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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K#1713982017 SIENNA SE
TECHNOLOGY PACKAGE

或以$0首期，60個月租賃，利率0.99%

每兩周供款 $26010 + GST

原價原價 $49,697$49,697 +GST+GST

$43,011$43,011 +GST+GST

$6,686

$12,839.40
$2,773.80

We’re Serious About Earning Your Bussiness And
We’ll
PROVE
IT !!!

We’re Serious About Earning Your Bussiness And
We’ll
PROVE
IT !!!

．服務卡城三十五載

．2017年再度被評為草原省份優質銷售服務

．被評為5星級顧客滿意度大獎

．銷售及維修保養積分優惠可直接省錢

．南北兩店互通服務，本店及Calgary Lexus

　皆可為閣下座駕提供保養維修服務

．維修服務等候期間可獲免費美甲服務

．專業至誠華語精英團隊為閣下提供服務

．現有本車行顧客介紹新顧客購車可獲$300獎賞

STK#180303

2018 COROLLA
     CE

原價
$22,884 +GST $20,055 +GST

或以$0首期，39個月租賃，利率0.49%

每兩周供款 $11147 + GST

$10,937.70
$244.92

STK#180509

2018 RAV4
LE AWD

原價
$32,814 +GST $29,328 +GST

或以$0首期，39個月租賃，利率0.49%

每兩周供款 $16482 + GST

$16,808
$372.06

$ 3,486
STK#180021

2018
AVALON LIMITED

原價
$48,119 +GST $40,809 +GST

或以$0首期，60個月租賃，利率1.99%

每兩周供款 $25286 + GST

$16,340.40
$3,027.60

$ 7,310

Freeman Leung

403.769.9844

Sales Manager

Vincent Kang 

587.890.8688

Lease Portfolio Manager

Don Eam

403.607.4853

Product Advisor

William Pan
Product Advisor

587.888.9355

Eric Ngo
Product Advisor

587.719.2888

體驗首次滑雪樂趣! Norquay滑雪場為你特定全包套餐!

