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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150周年慶祝」全國總會已於2016年年底正式成立，全國慶祝委員會主席黃國裕先生稱，現已展開「加拿大150周年
大西洋至太平洋慶典」，鼓勵全國不同種族，不同文化背景的民眾於今年七月一日，以擊鼓方式，一起慶祝加拿大150周年國慶。
「加拿大150周年大西洋至太平洋慶典」計劃在國慶當日，包括︰哈利法斯（Halifax）、滿地可（Montreal）、渥太華
（Ottawa）、多倫多（Toronto）、溫尼栢（Winnipeg）、雷載那（Regina）、卡加利（Calgary）及溫哥華（Vancouver）合共
八個城市的不同族裔團體各代表作「牽頭」，在全國各大城市同一時間以擊鼓方式連接東西兩岸，一同熱烈慶祝加國150歲生辰。
在特別嘉賓擊響「第一下慶祝鼓聲」後，全國八個主要參與城市及其他城鎮的一千二百多位鼓手，將跟隨及回應他們的鼓聲。
「加拿大150周年大西洋至太平洋慶典」全國慶祝委員會將邀請第一民族、第一語言為法語人士、學校銀樂隊，以及各族裔團
體參與成為鼓手，在全國各大城市同時大擂大鼓地歡呼慶祝加國國慶。全國慶祝委員會更希望這個慶祝國慶的盛況，能成為世界上
最長地域距離，最多人數同一時間擊鼓，為「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創造一項新紀錄。
「加拿大150周年大西洋至太平洋慶典」卡加利慶祝分會亦已成立，由「加拿大世界華商全國總商會」亞省分會發動錢有金博
士兼擔任主席，現已積極成立籌委會為此盛舉作出響應。為隆重其事，卡城慶祝分會除七月一日有一百五十名來自各個不同族裔團
體參與擊鼓外，更於六月卅日（星期五）晚上於富麗宮大酒家舉行首次華社慶祝加拿大國慶文藝聯歡晚會，歡迎各界熱心人士參與
擊鼓及國慶多元文化聯歡晚宴，一同歡度加拿大150周年國慶歷史性盛事。

「加拿大150周年大西洋至太平洋慶典」全國慶祝委員會卡加利委員會成員
主辦單位︰「加拿大世界華商全國總商會」亞省分會
主席︰錢有金博士
榮譽主席︰周仕栢．文偉建．余策源
副主席︰夏來和．李烱輝
委員︰周慶翔．凌景彬．劉務昌．黃國樑．盤世寶．劉端河
《協辦機構》

卡城中華協會．卡城越南華裔聯誼會．卡城福建同鄉會．卡城華埠發展基金會．卡城客屬崇正會．亞省華人社團聯會
卡城佛學居士林．卡城洪門四大機構．鐵城崇義會．卡城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李氏公所．
卡城移民服務中心
如有興趣在國慶當日參與成為鼓手，請聯絡李烱輝 (403)318-7723

《VIP 贊助》

《150周年國慶文藝聯歡晚宴》
日期及時間︰六月三十日晚上六時三十分
舉行地點︰華埠富麗宮大酒樓
票價︰$450/10人檯 VIP贊助︰$680/10人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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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outhpointetoyota.com

RESORT & CASINO

Airdrie Honda
Customer Driven

購票請聯絡︰

李烱輝 (403)318-7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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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KY
SUPERMARKET KANG Construction Ltd.

Խᐪᅧ⠗ḽ 《傳媒及推廣》
I & J TRAVEL INC.

加拿大最具 規 模 地 產 投 資 公司
和頓 (Walton) 獲法 庭 授 予 破 產保護令
據環球郵報最新報道，曾經風光一時的加拿
大最大地產投資公司之一的和頓集團（Walton
Group of Companies）宣布已獲亞省法庭授予債權
人保護令，該集團旗下的數十家子公司則根據“公
司債權人安排法”提交了破產保護。據悉這些子公
司欠債超過$2.18億，債券持有人則涉及3,043個，
其中包括加拿大最大的商業銀行，諸如滿地可銀
行，加拿大匯豐，加拿大西岸銀行等。
和頓集團總部設在亞省卡加利，極盛時期
號稱擁有$52億資產，在亞省、安省和美國擁有
105,000英畝建設用地，旗下有600間子公司，
有限合作夥伴及其它實體，其業務遍及加拿大
，美國，歐洲和亞洲。
和頓集團主營的業務不是建房或賣屋，而
是買地——囤積土地——再賣地盈利。該公司
大部分業務的重點是在大都會中心附近購買未
開發的商業和住宅用地，買下之後進行適當處
理，然後再出售給開發商。
換句話說，和頓集團相當於是土地銀行，
從銀行和金融機構貸款之後買下大量建設用地
，等待土地價值升高之後將用地出售給開發商
獲取利潤。但土地銀行被認為是房地產行業風
險最高的投資之一，因為土地在被開發前可能
空置多年，一旦產生的現金流不足，就無法定
期向銀行或金融機構償還利息和本金。
土地銀行也是房地產行業最敏感的行業之
一，當房地產市場有風吹草動之時，經營土地

發商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為避免風險傾向
於購買小塊地皮進行小規模地產開發，不願向
和頓購買大片土地，導致公司的備用土地難以
出售兌現。
Doherty更稱，卑詩和安省先後實施冷卻
房地產市場政策也對公司業務有很大影響，因
此旗下子公司尋求法庭保護的不僅有卡加利和
愛民頓的工業與住宅用地，也有多倫多北面
Village of Beeton的建設用地。
銀行的公司便首當其衝。對和頓集團而言，先
是國際油價狂跌、亞省經濟衰退帶來的衝擊，
再是美國開發商因財務困境令房地產發展舉步
維艱，接著是卑詩和安省先後實施冷卻房地產
市場政策帶來的效應。
亞省和安省的證券監管機構已經在上周末
暫停了該公司旗下的投資交易商Walton Capital
Management Inc.的投資業務。亞省證券委員會
表示，此舉是為了該公司進行CCAA備案，也就
是給和頓集團一個機會，讓其有時間進行金融
及業務方面的重組。
和頓集團的CEO William Doherty表示，早前
該公司因在亞省的經濟崩潰中深受打擊，因亞
省新屋建設動工量急劇下滑，使開發商們難以
獲得融資以購買和頓的開發用地。該公司在美
國7個州擁有80,000英畝的建設用地，但美國開

根據和頓向法庭提供的文件，過去三年以
來，由於未能迅速重新定位以避免經濟和房地
產趨勢轉變的後果，該公司已經虧損$6,730萬；
因手中建設用地積壓，資金周轉不靈，公司在
融資方面遭遇困難，為土地儲備業務籌集的資
金已從2012年的$1.34億降至去年的$1,960萬。
為節省開支，和頓集團大舉裁員，雇員數
量 從 2013年 的 469人 減 至 2016年 的 96人 。 但
Doherty坦承，即使採取一系列舉措，公司也無
法完全緩解巨大的財務壓力。
據悉，和頓集團所申請的法庭保護僅涵蓋
該公司在加拿大的投資，但對公司在美國，歐
洲和亞洲的投資則鞭長莫及。和頓集團在提交
給法庭的文件中稱，提交保護債權的申請乃更
大規模重組行動的一部分，和頓也考慮出售部
分資產，以便給所有銀行和其他項目貸款人全
額付款，並為投資者提供最好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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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佩克減產協議若不延長或導致油價大跌
分析人士認為，如果石油輸出國組織(簡稱：歐佩克)和
其他主要產油國本月未就延長減產協議達成一致，油價
很容易大跌。石油市場已基本消化了歐佩克、俄羅斯和
其他產油國去年末所達成減產協議將會延長的預期。
一些分析人士預計，如果減產協議不延長，油價有可
能跌破40美元/桶，創一年多來新低。如果歐佩克和其
他產油國在5月25日會議上延長減產協議，油價有望在
年底前升至60美元/桶。荷蘭商業銀行(ING Bank)大宗商
品策略師Warren Patterson稱，市場似乎基本上消化了
減產協議將延長的預期，對市場而言這是一個重大風
險，如果協議不延長，可能導致油價大跌。
根據《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在4月末對
14家投行進行的調查，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今年平均
水平將為每桶57美元，并在第四季度達到每桶60美元
的水平。這與此前一次調查的結果基本一致。這些投
行預計，美國市場基準的西得克薩斯州中質油價格今
年平均水平將為每桶55美元。

