，假座
華埠中華文化中心舉行成立二十周年社慶敬老演藝會。節目計有
粵曲對唱，折子戲《百花公主》、《古井葬珍妃》、《雙陽公主
追夫》、《花迷蝶醉》及《陸文龍反金歸宋》表演，憑票入座。

領票地點
華埠千奇店，中華文化中心，

卡城振興粵劇社（華埠國民黨大樓土庫）送完即止。

社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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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市
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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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1799
/位

$1499
/位

$2499
/位

$3299
/位

$3299
/位

$2499
/位

$2499
/位

$3899
/位

$3899
/位

晚市
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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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美自助餐廳 精美自助餐廳 精美自助餐廳 

每日不同主題每日不同主題每日不同主題

‧本賭場內禮品店‧本賭場內禮品店 ‧致電 1-866-943-8849‧致電 1-866-943-8849 ‧瀏覽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瀏覽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購 票 :購 票 :

珠心算 學校 年齡
3至14

集中
優越
成績

心算

記憶

要了解更多有關你的孩子如何能掌握算
給我們一個電話

G-Smart Kids 課程幫助3至14歲的孩童通過活潑有
趣的學習方式運用算盤增強腦力。珠算被認為是幼
小的孩童認識數學和提高運算技能最有效的方法。
G-Smart 訓練孩童同時運用左右腦的能力。我們精
心編纂的練習題可以幫助孩童在大腦未開發前提高
和促進他們大腦神經的發展。

事實上，在全球已經有數百萬的孩童在一些國家的
政府或私人學校裡學習珠算以增強腦力。

優點︰

2508 - 24th Ave., Calgary, NE2508 - 24th Ave., Calgary, NE1.888.479.78891.888.479.7889 WWW.STAMPEDETOYOTA.COMWWW.STAMPED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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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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ENITY 
Memorials Canada Ltd. 4119 - 17 St. SE Calgary AB  /  #103, 303 Centre St. SW Calgary AB4119 - 17 St. SE Calgary AB  /  #103, 303 Centre St. SW Calgary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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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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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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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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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關愛耆英健步行活動 特別鳴謝
由耆英會主辦的「2016關

愛耆英健步行」活動已於七月

二十三日順利完成。當日天朗

氣清，步行隊伍在耆獅團的帶

領下出發，當日活動約有四百

人參加。誠蒙各界善長仁翁鼎

力支持，總共籌得超過萬五元

。我們亦非常感謝各贊助機構

、表演者、義工、參加步行的

團隊及長者的支持，使今次活

動得以完滿成功。特此登報以

示鳴謝。
攝影：呂海富先生

403-291-2626
3131 32 AVE NE, CALGARY, AB

SUNRIDGENISSAN.COM

全加國
#1
日產汽車銷售商


	TMI_28072016.OW_A001.1
	TMI_28072016.OW_A002.1
	TMI_28072016.OW_A003.1
	TMI_28072016.OW_A004.1
	TMI_28072016.OW_A006.1
	TMI_28072016.OW_A007.1
	TMI_28072016.OW_A008.1
	TMI_28072016.OW_B001.1
	TMI_28072016.OW_B002.1
	TMI_28072016.OW_B003.1
	TMI_28072016.OW_B004.1
	TMI_28072016.OW_B005.1
	TMI_28072016.OW_B006.1
	TMI_28072016.OW_B007.1
	TMI_28072016.OW_B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