請瀏覽：BANFFNORQUAY.COM
或致電：1844 - NORQUAY 

連吊車票，裝備租賃及指導課程

小童  $89  成人  $99
離 卡 城 一 小 時 車 程

亞省省議會的各個黨派的議員星期二拋開不同

政見，以70比零投票表決通過了支持執政的新民主

黨提出的應對輸油管擴建項目與卑斯省（BC）爭端

的決定。亞省省議會現在有三個在野黨，聯合保守

黨、阿爾伯達黨、和自由黨。他們都支持省政府為

落實擴建輸油管項目提出的措施，其中包括要求聯

邦政府採取介入行動。

亞省的石油產量多年來受到向外輸送能力的限

制，難以擴大生產。以前擬定的向南和向東鋪設新

輸油管的計劃都遇到很大阻力未能實現，好不容易

擴建通往太平洋港口的輸油管計劃得到了聯邦政府

的批準，能夠提高原油輸出能力三倍。但又遇到卑

斯省的阻礙。該省說需要對輸油管擴建項目給環境

帶來的影響進行評估。這引發兩省之間的爭端。

上個月，亞省省長曾採取行動抵制卑斯省出產

的葡萄酒，後來又提出要切斷給卑斯省的石油和天

然氣供應。但這些似乎並沒有讓卑斯省低頭。卑斯

省省長賀謹（John Horgan）星期二再次表示，「亞

省省長諾特利（Rachel Notley）威脅說要切斷給我

們的石油供應，這種做法在他們省可能行得通， 但

我們還是堅持要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爭端。這是從環

境角度出發，也是從經濟利益考慮。」

卑詩省已經聘請了律師，準備法律文件，準備

在法庭上闡述該省保護土地、海岸和水域的權利。

亞省聯合保守黨黨領肯尼甚至認為， 面對卑斯省的

阻撓，本省政府應該更強硬。

亞省省議會一致通過支持橫山輸油管擴建計劃 卑詩省要訴諸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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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一阻止了博通(Broadcom Ltd.)以1,170億美
元敵意收購高通公司(Qualcomm Inc.)的計劃，這是特朗普政
府在實施了一系列非凡舉措之後祭出的殺手殺手鐧，反映出
美國官員對日益加劇的中美先進技術競爭的擔憂。雖然博通
是一家總部位於新加坡的公司，但負責審查海外交易的美國
海外投資委員會(簡稱CFIUS)表示，博通對高通的併購可能對
美中兩國在廣泛科技領域的競爭產生影響。該委員會表示，
考慮到博通是一家以大力削減成本著稱的巨頭，他們擔心博
通的收購將妨礙高通的研發。CFIUS說，被博通收購可能削
弱高通在開發新一代無線技術5G方面對中國華為技術有限
公司等外國對手的競爭力，從而削弱美國實力。
博通去年11月份對高通發起敵意收購，一旦達成將締造科
技行業史上規模最大的併購交易。為規避CFIUS的審查，博
通準備把總部遷到美國，不過特朗普的總統令實際上已經
終結了博通的收購希望。博通週一晚間表示，正在對總統
令進行評估。該公司在一份聲明中說，他們完全不認為自

己收購高通的交易有任何國家安全風險。博通此前表示，
如果交易達成，將投資高通的5G技術。美國財政部長兼
CFIUS主席姆努欽(Steven Mnuchin)在一份聲明中說，這項決
定是基於本交易相關事實和國家安全敏感性做出的。他說
，CFIUS不會再就博通或其僱員發表任何聲明，其中包括博
通在美國的成千上萬名工作努力、技術熟練的僱員。
CFIUS對涉及中國的含有國家安全風險的交易持越來越謹慎
的態度，也越來越關注可能試圖逃避CFIUS審查的交易撮合
人。CFIUS一名官員在3月5日致兩家公司律師的信中說，
CFIUS就高通收購案提出的一個重要關切是，博通與第三方
外國實體的關係，以及博通與高通的商業意向對國家安全
的影響。這封信披露給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簡稱SEC)。
信中說，華為和其他中國電信公司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威
脅已是眾所周知，如果由中國公司主導5G技術，將對美國
國家安全造成極為不利的後果。

在3月4日CFIUS決定調查博通對高通的收購提議後，博通加
快了將總部遷至美國的行動，CFIUS對此也表示擔憂。CFIUS
在落款日期為週日的信中向兩家公司的律師表示，CFIUS要
求博通提前五天通報遷址行動，但博通一再違反命令。
CFIUS在信中還表示，針對高通收購案的調查已經證實這項
併購計劃具有國家安全風險。

特朗普以國家安全為由下令禁止博通收購高通

中國監管機構收緊審批標準，多家企業的上市申請被否。
希望在中國大陸上市的中資企業遇到了障礙。據投行人士
和分析師稱，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證監會）
最近幾個月收緊了首次公開募股(IPO)標準，對擬上市公司
報告的利潤和資訊披露情況進行了嚴格審核。證監會下屬
發行審核委員會（簡稱：發審委）已被告知，若IPO獲批
上市的公司出了問題，該委員會的成員將被問責。
中國政府正試圖全面遏制金融風險，所採取的措施包括上
月對一家大型民營保險公司的接管。上述人士稱，收緊審
批標準是為了確保只有高質量的公司才能夠上市，以便逐
步改善股市的穩定性和質量。據為發審委提供咨詢的一位
律師稱，委員們在否決IPO申請方面毫不手軟，他們將有
問題的公司視為必須除掉的蝗蟲。該律師表示，沒有官員
願意為企業帶病上市承擔責任。
自去年10月中旬調整成員以來，本屆發審委對IPO申請的否
決率達到42%，相比之下，2017年前九個月和2016年全年的
否決率分別為13%和7%。IPO審核標準突然收緊導致一些有
前景的企業失去了一條潛在資源豐富的融資渠道，投資者
稱，這反映出中國股市2015年暴跌後籠罩股市的不信任情
緒久久不散。監管此舉也使得一批在美國和歐洲交易所退