沙特能源大臣法利赫(Khalid al-Falih)上個月表示，已經
就延長減產措施達成了初步一致，但還需要得到一些
歐佩克成員國的最終同意。不過，最終協議的達成遠
非板上釘釘。
摩根大通的分析師稱，減產協議涉及國家眾多，這一
事實成為該協議的一個致命弱點，即便只有一個成員
國不同意延長減產，整個歐佩克都會迅速轉變策略，
增加產量，而這將對油價帶來重大影響。而且即使歐
佩克內部達成一致，該交易仍取決於11個非歐佩克產
油 國 是 否 會 如 同 去 年 12月 一 樣 加 入 進 來 。 花 旗
(Citigroup)和摩根大通的分析師都預計，如果談判未果
，油價將降至40美元/桶下方。
所有這些產油國還面臨著來自不參加維也納會議的美
國頁岩油生產商的挑戰。如果減產協議延期，油價上
漲，頁岩油生產商也將受到激勵，增加開採活動，令
供應過剩的局面進一步加劇。自從去年9月份以來，美
國的石油產量一直在上升。美國能源情報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預計，明年該國的產量將增
加到990萬桶/日，創紀錄最高水平。
分析師稱，頁岩油開採商增加開採活動的速度快於大
多數石油生產商，這將在今後抑制油價的上漲空間。
接受《華爾街日報》調查的銀行預計，布倫特原油均
價明年將升至62美元/桶，2019年將為65美元/桶。
花旗說，這一非傳統革命看起來勢不可擋。

中國海航集團成德意志銀行最大股東
中國企業集團海航集團(HNA
Group)將在德意志銀行
(Deutsche Bank AG, DB)的持股增加至近10%，已成為該
放貸機構的最大股東。美國公開備案文件顯示，海航
集團通過C-Quadrat Investment AG英國子公司C-Quadrat Asset Management (UK) LLP將在德意志銀行的持股
比例增加至9.92%。海航集團增持德意志銀行後成為該
放貸機構最大股東，緊隨其後的是卡塔爾王室成員和
美國投資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 Inc., BLK)。

德意志銀行不予置評。記者無法立即聯繫到海航集團
和C-Quadrat置評。
按週二的收盤價計算，海航集團所持的2.047億股股份
價值約為34億歐元（37億美元）。海航集團此前表示
，在德意志銀行的持股是被動型投資，計劃將持股比
例保持在10%以下。
海航集團總部位於中國海南省，最初是一家航空公司

運營商，其業務現已擴展至酒店、旅遊、物流、房地
產和金融。海航集團收購的最知名公司是美國公司，
該公司去年收購了希爾頓酒店集團(Hilton
Worldwide
Holdings Inc., HLT)約25%的股權。知情人士稱，德意志
銀行上個月完成了規模85億美元的增資計劃，海航集
團和其他股東參與其中。這是2013年以來德意志銀行
的第三次籌資，意在消除投資者對其資本緩衝狀況的
嚴重擔憂。

中國3月工業企業利潤增23.8% 較前值回落但仍居高位
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3月份工業企業
利潤增速相比上月稍微回落，但是仍在高位。3月當月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6887億元，同比增長
23.8%。累計看，1-3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
額人民幣17043億元，同比增28.3%，增速比1-2月回落
3.2個百分點。此前數據顯示，2016年1-2月這一指標同
比增長31.5%。2016年該指標同比增長8.5%，扭轉了
2015年下降2.3%的局面。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要是指
年主營業務收入在人民幣2000萬元以上的企業。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何平博士解讀稱，3月份利潤增速雖

仙女牌
泰國香米

有所放緩，但總體仍處於較快增長水平，是向利潤增
長常態的回歸。同時，企業效益總體狀況繼續得到改
善。3月份利潤增長結構有所優化。全部規模以上工業
企業新增利潤中，採礦業、原材料制造業比重下降，
消費品制造業、裝備制造業比重上升。此外，3月份利
潤率同比繼續回升0.49個百分點至6.47%，槓桿率持續
降至56.2%。
關於增速回落，何博士稱主要歸因於原材料價格上漲較
快，煤炭、石油和鋼鐵等行業盈利放緩和去年同期利潤
基數偏高等。其中，原材料價格方面，收支相抵，3月

禧福牌午餐肉

印尼牌即食撈麵

工業企業利潤增加約1116億元，增量比1-2月份明顯減
少，利潤增長對價格上漲的依賴性減弱。分行業看，煤
炭、石油和鋼鐵等相關行業盈利放緩影響全部規模以上
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回落8.5個百分點。計算機通信和其
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也一定程度拉低利潤增速。
何博士同時稱，在企業效益總體改善的同時，一些不利因
素也有所顯現：購進價格上漲過快，對實體企業降低原材
料成本壓力增大；財務費用由持續下降轉為增長，表明降
息對降成本的作用可能有所減弱，需進一步關注。

達寧娜牌
菠蘿蜜片

馬士得牌魚露

白菜仔

台灣椰菜

黃大樹菠蘿

特級
香甜紅蘋果

呂宋芒

士多啤梨

無核紅提子

夏威夷菠蘿

白豆角

羅馬番茄

紅心番薯

青蔥

多款口味

阿拉斯加牌
煉奶

海燕牌
牛肉上湯

鋁質盛器

自助飲用水

拉古牌意粉醬

游水龍蝦

特級草羊

美味精選
牛頸骨

原箱
$1.69/磅

新鮮特級豬腱

02

新鮮牛肉眼扒
（原袋）

新鮮特級
雞腿球

特級牛仔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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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央行維持零利率政策 明年之前可能不會加息

歐洲央行在貨幣政策例會後宣佈，維持主要再融資利率
0.0%不變，隔夜貸款利率0.25%不變，隔夜存款利率-0.4%
不變，均符合預期。月度資產購買規模依先前計劃調整為
600億歐元，符合預期。歐洲央行隨後公佈的聲明指出，
今年4月至12月，每月量化寬鬆（QE）規模將為600億歐元
。如有必要將進一步延長購債。歐洲央行利率料在未來一
段時間內維持在當前或更低水平，一直到QE結束後。若
前景惡化，可以提高QE規模和延長持續時間。
美銀美林歐洲經濟學家莫伊克指出，考慮到歐元區通脹前
景依然較為疲軟，歐洲央行仍會保持相對謹慎態度。美銀
美林強調，從三個方面能對歐洲央行按兵不動作出解釋。
首先，歐洲央行此次會議正處於法國大選的兩輪投票之間
，因此該央行不會作出重大舉動。其次，今年3月會議上
市場曾一度倉促押注歐央行加息而引發波動，因此歐央行
會格外注意引導市場反應，避免出現過大波動。再次，一
些鴿派人士繼續為疲軟的核心通脹和硬數據擔憂，歐央行

因而很難加碼收緊貨幣政策。彭博分析師也表示，歐央行
在本月沒有犯六年前的錯誤。2011年，歐央行將利率上調
，但結果就是歐元區重返衰退。業內機構預計，歐央行或
難加速收緊貨幣政策，在明年之前可能不會加息。
美銀美林預計，歐央行管委會將在9月向市場預告2018年
的縮減QE計劃，例如先將購債規模縮減至每月400億歐元
，並在6個月後、年底之前逐漸減少至零水平，到時關於
利率的前瞻性指引將會有更大幅度的轉變，但這也意味著
歐洲央行在明年之前不會加息。不過，對於市場預期的歐
央行將在6月會議上略微轉變政策立場，傳遞些許縮減刺
激政策的信號。美銀美林表示讚同。本週歐洲央行執行委
員科爾表示，歐元區經濟增長風險已經達到中性，不同於
上月歐洲央行「風險偏向下行」的措辭。因此，美銀美林
預計該央行在6月份對風險平衡的評估將會變得中立，並
對前瞻性指引作出微調，即移除與「利率維持進一步下調
可能性」有關的措辭。

美國經濟第一季增速僅0.7%創3年新低
美國發佈的第一季度GDP報告顯示，經濟增速僅為0.7%
，是過去三年來最低的，汽車銷售疲軟和房屋取暖費
用下降拖累了消費者開支，雖然房地產和石油鑽探領
域的投資增長緩解了增速的下滑。據彭博社調查，經
濟學家對今年第一季經濟增長率的平均預期為1%。美
國經濟總量中權重最大的分項：消費者開支在第一季
僅增長0.3%，增速是2009年以來最低的。
第一季度經濟增速的大幅放緩部分應歸咎於臨時性因
素，其中包括溫暖的天氣和庫存的波動等。儘管如此