市、希望在中國大陸重新上市以獲得更高估值的中資企業
面臨更渺茫的上市前景。多年來中國政府一直承諾進行改
革，允許公司在向證監會注冊發行計劃之後進行IPO。然而
這一改革進程一再推遲。2015年股災爆發，最嚴重的時候A
股市值一度蒸發5萬億美元，之後中國政府暫停注冊制改革
。很快政府又承諾恢復改革日程，但上個月這一計劃再度
延遲兩年。中國政府的主要思路已經轉向防範金融風險，
而不是政策改革，這一思路也貫穿了過去兩年的重大政策
聲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10月份的經濟五年規劃
中將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作為中共的一個主要目標。
2015年股災之後上台、肩負整頓市場重任的證監會主席劉
士餘正在落實這一新思路。據參加去年7月份一次閉門會議
的官員透露，劉士餘在會上發出嚴令，要求面向所有獲批
的IPO，對發審委成員實行終身追責制。此後IPO被否的公
司中，有年利潤超過人民幣1億元（約合1,575萬美元）的企
業，包括污水處理廠運營商和汽車零部件製造商。根據
Wind資訊的數據，監管機構否決率飆升導致等待審核的IPO
申請量不斷減少，從2016年的近900家減少至不到400家。
許多投資者和分析人士稱，長期以來，一些中國官員一直
認為，當前的系統人為限制新股供應、限制上市價格的做

法會讓市場失真。他們表示，這還會妨礙中國領導人將股
市轉變為經濟可靠融資來源的目標。據總部位於香港的里
昂證券(CLSA)，2017年，發股融資規模在中國新增融資總
額中所佔的比例為5%，銀行貸款所佔比例為73%。
在近期遇冷前，監管機構每週核準約10家公司的IPO批文
。到去年11月中旬，核準速度下降至每週不到五家。在去
年11月7日召開的發行審核委員會工作會議上，六家申請
公司中只有一家公司，即電子產品零部件生產商蘇州春秋
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獲通過。六家公司申請五家被否的
消息對市場造成了影響。一家投資銀行的負責人稱，現在
向發行審核委員會提交申請就像是去 「抽獎」。

中國收緊上市審核標準 大量IPO申請被否

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

雪裡紅 迷你砂糖桔

美極牌醬油
海燕牌
清雞上湯

雀巢三合一
即溶咖啡

皇家牌
高級雙層廁紙

短紹菜

Stik O 牌威化條
亞來地牌
荔枝糖水

特級牛尾

中國蜜柚

大芋頭韭菜 甜豆／雪豆

豬腿肉連皮
急凍
特級童子雞

三象牌糯米粉

大番茄

新鮮豬扒

特級基拿蘋果

錦牌
糙米/壽司米

生猛
大西洋青口

雞嘜甜辣醬

青豆仔

台灣楊桃

特級牛蹄

味精 原味

指定選擇

原箱
$4.99/磅

指定選擇

鴨梨 78¢
/lb

Ya Pears

4 days only

只限四天

03/16 - 03/19

新鮮雞翼

原箱
$1.49/磅

169
/lb

Fresh Chicken Wing or 
$1.49/lb for Whole Case 
Lot

海燕牌米粉

4 days only

只限四天

03/16 - 03/19

199
/lb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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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OECD)週二稱，美國推出的減稅
及擴大財政支出政策或提振今明兩年的全球經濟增速，但
貿易緊張關係升級可能抵消這一利好。由於投資支出增加
和失業減少推動主要經濟體大多轉暖，去年全球經濟增速
加快。OECD在其季度報告中表示，其中一些經濟體今年
的經濟增速料有所回落，但回落幅度較該研究機構去年11
月份報告的預期降幅收窄。OECD預計其他許多大型經濟
體將繼續改善，其中美國、德國、法國、墨西哥、土耳其
和南非經濟增速料顯著加快。
從去年11月份到眼下的一個重大變化是美國國會去年12月
份和今年2月份分別通過的減稅和擴大財政支出的組合拳