，汽車銷售的疲軟切實壓製了經濟的增長，而企業投
資的進一步增長可能要依賴於未來的減稅等政策的支
撐力度。摩根大通首席美國經濟學家Michael Feroli在
GDP報告發佈前表示，有理由相信，第一季經濟中的某
些疲軟點在第二季將反轉，特別是在消費和庫存領域
。勞動所得正開始增長，將使未來的消費者開支得到
良好支撐。
今天的數據不太可能阻止美聯儲的決策者在未來幾個
月中加息。經濟學家基本上預計第一季的經濟增速數

全球併購交易活動出現20年來最低迷局面
雖然股債兩市風生水起，但企業交易並未隨風起舞。
今年全球併購交易跌至近20年來最低水平，除了價格
太高，政經形勢的不穩定也讓買家望而卻步。Dealogic
數據顯示，截至4月28日，全球涉及上市公司的交易活
動較去年同期的991宗減少20%，至793宗，創1998年
來最低。同時，企業為收購和投資付出的代價高過以
往。今年迄今為止，買家支付的平均價格是目標公司
利息﹑稅項﹑折舊﹑攤銷前收益(EBITDA)的12.8倍，高
於去年同期為12.1倍，是1997年以來同期數據的最高紀
錄。今年全球交易的價值到目前為止達到4,798億美元
，同比增長13.9%。Dealogic的數據不包括資產剝離，

但包括少數股權投資。公司管理層對交易活動裹足不
前，原因在於擔心美國的稅改和貿易政策前景以及英
國的脫歐計劃。而股票價格和交易估值的上漲也讓管
理層猶豫不決。
眾達律師事務所 (Jones Day) 併購交易全球主管 Robert
Profusek說，公司高管希望政府能在稅改和貿易政策等
議題上更加清晰。他表示，公司高管目前的態度是，
除非不得已，否則不行動。目前，圍繞稅改、貿易政
策和公司監管的辯論仍在持續，這讓企業對自身和潛
在目標的經營前景都缺乏信心。這一局面促使公司只
專注於優先級別更高的交易，也就是公司願意支付高

聯合信貸銀行表示，儘管歐元區經濟增長強勁，但歐央行並
未公佈新的政策，措辭方面也未出現重大改變。因為歐央行
還處於觀望階段，對於經濟和通脹前景也並不完全放心。丹
斯克銀行指出，歐洲央行將繼續保持當前的貨幣政策軌道，
甚至更為偏向鴿派，預計在明年以前不會提高利率。

據將較為疲軟，但認為這隻是暫時回落而不是經濟將
陷入停滯的訊號。據富國銀行證券的數據，一些分析
師指出，今天經濟增速的疲軟可能與美國商務部對數
據的季節性調整有關，自2000年以來，每年第一季經
濟的增速均值只有1%，而在其他三個季度增速的均值
高達2.2%。因此，市場對此的反應非常平靜，美股三
大期指在GDP數據發佈後沒有明顯變化，而美元指數甚
至自低點拉升約0.1%個百分點。

價的交易。研究公司 Langenberg & Co. 負責人 Brian
Langenberg 說，這樣一來，優先級別不高的交易就可
能被放棄或延後。過去，股市上漲通常伴隨交易活動
的繁榮，比如1999年和2007年就是如此。但最近標準
普爾500指數飆升，併購交易卻不升反降。根據FactSet
的數據，標準普爾500指數今年迄今上漲6.5%。
股市上漲也增加了管理層說服董事會批準收購交易的
難度。美國凱易律師事務所 (Kirkland & Ellis) 併購部門
合夥人Daniel Wolf 稱，高估值讓交易難以展開，從目
前的情況看，這不是首席執行長說服董事會考慮併購
交易的好時機。

數量有限

特級
老雞全翼
(原箱10kg)

相等於
$2.99/磅

相等於
$0.82/磅

17

99

加拿大灣牌
生猛青口

妮娜牌
去頭白蝦

急凍去腸肚鯽魚

Penta牌
急凍原個榴槤

Chicken Mature Wing
Whole 10kg Box

海燕牌
特幼米粉

J&F牌
江西米粉

昇牌香菇顆粒
調味料

幸福比內牌醬油

匯豐牌
蒜蓉辣椒醬

匯豐牌
素辣椒醬

李錦記
純正芝麻油

亞來地牌
嫩菠蘿蜜
/雞嘜香蕉蒂

亞來地牌
香蕉蒂

秋菊牌鵪鶉蛋

阿拉斯加牌
淡奶

Sappe牌
菠蘿汁連肉

飛瑪牌
小沙甸魚

原條虱目魚

薩蘭加尼
已調味小虱目魚

海燕牌泥鰍魚

海燕牌馬駮魚

海燕牌鱸魚

多款口味

為食牌鯷魚

海燕牌
有頭白蝦

幸福比內牌
菲律賓腸仔

Goldilocks
豬肉餃子

海燕牌
什錦點心

陸森牌雪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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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RT & CASINO
3777 Grey Eagle Drive (corner of 37 St. SW and Glenmore Trail)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3E 3X8

Phone: 403-385-3777

購票: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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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9/位
$
2499/位

逢星期三
最新推出

午市
自助餐

星期一至六

11:00AM - 2:30PM $

星期日早/午餐

10:00AM - 2:30PM

泛亞自助美食

晚市
自助餐

星期一/二

西式美食

星期三 全新推出

泛亞美食

星期四

海鮮美食

星期五/六/日

燒焗牛排

每晚
5:00PM
至
10:00PM

1799/位
$
2699/位
$
3899/位
$
2499/位
$

（以上價格未包括GST及小費）

共管式單位
售價由

$232,000 起

卡城西北尊貴時尚住宅區
位於西北Sherwood區Diseno共管式樓房，獨特尊尚設計
，展現無限動感生活模式，社區內環繞緩步小徑和曼妙人
工湖景。購物區，康樂場所近在咫尺。
· 多款圖則供選擇 （備一睡房 、兩睡房、兩睡房+書房）
· 面積700呎——1186呎
· 部分單位可觀園景及湖景

liveatDiseño.ca
403-235-3857
#104, 218 Sherwood Square NW

James Tull
杜振邦
Cell : 403-863-2888
e-mail : jamestull8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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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5 - 05/11

225 Panatella Hill NW Calgary / 403.384.9780
所有特價只限本分店 All Special Price For This Location ONLY
只限 save on foods 會員 The Special Price For save on food Members ONLY

2lb

Strawberries

草莓

Quaker Oatmeal

貴格燕麥

12pk

Coke

4

99

特價

2

for

5

特價

3

97

可口可樂

ea
特價

Mint Bunch

薄荷葉

750ml

Heinz Ketchup

亨氏番茄醬

Frozen Tilapia

急凍𩶘鱼

1

3

2

3

58

ea Cauliﬂower
特 價 椰菜花

99

ea Angel Food Cake
特 價 天使蛋糕

2

69

Fresh

lb Chicken Feet
特 價 新鮮雞腳

99

2

for

ea Pringles
特 價 薯片

99

特價

3

6pk

49

ea Strudels
特 價 果餡酥卷

2

09

5

ea
特價

Fresh

lb Pork Sirloin
特 價 新鮮豬里脊

2

89

lb
特價

Advertised prices and product selection may vary by store location. Oﬀer vaild while stock lasts.We reserve the right to limit quantities. Photos are for illust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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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e Star Mercedes-Benz

營 業 部
國
、
粵
、
英
語

lonestarmercedesbenz.com

全亞省最大平治汽車代理商，存貨最多！

Kevin Fong

Dominic Wong

403-809-1318

403-850-1882

Sales Administration Manager

Sales Consultant

The best or nothing.

Vans. Born to run.

國
、
粵
、
英
語

國
、
粵
、
英
語

國
、
粵
、
英
語

Albert Yiu

J M Wong

403-615-0876

403-390-1118

Sales Consultant

Sales Consultant

維 修 部
粵
、
英
語

Sam Lee

歡 迎 來 電 預 約 試 車
10 Heritage Meadows Road SE, Calgary, Alberta T2H 3C1

粵
、
英
語

Tony S Wong

Service Advisor

Diagonostics Technician B. Eng.