。OECD認為，這些舉措將助力美國今年的經濟增速上升
至2.9%，明年經濟料增長2.8%，該機構去年11月份報告的
預期增幅分別為2.5%和2.1%。再加上德國較為溫和的預算
刺激措施，預計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速均將上升至3.9%，
之前的預期增幅分別為3.7%和3.6%。OECD代理首席經濟
學家Alvaro Pereira表示，這非常接近歷史均值，全球經濟
較過去大有改觀。但未來也存在隱憂。OECD警告稱，若
美國的鋼鋁關稅計劃引發其他國家上調關稅，採取一系列
報復行動，那麼全球經濟增速的加快勢頭就可能被削弱。
OECD以過往幾次貿易衝突對經濟增長和就業的負面影響
為例，呼籲美國貿易夥伴不要急於採取報復性行動。此外

，OECD還對全球主要央行為削減刺激規模而採取的行動
表示歡迎。這些刺激措施旨在提振經濟增速。在美國經濟
增長將進一步增強之際，OECD預計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
今年將加息四次，明年也將加息四次；OECD之前的預期
為加息三次。另外，OECD還預計歐洲央行將於今年晚些
時候結束購債措施，並在之後開始上調關鍵利率。
不過OECD也指出，鑑於目前債務和資產價格已位於高位
，因此各大央行的利率正常化舉措也會帶來一些風險。因
此OECD認為，各大央行在向市場傳達政策正常化資訊時
應該溝通明確。

在特朗普政府對美中貿易逆差尤為關注之際，中國2月份
出口意外飆升，推動國際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海關總署
公佈2月份中國出口同比大增44.5%。接受《華爾街日報》
調查的經濟學家預計的增幅為8.5%。當月進口增長6.3%，
低於市場預期。這意味著中國上個月整體貿易順差從1月
份的203.4億美元擴大至337.4億美元。經濟學家此前預計
，受春節期間停產影響，2月份進口額將較出口額高出54
億美元。麥格理集團(Macquarie Group)經濟學家胡偉俊說
，中國2月份出口增長遠高於預期，說明全球需求相當強
勁，今年料將對中國經濟構成重要支撐。交通銀行經濟學
家劉學智建議不要過度解讀2月份出口激增現象，因為假
期會給數據造成干擾，去年中國春節在1月份，今年在2月
份，這讓年初數據波動性很強。劉學智稱，中國出口前景
面臨的最大威脅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尤其是美國。

儘管遭到美國貿易夥伴和美國議員普遍反對，但美國總統
特朗普仍計劃向輸美鋼鋁製品徵收關稅，這引發了全球可
能爆發貿易戰的擔憂。特朗普發推文稱，美國已經要求中
國在年內制定一個計劃，將美中巨額貿易逆差減少10億美
元。2月份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從1月份的219億美元收
窄至209.6億美元。中國對美國的商品出口額為317億美元
，在總出口中佔18.5%。雖然中國鋼鐵產量佔到全球產量
的一半，但大部分鋼鐵在國內消費，因此美國加征關稅的
計劃對中國鋼鐵生產商的影響預計不大。但美國依然是中
國第一大出口市場，中國政府官員對特朗普表態的回應也
一直非常謹慎。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全國大人間隙的新聞
發佈會上說，一些人認為中國要取代美國在國際上的作用
，這是一個根本性的戰略誤判。王毅表示，歷史的經驗教
訓證明，打貿易戰從來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如果

爆發貿易戰，中國必將作出正當和必要的反應。
去年，得益於全球經濟和需求回暖，中國經濟年增長率幾
年來首次回升。中國國家發改委表示，預計今年對外貿易
將保持穩步增長，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預計為8%-9%，
與去年持平。

貿易緊張局勢當前 中國2月份出口飆升

對沖基金押注美國股市近期的動蕩行情將持續下去。在
此前兩年多的時間裡，對沖基金都是押注美股將保持平
穩。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止3月
6日，包括對沖基金在內的杠桿基金持有的芝加哥期權交
易所波動率指數(Cboe Volatility index, 簡稱VIX)期貨多頭
頭寸規模超過空頭頭寸，這標志著2016年2月份以來該
合約首次呈現凈看多局面。
對沖基金和投機者對VIX的看法之所以發生逆轉，一定程