403-253-1333

403-253-1333

Tel: 403.253.1333

7677 - 112 Avenue NW, Calgary, AB T3R 1R8
Tel : 403.296.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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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贏取
兩張本賭場專機
拉斯維加斯旅行套票
詳情請親臨本賭場查詢

現增設
免佣百家樂並提供甩牌耍樂

350多部角子機、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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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 機 服 務

免費安裝．免費培訓
緊急支援服務．兩小時到達
機件終身保用

無須合約 無額外收費

Process Visa, Mastercard, ATM, American Express and Debit

Savings GUARANTEE!

1.59%

各商戶請注意
本公司保證給予較目前使用中所付費用更低廉價格

1.62%

如未能達至保證願付$500現金作抵償

1.49%
1.55%

per
transaction

Thermal Paper

(For Debit Machine)

5799／箱

$

*NO HIDDEN FEES
*NO HAULAGE FEES

(For POS Terminal)

終止服務

Payment lnc.
卡城查詢電話

1.888.479.7889
06

2799／箱

$

無須額外收費

卡城市內免費送貨

保證為你節省費用 歡迎來電預約比較
其他城市或省份

2508 - 24th Ave., Calgary, NE
WWW.STAMPEDETOYOTA.COM

(Louis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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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順德聯誼會

主
辦

免費針灸講座

日 期︰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四日（星期日）
時 間︰下午二時至四時
地 點︰本會會所（華埠龍城商場三樓）
主 講︰楊博超中醫師
題 目︰針灸的 效 用 及 其 適 應 症 狀
內 容︰針灸眞 的 有 用 嗎 ？ 對 那 些 病 較 好 ？ 如 何 從 針 灸 獲 取最大益處？楊醫師
將於講 座 內 對 以 上 及 其 它 發 問 作 出 詳 盡 講 解 。 講 座後，數位著名中醫
師為個 別 參 加 者 免 費 診 症 及 解 答 疑 難 至 四 時 止 。
費用全免．國、粤語講解．茶點招待．報名請電 403-263-3668 留言．額滿即止

亞 省 中 華 學 校

Alberta Chung Wah School

現招收2017–2018學年度新生
3月18日前報名可獲提早註冊優惠
辦學理念：
•本校以推行「德智」二育為宗旨。
•傳承中華文化，讓學生認識祖裔語言及傳統文化。
•實踐教學，重質不重量，培養下一代對學習中文之興趣。
本校特色：
•創校於1996年，為卡城教育部立案不牟利之中文學校。
•設有國、粵語班級，顧及學生不同水平及文化背景，因材施教。
•注重培養學生投入學習，提升成效。
•小班教學，讓老師與學生有更多教學的交流時間。
•通過遊戲、手工、唱遊等活動教學，打穩學童聽説讀寫能力的基礎。
•“快快樂樂學中文” 從學前幼兒班開始採取國、粵雙語教學。
•高中十至十二年級學生，完成課程可獲亞省教育部認可之高中學分。

聘

請

3/4 年修 車 技 工
或有證書技工，厚薪
有意請親臨面洽

課程 ：
學前幼兒班 (滿3歲) 至高中學分班 (國語及粵語課程)
學費 ：
全學年$225 (提早註冊 $200) 同家庭第三名及以上子女學費半額優惠
上課時間 ： 星期六上午9:15至下午12:15
校址 ：
509 – 32nd Ave. NE (Georges P. Vanier Junior High School)
校務處 ： #270 – 328 Centre St. SE AB T2G 4X6 (唐人街龍成商場二樓270室)
電話 ：
403-271-8033 ; 403-510-4388
傳真 ：403-288-8887
電郵 ：
info@AlbertaChungWahSchool.ca
網址 ：
www.AlbertaChungWahSchool.ca
誠聘粤語教師。有教育志趣者，歡迎與本校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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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銷售總經理

TED LAM 林先生
（粵／英語）403-971-1173

歡迎閣下光臨
選購心水座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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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U N R I D GE MA Z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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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eremy Pon

盤偉華
營業代表
（國／粵／英語）

403-681-6333

Tel: 1 (866) 938-9816

中國海航集團數月內成德意志銀行大股東
今年初，海航集團剛剛購入德意志銀行的股
份。短短幾個月後，這一來自中國的航空、旅遊
、金融、地產、物流巨頭成為了德國老牌金融機
構的最大股東。
根據本周三的最新數據，海航集團已經持有
德意誌銀行9.9%的股份，超過了持股6%的卡塔爾
皇室。排名第三的則是投資管理公司貝萊德。
海航集團是在今年年初入股德意志銀行的，
當時海航方面表示，願以主要股東的身份對德意
志銀行的管理層提供支持。目前，德意志銀行總
裁克萊恩 (John Cryan) 正在對這家深陷法律糾紛的老牌金融機構進行改組
。今年3月，德意誌銀行剛剛完成了一輪80億歐元的重大增資，當時，海
航集團的股份就從3.04%一躍升到4.76%。
海航集團今年初甫一入股，就已經向外界表示有意繼續增持；不過
，這家來自中國的大型財團同時也表示，其持有德意志銀行股份比例不
會超過10%。
今年初以來，海航集團已經多次引發德國媒體的關注。不久前，該
集團與德國萊法州政府達成協議，收購哈恩機場。近年來，海航集團在
歐洲大舉投資，已經參股法國的一家航空公司、入股一西班牙連鎖酒店
品牌，手中還持有瑞士機場零售品牌Dufry等企業的股份。

德意志銀行周三暫時還沒有對海航成為最大
股東一事置評。今年初後者入股時，德意志銀行
方面對此表示歡迎。
作為德國老牌金融機構，德意志銀行近年來
業績慘淡，已經連續兩年出現巨額虧損。它與美
國司法部等政府部門的法律糾紛也導致其面臨失
去金融市場信任的風險。去年秋天，該行股價甚
至跌到了歷史最低位。在這種情況下，德意志銀
行急需注入新一輪資本，從而讓市場恢複對其的
信心。目前，海航集團持有的德意志銀行股份價
值已經超過34億歐元。
1989年成立時，海航集團只是一家地區性航空公司。然而，最近幾
年該集團已將自身變為一個四處擴張的控股公司，以中國最無處不在的
境外收購者聞名。
根據Dealogic的數據，海航是今年到目前為止排名第一的中國對外
投資者，在對德意誌銀行最新這輪收購之前，海航敲定了55億美元的收
購交易，約占中國境外交易規模的13%。去年，算上通過海航控制的機
構開展的收購，海航以12%的比例排名第二。海航集團持股的企業包括
航空公司、旅館、銀行和物流公司。今年2月最初收購德意志銀行股權時
，海航曾表示它只是個被動投資者，以回應投資者認為海航或尋求扮演
該行戰略角色的擔憂。

Airdrie Honda 服務至誠 以客為先
Customer Driven

最值得您信任的本田代理
www.airdriehonda.ca

403.945.8808
2971 Main St. SW Aird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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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OTHY DUNLAP LAW
鄧 立添 律 師行
專門辦理︰個人交通意外索償，離婚個案，刑事訴訟

經驗豐富 ．服 務 誠 懇 可 靠
全力以赴 ．助 你 穩 操 勝 券

鄧立添律師 及 資深華語助理 Candi Lo

鄧立添律師執業超過廿五年，成功個案無數！
現擴展業務為華人服務，本律師行將竭盡所能，
為各界提供最專業的法律途徑，為閣下解決疑難！
歡 迎 致 電 資 深華語法律助理
C and i Lo (4 03) 265-5299 查詢

20 Freeport Landing NE

地址︰ Suite 100

224 - 11 Ave SW
Calgary Alberta
T2R 0Z3
Tel: 403.265.5299
Fax: 403.265.5298

Website: www.timothyjdunlap.com
Email: dunlaplaw@telus.net

卡城豐田汽車代理銷量總冠軍
最強華裔銷售團隊為閣下提供最優質服務
403.290.1111 www.ch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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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國際新聞

5月3日 (星期三)

二零一七年

四 月 廿七 日 至 五 月 三 日

對北韓態度「急轉彎」特﹕願晤金正恩
在美朝關係劍拔弩張之際，美國總
統特朗普繼日前讚北韓領袖金正恩聰
明後，周一再聲稱在合適情況下願意
與金正恩會面，並會因而感到榮幸。
特朗普的言論隨即引來各界揣測，需
要白宮急急解畫，澄清以目前條件來
看，兩人沒有會面的可能，重申北韓
需立即停止挑釁。
美官：南韓薩德已具運作能力
南韓上周三起星州郡全面部署薩德導
彈防衞系統，美國官員消息指，現時薩
德已具備初步運作能力，能夠攔截北韓導
彈。中國昨日再度促請美韓停止部署。
美兩B1B轟炸機 朝鮮半島附近軍演
美韓年度聯合軍演周日落幕，美軍兩
架B1B轟炸機翌日飛抵朝鮮半島附近上
空，參與聯合軍事演練，震懾北韓。美
國、日本及南韓三國國防官員周二召開
視像會議，商討應對北韓上周六試射導
彈後的方案。此外，美國空軍今日試射
洲際彈道導彈，勢加劇緊張形勢。
美西岸五一示威 矛頭直指狂人
在「五一勞動節」，全球各地一如
以往，有大批人士上街遊行爭取勞工權
益。繼德國、法國爆發示威衝突後，美
國西岸多個城市亦發生暴力事件，矛頭
更直指總統特朗普，抗議其移民政策；
在華盛頓州首都奧林匹克及俄勒岡州波
特蘭，分別有示威者向警員投擲煙霧
彈、縱火燒車被捕，警方為免爆發騷
亂，隨即取消波特蘭的遊行。
勞動節 巴黎示威者高呼「反勒龐」
在距離法國總統選舉不到一個星期
之際，巴黎的五一勞動節遊行演變成
衝突，有暴力示威者混入工會遊行隊
伍，向警方投擲燃燒彈和其他物品，
警方施放催淚彈和出動警棍驅趕。遊
行亦牽扯到總統選舉，部分示威者高
呼反對極右候選人瑪琳勒龐。
特將與普京通話料談敍
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於美東時間周二
中午十二時半，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
電話，此為美國上月轟炸敍利亞後，
二人首次談話，料他們將談及敍利亞
內戰議題。
中國儲油備戰九大基地曝光
中國周邊地緣局勢緊張之際，中國
官方公布已在浙江、山東、遼寧、天
津、甘肅以及新疆等地，建成九個國
家戰略石油儲備基地，共儲備三千三
百二十五萬噸原油，較前年大增近三
成。分析指，中國持續興建戰略石油
儲備基地，是要增強應對進口石油遭

中斷風險的能力，但目前存量還未達
九十天戰略儲備的「安全線」，因此
將爭取在四年內，建成百日石油淨進
口量的儲備總規模。
華客遊南極 10年增40倍
內地近年興起南極探險熱，據國際
南極旅遊組織協會（IAATO）統計，
二○一五至二○一六年度全球有逾三
萬八千人到南極觀光旅遊，其中中國
遊客佔約一成，且在十年間激增四十
倍。有專家分析指，華客赴南極旅遊
的市場仍有驚人增長潛力。
五一觀光潮 逼爆鴨綠江
內地五一假期前日結束，不少市民
都趁機外遊，其中深圳沙頭角中英街
店舖林立且商品種類齊全，吸引來自
全國各地的遊客，客流量達到一萬五
千人。另外，有大批遊客逼爆遼寧丹
東市鴨綠江，只為近距離接觸北韓。
12年前姦殺案最高院決重審
內地近年接二連三有冤案獲得平
反，現年廿八歲的山東男子張志超，
被控於十二年前姦殺一名女同學，翌
年被判處無期徒刑。張男的家屬申訴
六年後，最高人民法院昨通過視像會
議，第三次了解該案後，立案庭法官
決定正式立案審查，預計審查為期半
年，若案情複雜將可再延長。
郭文貴傳欠阿布扎比30億美元
內地商人郭文貴被指涉嫌賄賂外逃美
國，早前被國際刑警發出紅色通緝令。
名為「郭文貴真相」的twitter帳戶前晚
再度爆料，指郭文貴目前最大一筆外債
來自阿布扎比，金額達三十億美元；但
這筆錢大部分已因郭投資失敗而損失殆
盡，「郭已經不可能再翻盤，如何能夠
自保已經成為首要任務」。
郭接受《蘋果》訪問 反撲北京
外逃美國的郭文貴近日接受《蘋果
日報》及《壹週刊》訪問，反撲中方
對他的指控，並稱內地國安部及公安
部在香港設有多個據點，監控香港民
主派和反中人士；郭文貴亦指，國安
部及公安部長期有二百至三百名便衣
人員在這些地點辦公。
內蒙古 新疆沙塵暴
新疆巴音郭楞州且末縣、若羌縣前日
上午出現強沙塵暴天氣，並伴有七至八
級大風，能見度更不足十米。且末縣及
若羌縣氣象台分別發布沙塵暴黃色及紅
色預警信號。另內蒙古二連浩特市前日
下午亦出現沙塵暴，百米高的沙牆席捲
而來，能見度小於五百米，當地氣象部
門發布沙塵暴橙色預警。

5月2日 (星期二)

5月1日 (星期一)

薩德拗數升級 韓媒：美勢失民心
南韓與美國繼續就部署薩德導彈防衞
系統的費用爭拗，美國國家安全顧問麥
克馬斯特周一否認南韓傳媒的說法，澄
清美國不會支付全數費用，強調須由兩
國共同承擔。另一邊廂，南韓國防部周
一堅稱薩德費用無法再協商，暗示美國
要負責全部開支，南韓傳媒更稱美方若
堅持己見，將動搖南韓民心及破壞兩國
盟友關係。南韓星州郡周一再有反薩德
示威，逾百名民眾堵路抗議。
解禁自衞權後 「出雲號」首護美艦
日本海上自衞隊的最大型軍艦、有準
航母之稱的直升機護衞艦「出雲號」昨
日早上離開母港橫須賀，在東京以南的
太平洋海域與美軍補給艦會合，保護美
軍軍艦。這是日本去年三月解禁集體自
衞權之後，自衞隊的首個保衞盟友艦隻
的任務。日方強調，出雲號本次出動是
為了震懾北韓。
三星船塢冧吊臂 6死22傷
全球第三大的南韓造船公司三星重工
在慶尚南道巨濟島（Geoje Island）的
船塢，周一有起重吊臂倒塌，事件中有
六名工人死亡，廿二人受傷。
加人工推公屋 馬杜羅兩招挽民望
面對日漸頻繁的反政府示威，備受
下台壓力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周日
宣布，將調高最低工資及提供數以百
計免費房屋，力圖挽回民望。
福島長命山火 逼近核站大疏散
日本核災區福島縣上周六發生山火，
逾四十小時仍未救熄，至少二十公頃山
林遭焚毀。火場距離福島第一核電站只
有七公里，由於風勢阻礙撲救行動，福
島縣政府周日要求陸上自衞隊協助救
援，周一清晨再派直升機灑水撲火。
台愛國者導彈升架待命
兩岸關係未見緩和之際，台灣軍方昨
日展開「漢光三十三號」演習，首先進行
五日四夜的「紅軍、藍軍對抗」聯戰電腦
兵棋推演，模擬二○二五年解放軍攻台，
以驗證台軍自行研發、採購的武器能否抵
擋解放軍，並作為台軍未來十年軍事計劃
的參考依據。與此同時，台灣部署大台北
地區的愛國者導彈，突然移出防空洞，實
彈上架待命，備戰氣氛更濃。
華艦訪菲 杜特爾特讚如酒店
解放軍三艘軍艦昨日在菲律賓總統杜
特爾特的家鄉達沃市，繼續訪問之旅。
杜特爾特昨日登上「長春號」導彈驅逐
艦參觀，稱讚艦上美觀如酒店，並獲贈
一頂長春艦的海軍軍艦紀念帽。他更
稱，中菲日後可能在蘇祿海舉行聯合演
習，反映中菲關係回暖。