度上是因為此前一個月美股出現劇烈震蕩，2月份標普
500指數和道瓊斯工業股票平均價格指數一度跌入調整區
域，一方面是受投資者對通脹上升的擔憂拖累，另一方
面是因部分投資者押錯波動性方向，對市場帶來衝擊。
自那時以來，市場震蕩行情已經減弱，但一個衡量股市
波動性的指標仍然高於去年的平均水平。VIX期貨的多頭
頭寸可能就是押注股市下跌的空頭頭寸，因為二者通常
呈現反向波動關係。交易員可以利用該衍生品對波動性

本身進行方向性押注，或使用該合約來對沖自己股市投
資組合的風險。
對沖基金並非總是善於把握押注波動性的時機。上個月
押注波動性的對沖基金可能浪費了一個大顯身手的機會
。根據摩根大通3月9日的一份報告，儘管2月份市場波動
性加劇，但這些基金的回報率表現平平。2月份的市場環
境本該為押注波動性的對沖基金提供更多押注波動性趨
勢並從中獲利的機會。

對沖基金押注美股將維持動蕩行情

OECD：全球經濟前景向好 但貿易衝突危及增長勢頭

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

三小姐牌
沙河粉

布拉勤牌
菲律賓腸仔

爽口牌肉丸
(魚/蝦/墨魚)

三陽牌即食
辛辣雞味拉麵 李錦記海鮮醬牧童牌辣椒醬

雞嘜鹹酸菜
石城牌
3點1刻奶茶

幸福比內牌椰果
（紅、綠、白） 莎基歌牌

飲品
韓式
已調味紫菜

海燕牌
印度馬駮魚

AAA牌
有頭老虎蝦

阿美嘉牌
去頭白蝦

三魚牌
原條火箭魷魚 海燕牌蝦餃

新東食品
新鮮潮州粿條

海燕牌
急凍芋頭

布娜牌
急凍木薯蓉

海燕牌
急凍烏頭魚

雞嘜鵪鶉蛋

廟牌越南米紙

帝皇魚扒
幸福比內牌
急凍泥鯭魚

急凍去腸肚鯽魚
新鮮
太平洋蠔肉

數量有限

美味精選牛頸骨

數量有限

Saveplus
海鮮雜錦

甜味

辣味

多款口味

多款口味

149
Ocean Swallow Square 
Rice Vermicelli 1mm 
400g

海燕牌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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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亞省卡城越南華裔聯誼會於上周六（三月十日）晚上，假座華埠富麗宮大酒樓舉行慶祝該會成立三十周年暨春節
敬老聯歡晚會。當晚筵開六十餘席，到賀嘉賓六百多人，座無虛席。特別嘉賓包括亞省財政廳長兼亞省財務委員會主席
Joe Ceci伉儷丶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卡城總領事館副總領事高振廷及湯鎮天領事丶加拿大國會議員 Hon. Deepak Obhral 丶
亞省省議員麥楷華（Ric McIver）伉儷丶亞省省議員高飛（Richard Gotfried）伉儷、亞省省議員柏達（Prasad Panda）丶
卡城市議員朱文祥丶亞省亞伯達黨黨魁 Stephen Mandel丶法律顧問鄺說道大律師及鮑胡嫈儀女士等；並有專程由溫哥華
及愛民頓遠道而來的多個社團代表團，包括由會長王國豐率領的愛城越南華僑聯誼會代表團丶由會長葉廣昌率領的溫哥
華加拿大越棉寮華裔聯誼會代表團丶由會長謝金寶率領的愛城客屬崇正會代表團及由榮譽會長柳家勝率領的愛城越柬寮
華裔敬老培英協會代表團丶點問頓警世鐘劇社社長楊耀華伉儷丶卡城多個社團，中外大小商號皆有出席此難得的盛會。