就職百日 特朗普晒政績 20萬人上街
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當地時間上周六
傍晚，在賓夕凡尼亞州舉行百日紀念
大會，慶祝他入主白宮一百日。特朗
普在會上回顧自己的百日政績，認為
自己及團隊「為華盛頓帶來意義深遠
的改變」。他當晚亦一改傳統，拒絕
出席白宮記者協會晚宴，更揶揄傳媒
機構刊登「假新聞」。而美國各地亦
有逾二十萬民眾上街遊行，抗議特朗
普的環境政策。
平壤指控韓軍演侵犯領海81次
模擬防禦北韓進攻的美韓「鷂鷹」
年度聯合軍演昨日落幕。參演的美軍
部隊將陸續返國之際，北韓卻將矛頭
指向南韓，指控南韓軍方在上月十天
內先後出動一百零一艘軍艦，侵犯北
韓領海八十一次，警告南北韓面臨新
的海上軍事衝突。
狂人：暫不列華匯率操縱國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施政百日紀念大會
上，再次表明與中國修好的立場。他表
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北韓施壓，
鑑於中國在有關問題上對美國的支持，
現時不適合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指
此舉會令之前的努力白費。
日艦出雲號護送美補給艦
朝鮮半島局勢緊張，美國多艘軍艦
近日先後駛至西太平洋。據報道，日
本二戰後最大的軍艦、直升機護衞艦
「出雲號」，亦將前往日本東面的房
總半島，護送美國海軍補給艦。這是
日本海上自衞隊首次在和平時期派出
戰艦執行多國任務，亦是日本新安保
法去年三月實施以來首次。
杜特爾特：美開戰便中圈套
第卅屆東盟峰會上周六在菲律賓首
都馬尼拉結束，菲國總統杜特爾特會
上指他將要求美國總統特朗普，不要
與北韓開戰，否則便會中北韓領袖金
正恩的圈套，東南亞國家亦會受害。
他形容美朝對峙就像兩個國家在玩玩
具，但誤判形勢就會引發災難局面。
而杜特爾特發表主席聲明時沒提南海
主權爭議。
台警圍捕通緝犯爆槍戰
台灣新北市中和區街頭昨早爆發警
匪槍戰，六十歲通緝犯劉×誠與警方駁
火逾五十槍，隨後躲進公寓內與警方
對峙，劉男聲稱持有殺傷力強大的手
榴彈，揚言要與警方同歸於盡，讓警
方不敢貿然攻堅。最終雙方對峙三個
多小時後，經過劉男女友、家屬親情
勸說後，劉男態度終於軟化、卸下心
防，決定棄械投降。

現增設愛城送
貨服務，歡迎
愛城各食肆批
發訂 貨 。

食物 類
Beef Ball / 牛肉丸
Pork Ball / 豬肉丸
Chicken Ball / 雞肉丸
Deep Fried Ham / 煎豬肉粽
Vietnamese Ham / 越南豬肉粽
Shredded Pork Ham / 豬肉絲粽
Marinated Pork Patty / 越式肉餅
Boneless Pork Leg / 去骨豬腿
Head Cheese / 越式肴肉
Veg. Spring Rolls / 蔬菜春卷
Spring Rolls / 春卷

越
式

三文治

Pate / 肝醬
Sate Sauce / 沙爹醬
Salted Fish Meatloaf / 鹹魚肉餅
Stuffed Meat Lemongrass / 釀肉香茅
Cold Cut Meat / 冷切肉
Vietnamese Style Ham / 越式火腿肉
Uncooked Ham / 生火腿肉
Deep Fried Fish Paste / 炸魚餅
Steamed Crab Meat Pie / 蒸蟹肉餅
Squid Paste / 魷魚膏
Deep Fried Spring Rolls / 炸春卷

Beef / 牛肉

Chicken / 雞肉

周末加添更多甜品及小食
Pork / 豬肉

每條

Marinated Pork Patty Sub / 越式肉餅
Shredded Pork / 豬肉絲

Cold Cut / 冷切肉

Veggie / 蔬菜

5

$ 00
起

多種美食甜品 應有盡有 常備大量中、越雜貨 歡迎選購

營業時間：周二至周日 10am - 6pm
10

/ 周一休息

8 AVE. NE

5 AVE. NE

36 Street NE

Tel: 403.452.8881

33 Street NE

KIM
CHAU
CALGARY
3109-5 Ave. N.E., Calgary AB T2A 6C9

T&T

大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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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 (星期六)

4月28日 (星期五)

4月27日 (星期四)

北韓再射導彈 明剃中美眼眉
北韓醞釀發動第六次核試，中國力
促透過外交手段解決朝鮮半島核危機。
在此背景下，聯合國安理會上周五於紐
約舉行部長級特別會議，試圖緩和半島
局勢。不料就在會後五小時，北韓突然
又發射了一枚中程彈道導彈，更指目標
是美國本土。雖然導彈升空兩分鐘即爆
炸，卻令和平解決朝核問題的願望再度
落空。美國總統特朗普直斥事件「壞透
了」，平壤此舉是對中國不敬。
駐聯國朝官：美不敵對 萬事有商量
北韓本月內第三次試射導彈，顯示其
態度仍然強硬。北韓駐聯合國副代表金
仁龍於上周五表示，美國通過軍事威脅
和制裁，試圖令北韓放棄核武，只是癡
心妄想。他同時聲稱，北韓不會參加朝
核談判。另據報道，中美合力處理朝核
危機，已導致北韓民心不穩。
特朗普執政百日 叫停前朝槍管政策
昨日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滿百
日，他前日出席全國步槍協會（NRA）
年會，成為三十四年來首位出席該年
會的總統。特朗普宣布過去八年民主
黨政府對擁槍權的侵犯已結束，矢言
將繼續支持NRA。
南海議題 東盟爆分歧
第三十屆東盟峰會昨早在菲律賓首都
馬尼拉開幕，外界關注東盟各國在南海
爭議上會否一致向華施壓。早前表明討
論南海仲裁案是「浪費時間」的東道主
國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昨在開幕式僅
以不點名方式，間接呼籲各國以法治處
理爭議。菲方刻意低調處理南海議題據
報引起其他成員國不滿，但東盟網站至
昨晚仍未公布聯合聲明，分析認為反映
東盟內部存有分歧。
關係回暖 華艦七年來首訪菲
東盟峰會今日繼續舉行，同日解放
軍三艘軍艦將抵達菲律賓達沃市，進
行為期三日的訪問行程，是中國軍艦
七年來首次訪菲。近期中菲曾就南海
爭議再有分歧，據報是次訪問是由菲
方發出邀請，被認為是杜特爾特再度
靠近中國的舉動。
法艦赴日演習或激怒華
亞太局勢持續引起關注，法國一
艘兩棲突擊艦昨駛抵日本佐世保海軍
基地，以參加下周在關島附近舉行的
軍事演習，有分析認為或引起中國不
滿。是次演習日本、美國和英國等國
部隊也將參加，會進行登陸演習，將
動員約七百名官兵。有報道指出，英
法兩國雖然都尋求強化和中國的經濟
關係，但也深入和日本的安全合作。

薩德埋單10億韓美公開拗數
朝鮮半島戰雲密布，本應是緊密盟友
的美韓兩國，卻因為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
統的花費問題「因財失義」。美國總統特
朗普在受訪時公開向南韓追數，聲言美軍
在南韓部署薩德耗費十億美元，南韓應該
找數，否則不惜發起貿易戰。南韓政府不
為所動，總統選舉大熱候選人文在寅更表
示，應立即停止部署薩德。
特讚習大好人 暗示不再與蔡英文通話
特朗普開口向南韓討薩德軍費之
際，亦就中美關係發表意見。他大讚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位熱愛自己國
家和人民的「大好人」（a very good
man），更表明不會在台灣問題上為習
近平製造麻煩，變相拒絕台灣的蔡英
文總統再度與他通話的要求。
王毅警告：朝鮮半島有失控危險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美東時間周四在紐
約警告，當前朝鮮半島局勢存在「輪番
升級甚至失控的危險」，各方應全面完
整落實聯合國安理會決議，遏阻北韓開
發核彈，加大勸和促談力度。王毅還表
示，中俄將在朝核問題上加強合作。
普京晤安倍 籲各方勿擺交戰姿態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周四飛抵俄羅
斯首都莫斯科，於克里姆林宮與俄羅
斯總統普京會談。對於朝鮮半島日漸
緊張的局勢，兩人表示將會更密切合
作，緩和北韓與其他國家間的關係，
並呼籲各國以外交途徑解決問題。
德軍官冒難民圖施襲嫁禍
歐洲近年不斷發生恐襲，導致人心
惶惶，掀起一股反對難民湧入的右翼思
想。德國警方周三在南部拘捕一名「雙
面人」軍官，他一邊服役，一邊假冒成
難民。離奇之處是該軍官並不諳阿拉伯
語，仍成功註冊為難民，並獲批津貼。
調查人員初步懷疑他是一名極端右翼分
子，企圖發動襲擊並嫁禍於難民，又在
其友人家中檢獲大批武器。
滬「首虎」貪5000萬 囚17年
內地昨通報多名貪官判刑。有上海
「首虎」之稱的上海前副市長艾寶俊，
因貪污受賄逾五千萬元（人民幣．下
同）昨被福建漳州市中級法院判囚十七
年。法院認為艾寶俊有主動交代罪行，
認罪悔罪，且全部退贜，因此從輕判
處，並沒收個人財產五百八十萬元。
寶雞破盜墓黨 檢文物拘10人
陝西省寶雞市一名強姓男子自幼
酷愛歷史，長大後自學風水和盜墓技
能，組織盜墓集團，最少作案七宗，
去年盜掘寶雞陳倉區鴨限嶺古文化遺
址古墓群，暴露行蹤，強男等九名成
員及另一名接贓人告落網。

斥美韓背後插刀華決軍演撼薩德
雖然北韓暫未進行第六次核試，
但美韓並未減輕對朝鮮半島的軍事壓
力，藉機提前在南韓部署薩德導彈
防衞系統，引起中國強烈不滿。在中
國國防部昨日舉行的每月例行記者會
上，發言人楊宇軍表明，中方將針對
南韓薩德展開實戰演習訓練。中國官
媒直斥美韓部署薩德，是背後插中國
一刀。中國外長王毅亦警告，朝鮮半
島不是中東，不容許爆發戰爭。
美百參議員 白宮聽涉朝機密報告
美國國會全體參議員，周三抵達白
宮，聽取特朗普政府有關北韓威脅及
美國應對措施的特別匯報。華府會後
發表聲明，表示北韓企圖發展核武是
緊急的國家安全威脅，但強調仍對談
判持開放態度。
國產航母配「海之星」雷達
中國首艘國產航空母艦001A下水後
備受注目。航母工程總指揮、中船重
工董事長胡問鳴透露，001A提前了一
個月下水；而中國電科集團第十四研
究所（中電十四所）披露，國產航母
配備了新一代「海之星」有源相控陣
雷達。
紅通22犯海外藏身地曝光
內地厲行反貪腐，中央反腐敗協調
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通過「
天網行動」積極追緝外逃罪犯，昨日
更首次以公告形式，在中紀委監察部
網站曝光「百名紅通人員」其中廿二
人所涉的罪名及可能的藏身地。分析
認為這是要對相關人士造成無處可逃
的心理震撼。
郭文貴遭踢爆「六四謊言」
北京盤古氏投資有限公司實際控制
人郭文貴，被指涉嫌賄賂潛逃境外，
早前被國際刑警發出紅色通緝令。在
昨日，名為「郭文貴真相」的twitter
帳戶再度發放片段，披露郭文貴聲稱
自己曾因援助六四事件的學生、結果
被當局以煽動反革命罪而羈押一事是
謊言，更指郭其實在一九八九年曾因
詐騙罪，被關押近兩年。
反政府示威不停 委國將退出OAS
委內瑞拉反政府示威浪潮持續，大批
反總統馬杜羅的示威者周三湧上首都加
拉加斯街頭，高叫口號並焚燒雜物，警
方出動防暴隊及催淚氣鎮壓。連日來的
衝突已造成最少二十九人死亡、逾四百
三十人受傷，及一千三百人被捕。美洲
國家組織（OAS）周三召開外長峰會討論
委國反政府浪潮；委國批評OAS不斷侵犯
該國主權，宣布將退出該組織。

首艘國產航母下水
歷經三年多建造，被稱為「國之重
器」的中國首艘國產「001A」型航空母
艦，昨晨在大連出塢下水，標誌着中國
海軍正式邁入「雙航母」時代，亦顯示
中國自主設計建造航母技術取得重大突
破，且建造速度驚人。航母未正式命
名，預料下一步將進行系統設備調試和
舾裝（安裝武器裝備）施工，並進行繫
泊及海試。內地官媒社評形容，下水是
「中國崛起大書的其中一頁」，呼籲保
持平常心，因與美國航母仍有差距。
美韓突擊安裝薩德
駐南韓美軍昨晨無視中國、俄羅斯及
國內民眾反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奇
襲」星州高球場，以二十餘輛卡車，將導
彈發射車、火控雷達等薩德導彈防衞系統
（THAAD）組件運赴。示威者趕到現場，
與逾八千名負責封鎖道路的韓警爆發衝
突，造成逾十人受傷，但無阻美軍把薩德
組件送到部署地。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哈里斯表示，薩德將於日內投入運作。北
韓剛於建軍節舉行歷來最大規模的炮擊軍
演，美軍選擇在這個敏感時刻部署薩德，
或令朝鮮半島局勢再起風雲。
韓日分頭與美軍演 應對朝挑釁
北韓於建軍節舉行大規模演習，美
國、南韓及日本「不甘示弱」，周二
及周三分別在朝鮮半島西部及東部海
域演習，應對北韓的挑釁行動。至於
美軍「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戰鬥群
的艦載戰機，周三則在日本南部海域
與日本航空自衞隊演習。
特讚習助緩朝核 棄談貨幣問題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一談及朝鮮半島
局勢時讚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指中
方影響力有助緩和北韓與國際間的緊張
局面。特朗普不再把中國視為貨幣操縱
國，被質疑與競選總統時的態度大變。
韓媒刊辱華廣告 促勿干涉內政
自南韓在境內部署薩德導彈防衞系統
以來，中國加強「抵制」國內的韓企，雙
方關係緊張。正當風波快將淡化之際，南
韓媒體刊登一則辱華廣告，聲言要「強力
打擊『中國狗的海賊行為』」，又批評中
國是「海賊崛起」，引發爭議。
談311失言 日復興大臣辭職
日本復興大臣今村雅弘周二晚在自民
黨晚宴會上失言稱：「幸好三一一大地
震發生在東北地區，若發生在首都圈，
後果不堪設想。」今村其後致歉並宣布
辭職。首相安倍晉三當晚就今村失言向
國民致歉，並宣布前環境副大臣吉野正
芳繼任復興大臣。然而，在野黨要求安
倍為任命今村負責。

一周國際新聞

4月30日 (星期日)

二零一七年

四 月 廿七 日 至 五 月 三 日

卡城世紀 賭場 娛樂 中心
c a l g a r y. c n t y. c o m

1010 - 42 Ave. SE Calgary Tel: (403)287-1183

歡迎光臨「大贏家」特區！
Welcome to the Winners’ Zone !

五月份尋寶樂
五月份逢星期一、二、三，下午四時、五時及六時，將會抽
出十位幸運兒至五月廿八日，所有500位幸運兒可到本賭場
換取寶箱鎖匙壹條，其中五條鎖匙可以打開寶箱贏得巨獎。
詳情請到本賭場查詢

Promotion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AGLC approval.

RUSH TO GLORY!

21點大賽

五月份及六月份逢星期四晚上七時舉行初賽，
當晚勝出者可獲五十元現金券及參加準決賽。
大獎包括$500現金券及Calgary Stampeders
美式足球季度門券

詳情請到本賭場查詢

逢星期六晚上8PM-12AM

全 新

賭檯耍樂時間
入場費︰$15/位

逢星期六晚上八時開始 （包壹杯酒精類飲品）

每日早上11時至凌晨3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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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提供各社團、公司舉行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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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型Party美食供應
凡惠顧餐廳之華人顧客，可獲免費甜品（Baklova）

* 歡迎預早訂座

每天提供不同菜式特 惠午 餐及 晚餐

12

* Athenian Seafood Pasta (雅典海鮮闊麵)

* Pork Loin

(豬嫩肉)

* Kleftiko — Roast Lamb (烤羊肉)

* Seafood Special (時令海鮮)

* Mousaka

(姆撒卡茄子肉碎)

* Salmon

* Pork Souvlaki

(希臘薄餅包豬柳)

* Suckling Pig

(希臘式乳豬)

(三文魚)

* Greek Salad
(希臘沙律)
— 逢星期五至星期日晚市供應

來自美國 的 B e tt y Ch a n
與餐廳東 主 Pe te r 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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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適美”隱形矯正牙套採用最新
科技無托槽、無鋼箍透明牙套。
能輕鬆地矯正閣下子女的牙齒，
同時讓他們在治療期間維持原有
的生活方式，令他們重拾自信，
展現真實自我的笑容。
光臨myORTHODONTIST，Dr. JosephYu及Dr. Dhol兩位牙醫會為每位客人
作出個人不同付款計劃，包括：
■

$0首期

■

富彈性供款計劃

■

可要求保險公司直接付費

■

可預約晚間或周末診治

■

無需轉介

“令卡城充滿 真 摯 的 笑 容 ” 是 我 們的承諾
請來電預約
Dr. Yu
作免費咨詢

糖尿病前期
(PREDIABETES)

什麼是糖尿病前期？

•

排尿次數比往常增多。

(What is prediabetes?)