當晚大會司儀由朱國雄及Angie 擔任，節目異常精彩，先由卡城精武體育會醒獅表演揭開序幕，繼而唱頌加拿大國歌及由
會長夏來和致歡迎辭及向各來賓拜年，祝願各位狗年旺旺，身體健康，隨後由朱國雄宣讀國會議員夏堅（Kent Hehr）的
賀辭，接著邀請各位特別嘉賓先後上台致賀辭，最後由越華會英文秘書李烱輝致謝辭。晚宴開始期間特別安排兩位財神
爺大派利是並廣邀嘉賓到台上齊唱賀年歌，席間由小天鵝舞蹈學校及婷婷歌舞團表演精彩舞蹈及大抽獎。晚宴後更由兩
位來自溫哥華著名歌手  Stella 及  Alisha 聯同由愛城謝金寶率領的  Galaxy 大樂隊獻唱中西經典金曲，令全場來賓皆可全情
投入地「勁歌熱舞狂歡賀新歲」。狂歡舞會中場舉行幸運抽獎抽出全埸最名貴獎品包括：溫哥華來回機票兩張，五十吋
大屏幕電視一部及鑽石吊墜一個，令全場氣氛達至高潮。抽獎完畢後精彩勁歌熱舞至凌晨十二時半才曲終人散，各位來
賓皆盡興而返。

加拿大亞省卡城越南華裔聯誼會於上周六（三月十日）晚上，假座華埠富麗宮大酒樓舉行慶祝該會成立三十周年暨春節
敬老聯歡晚會。當晚筵開六十餘席，到賀嘉賓六百多人，座無虛席。特別嘉賓包括亞省財政廳長兼亞省財務委員會主席
Joe Ceci伉儷丶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卡城總領事館副總領事高振廷及湯鎮天領事丶加拿大國會議員 Hon. Deepak Obhral 丶
亞省省議員麥楷華（Ric McIver）伉儷丶亞省省議員高飛（Richard Gotfried）伉儷、亞省省議員柏達（Prasad Panda）丶
卡城市議員朱文祥丶亞省亞伯達黨黨魁 Stephen Mandel丶法律顧問鄺說道大律師及鮑胡嫈儀女士等；並有專程由溫哥華
及愛民頓遠道而來的多個社團代表團，包括由會長王國豐率領的愛城越南華僑聯誼會代表團丶由會長葉廣昌率領的溫哥
華加拿大越棉寮華裔聯誼會代表團丶由會長謝金寶率領的愛城客屬崇正會代表團及由榮譽會長柳家勝率領的愛城越柬寮
華裔敬老培英協會代表團丶點問頓警世鐘劇社社長楊耀華伉儷丶卡城多個社團，中外大小商號皆有出席此難得的盛會。

當晚大會司儀由朱國雄及Angie 擔任，節目異常精彩，先由卡城精武體育會醒獅表演揭開序幕，繼而唱頌加拿大國歌及由
會長夏來和致歡迎辭及向各來賓拜年，祝願各位狗年旺旺，身體健康，隨後由朱國雄宣讀國會議員夏堅（Kent Hehr）的
賀辭，接著邀請各位特別嘉賓先後上台致賀辭，最後由越華會英文秘書李烱輝致謝辭。晚宴開始期間特別安排兩位財神
爺大派利是並廣邀嘉賓到台上齊唱賀年歌，席間由小天鵝舞蹈學校及婷婷歌舞團表演精彩舞蹈及大抽獎。晚宴後更由兩
位來自溫哥華著名歌手  Stella 及  Alisha 聯同由愛城謝金寶率領的  Galaxy 大樂隊獻唱中西經典金曲，令全場來賓皆可全情
投入地「勁歌熱舞狂歡賀新歲」。狂歡舞會中場舉行幸運抽獎抽出全埸最名貴獎品包括：溫哥華來回機票兩張，五十吋
大屏幕電視一部及鑽石吊墜一個，令全場氣氛達至高潮。抽獎完畢後精彩勁歌熱舞至凌晨十二時半才曲終人散，各位來
賓皆盡興而返。

加拿大亞省卡城越南華裔聯誼會
慶祝成立三十周年暨春節敬老聯歡晚會

加拿大亞省卡城越南華裔聯誼會
慶祝成立三十周年暨春節敬老聯歡晚會

相片提供︰Joe Hanson Chan相片提供︰Joe Hanson Chan

通 告

加拿大卡城龍岡公所
LUNG KONG ASSOCIATION (CALGARY CHAPTER)
115 - 2nd AVENUE S.E.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2G 0B2 

PHONE: (403)262-1077

　　查西曆四月五日乃是清明佳節，本公所為紀念先僑偉
績勳功，將舉行春祭掃墓。為方便大眾起見，故特提前於
三月卅一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半，虔備金豬、三牲酒
醴、糕點果品等祭品，先在本公所禮堂舉行拜祭四先祖儀
式。禮成後隨即前往華人南北二墳場舉行清明春祭先僑，
希我劉、關、張、趙四姓昆仲昆仲，親誼及友好踴躍參加，
以表對先僑慎終追遠之敬意。當日約下午二時備有雞尾酒
會款待到場親誼及嘉賓。

　　特此敬告全體會員及親友知照

卡城龍岡親義公所 謹啟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卡城龍岡公所 清明春祭先僑

卡城龍岡親義公所
已於三月三日慶祝劉漢昭烈帝寶誕

又迎來四喜臨門晚宴

　　卡城龍岡公所定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七日（星期六）舉行

春節敬老聯歡、公所成立八十一周年、會所落成三十二周年

及四四龍岡日（四喜臨門）紀念典禮。

　　同日中午十二時在該公所禮堂舉行拜祭四先袓儀式，以

表敬意！下午六時正假座華埠富麗宮海鮮大酒家舉行春節敬

老聯歡（四慶）晚宴。龍岡親義公所呼籲四姓親誼和友好攜

眷踴躍參加同申慶典。

　　詳情可向該公所查詢，電話：403-262-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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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klava)，請知會服務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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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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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demark(s) of Servus Credit Union.

Save  |  Spend  |  Borrow  |  Plan Feel good about your money.™

感覺被銀行的框框限制住？
Panorama 為您提供全新方案。

隨著新開幕及提供全新概念的 Panorama 分行，你將會面對更靈活理財服務的銀行。

現在你可以寄望於一家真正的金融機構把錢放在你的口袋裡！

歡迎前來諮詢

1087 Panatella Boulevard NW（Co-op 超市隔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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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余風采堂於三月四日舉行狗年春節聯歡暨本堂成立九十八周年雙慶誌喜。當日中午十二時正，在本堂禮堂舉行祭祖典禮，以紀念先賢之功德。祀儀
完畢，並設茶點招待宗親鄉誼。同日下午六時假座華埠富麗宮大酒家，舉行雙慶聯歡晚宴暨頒發第廿七屆獎學金。
當晚筵開三十三席，出席嘉賓包括︰中國駐卡城總領事館尹巨明副總領事、李眾副領事；亞省省議員麥楷華、卡城市議員朱文祥、本堂法律顧問Halley 
Carcasole、卡城中華協會周仕栢會長、卡城馬氏宗親會代表、本埠多個社團首長及代表等。
當晚宴席豐富味美，文娛節目更是多姿多彩，承蒙卡城中樂推廣曲藝社眾成員演奏精彩的國樂，更有Adam Yee小朋友自彈自唱多首中英文金曲，宴會
還設有幸運大抽獎，場面非常熱鬧。
本堂特別鳴謝下列宗親及商號之贊助︰
金豬贊助　︰余慕慈伉儷．贊助金豬乙隻
獎學金贊助︰余風采總堂　　　$1,200 余慕慈伉儷　$1,000
抽獎贊助　︰華埠發展基金會　$200 余慕慈伉儷　$100  阮振雄伉儷　$300
　　　　　　余策源伉儷　　　$100 余卓藻伉儷　$100  富麗宮酒家．餐券六張 高雅髮廊．護髮素壹套
特別贊助　︰卡城中樂推廣曲藝社．贊助全場音響  花麗雅花店．贊助全場襟花

卡城余風采堂理事會仝人 敬謝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加拿大卡城余風采堂
YEE FUNG TOY TONG BENEVOLENT SOCIETY