•

感覺非常飢餓。

•

視力下降。

•

體重輕易下降。

糖尿病前期是個警告信號，說明您有
患二型糖尿病的風險。糖尿病前期意味著
您的血糖水平高於正常水平，但還沒有高
到糖尿病的水平。糖尿病前期也被稱為糖
耐量受損或空腹血糖受損。多數二型糖尿
病患者都患過糖尿病前期。

如何診斷糖尿病前期？
(How is prediabetes diagnosed?)

糖尿病前期的誘因？
(What causes prediabetes?)
您攝入的食物會轉化為葡萄糖，為您
的身體提供能量。正常情況下，一個被稱
為胰腺的器官會產生胰島素。胰島素會使
您血液內的葡萄糖進入體內細胞。但當您
體內的胰島素無法正常運轉時，葡萄糖無
法進入細胞，於是它會停留在您的血液內
。這叫做胰島素抗拒。而血液內葡萄糖的
堆積則會導致糖尿病前期。
體重超重、不經常運動、有糖尿病家
族病史的人更有可能患上糖尿病前期。患
過妊娠糖尿病的女性也更容易患上糖尿病
前期。

糖尿病前期的症狀有哪些？
(What are the symptoms?)
多數糖尿病前期患者沒有任何症狀。
但如果您患有糖尿病前期，那麼應該留意
糖尿病的信號，例如：
•

感覺十分口渴。

通過驗血可以判斷您是否患有糖尿病
前期。如果出現以下情況，那麼您患有糖
尿病前期：
• 您空腹血糖測試的結果介於每升
6.1到6.9 毫摩爾（mmol/L）之間。
• 您口服葡萄糖耐量測試（OGT T）
結果介於7.8到11.0 mmol/L之間（測試開
始的2小時後）。
• 您糖化血紅蛋白測試的結果介於
6.0%到6.4%之間。

不健康脂肪，例如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
盡量減少熱量的攝入並限製糖的攝入量。
• 多運動。您可以進行中等強度的
運動、劇烈運動或二者同時進行。每天增
加一點運動量。您可以游泳、騎車，或進
行其他活動。走路是一種簡單的鍛煉方式
。在醫生允許的情況下，您可以進行每周
至少2次的肌肉加強訓練。
做出以上改變可以幫助延緩或防止糖
尿病，同樣也可能避免或延緩患上糖尿病
後會產生的一系列嚴重問題，例如心髒病
發作、中風、心臟疾病、眼部疾病、神經
疾病，及腎臟疾病。
有些醫生可能會讓糖尿病前期患者服
用控制血糖的藥物。如果您的醫生給您開
了幫助控制血糖的藥物，請按醫囑服用。

糖尿病前期可以預防嗎？
(Can prediabetes be prevented?)
保持健康的體重、進食健康的食物，
並堅持鍛煉可以幫助預防糖尿病前期。

如何治療糖尿病前期？
(How is it treated?)
治療糖尿病前期並預防二型糖尿病的
關鍵在於，將您的血糖水平降低迴正常範
圍。您可以通過改變生活方式以實現這一
目的。
• 留意您的體重。如果您超重，那
麼輕微的體重減輕就能有所幫助。而減少
腰部的脂肪尤為重要。
•

選擇健康的食物。限制您攝入的

任何時候如需護士建議及一般健康信
息，請撥打健康熱線811。
來源：www. myhealth.alberta.ca
最後更新時間2016年5月23日
經Healthwise Inc.© 許可後翻譯；其
內容不能用於代替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或
其他保健專業人員所提供的醫療保健建議
。關於醫療診斷和治療的事宜，請務必諮
詢醫療保健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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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分類
廣告熱線：

AC T I V E AU TO B O DY
永久車身修理公司

403.617.2100

danny@trendweekly.com

www.activeautobody@hotmai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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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 驗 技 師 * 快 捷 便 利
* 車身修理 * 品質保證
* 免費估價 * 取價公道

BUS: 403-277-1710

207 - 36 Ave. NE Calgary AB

Cell: 403-617-6500

三個月 (13期) $155+GST / 每個
六個月 (26期) $295+GST / 每個
一年
(52期) $560+GST / 每個

未能如願取到《東方報》?
你可上網

www.orientalweekly.net
SERENITY

Memorials Canada Ltd.

珠心算 學校

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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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四就會出現在你眼前
風暴無間，豪雨無阻
無需四處問人或尋找

4119 - 17 St. SE Calgary AB / #103, 303 Centre St. SW Calgary AB

山景墓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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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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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們一個電話

Joana Ng 伍太

403-818-9975

山景殯儀館
M o u nt a i n Vi ew Fu n e ra l Home / 1515 - 100 St. S E

伊甸墓園

Joyce Chan

陳 桂 芳

電話：403-540-0631
傳真：403-286-6628
Emal：chan_joyce@shaw.ca

Eden Brook Memorial Gardens

17 Ave SW & Lower Springbank Rd. Cal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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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資料絕對保密

˙省政府認證專員

風水福地．遠眺洛磯山脈．毗鄰高爾夫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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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聘 Thai Express
位於市中心Suncor Center
BP House、Centennial Place 及 MarketMall
誠聘有經驗炒鑊、收銀、執碼兼學廚數名
有意者請致電A m y 預約見 面

預售永久福地，家族墓園，雲石陵，骨灰靈位，
不同宗教儀式殯儀服務，協助先人骨灰移民，提供分期付款計劃。
查詢 及 預 約 請 電

Eva Pang 彭小姐
403- 890- 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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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lete funeral and cemetery services; pre-planning available, serving all faiths, cultures and bud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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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C LX SEDAN
LEASE FROM

APR

#

%

@

MODEL SHOWN: CIVIC TOURING SEDAN

DOWN PAYMENT

£

GET A

GREAT FEATURES STANDARD, INCLUDING:

+
CIVIC BONUS¥

LEASE FROM

→ HEATED FRONT SEATS
→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 MULTI-ANGLE REARVIEW CAMERA WITH DYNAMIC GUIDELINES
→ AUTOMATIC CLIMATE CONTROL WITH AIR-FILTRATION SYSTEM

APR

#

%

@

DOWN PAYMENT

£

#/£ Limited time lease offers from Honda Canada Finance Inc. (HCFI), On Approved Credit. Weekly lease offers apply to a new 2017 Civic 4D LX 6MT, model FC2E2HE/2017 CR-V LX AWD CVT, model RW1H3HES for a 60/60-month period, for a total of 260/260 payments of
$56/$88 leased at 1.99%/3.99% APR. 120,000 kilometre allowance (12 cents/km excess charge applies). Consumers may pre-purchase up to a maximum of 16,000 extra km/year at $0.08/km at the time of entering into the lease agreement.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14,560/$22,880. Lease obligation includes freight and PDI of $1,595/$1,725, Federal air conditioning charge, tire levy and other applicable fees except PPSA lien registration fee of $10.76 and lien registering agent’s fee of $5.25, which are both due at time of delivery. No
down-payment required. Taxes, license, insurance and registration are extra. Dealer may lease for less. ¥ $750 Civic bonus lease or finance dollars available on select new and unregistered 2017 Civics only when financing through HCFI and are applied to purchase price after
taxes. #/£/¥ Offers valid until May 31, 2017 at participating Honda retailers. Offers valid only for Alberta residents at Honda Dealers of Alberta locations. Weekly leasing available on terms of 36 months or greater. Offers subject to change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prior notice.
Offers only valid on new in-stock 2017 vehicles. While quantities last. Dealer order or trade may be necessary. Visit HondaAlberta.ca or your Alberta Honda dealer for details.

Robert Cheung
Product Advisor

403-667-7618

Sid Guo

Product Advisor

587-969-8369

Charlie Vo

Senior Product Advisor

403-803-6888

Michael Lee

Raymond Li

403-291-1444

403-291-1444

Assistant Service Manager

Finance Manager

祗要你肯做，就由你主導
本公司的專業團隊從適合你的廚房設計開始，選取上乘的加拿大木
料，全由本厰生産，更備獨立噴漆房。嚴謹的製作過程，專業的安
裝人員，更有完善的售後服務。歡迎親臨陳列室參觀及查詢。

或電郵

eliza@clcabinets.ca

Tel: 1 (866) 938-9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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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Ave SE
5 St SE

國／粵語查詢專線： Eliza︰403-830-8049

Blackfoot Trail SE

星期六/日及每日下午5時後可預約

Glenmore Trail SE

Macleod Trail

全新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8am-5pm

N

Chinook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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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