Phone: 403-263-4434 Fax: 587-296-5030
202B Centre Street S.E. Calgary AB T2G 2B6

鳴 謝 啟 事

通　告
　　卡城余風采堂謹定於2018年4月1日（星期日）為

清明時節省墓佳期，於該日上午十時半謹具三牲酒醴，

鮮花果品等前往南北墓園，虔誠致祭勞苦功高先賢。凡

余氏宗人務希撥冗參加，依時於十時半集合本禮堂，分

頭出發往南北墓園，虔誠致祭，慎終追遠，以表致意。

　　此致

卡城余風采堂理事會   啟
2018年3月15日

加拿大卡城余風采堂
YEE FUNG TOY TONG BENEVOLENT SOCIETY

Phone: 403-263-4434 Fax: 587-296-5030
202B Centre Street S.E. Calgary AB T2G 2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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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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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預約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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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每星期供款由

84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17,221 起，稅項另計。

首期　　　　及 利率每星期

借貸每星期供款由

84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21,516 起，稅項另計。

首期　　　　及 利率每星期

借貸每星期供款由

84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38,421 起，稅項另計。

首期　　　　及 利率每星期

借貸每星期供款由

每星期 首期 利率

84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27,521 起，稅項另計。

借貸每星期供款由

每星期 首期 利率

84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27,521 起，稅項另計。

指定型號全新萬事得汽車

春季特價優惠

購車借貸
利率優惠

指定型號全新萬事得汽車

0% $1,000 附加裝備高達

迎春特價優惠

The best or nothing.

Lone Star Mercedes-Benz  |  10 Heritage Meadows Rd. S.E.  |  lonestarmercedesbenz.com  |  403.253.1333  |  #lonestarinsider

平治春季大優惠 現正展開
選擇指定2018年型號平治汽車可獲三個月免費供款，優惠存貨有限，售完即止。

© 2018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Lease and finance offers based on the 2018 C 300 4MATIC Sedan/2018 GLC 300 4MATIC are available only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Total price of $47,816/$49,016 
for advertised vehicle includes MSRP plus all applicable dealer fees. **Lease example based on $458/$528 per month for 45/45 months. Down payment or equivalent trade of $3,700/3,925 plus security deposit of $500/$550 and applicable taxes due at lease 
inception. MSRP starting at $44,700/$45,900. Lease APR of 2.9%/3.9% applies. Freight/PDI of $2,495, dealer admin fee of $495, air-conditioning levy of $100, EHF tires, filters, batteries of $20, PPSA of $23.80/$23.80 and AMVIC fee of $6.25 are due at signing. 
Total obligation is $27,921/$31,351. 18,000 km/year allowance ($0.20/km for excess kilometres applies). †Cash credit of $1,000 only applicable on the 2018 C-Class Sedan (excluding AMG). ††First, second and third month payment waivers are capped for 2018 
C-Class Sedan/ GLC (including AMG)  up to a total of $450/$550 (including taxes) for lease programs and up to a total of $650/$750 (including taxes) for finance programs. Vehicle licens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and taxes are extra. Dealer may lease or finance 
for less. Offers may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s. See your authorized Mercedes-Benz dealer for details or call the Mercedes-Benz Customer Relations Centre at 1-800-387-0100. Offers end April 1, 2018.

2018 C 300 4MATIC Sedan TOTAL PRICE: $47,816* 2018 GLC 300 4MATIC TOTAL PRICE: $49,016*

2.9%
租賃利率

45個月分期
$1,000
包括

現金回扣
三個月免費供款
額外可獲

††** $458
租賃供款

$3,700首期

** 3.9%
租賃利率

45個月分期
三個月免費供款
額外可獲

††** $528
租賃供款

$3,925首期

**

*Taxes extra. *Taxes extra.

執業廿載
獲獎無數
經驗豐富
專業服務
忠誠快捷

202 -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公司：403-547-4102 傳真：403-592-7040

網址：www.raymondlau.netraymondlau404@gmail.com

Raymond Lau
劉俊文（英、粵及國語）

手提：403-830-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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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最新 LEXUS 凌志汽車代理」到本車行選購心水凌志是閣下最佳選擇

7677 - 112 Avenue NW, Calgary, AB   T3R 1R8
Tel : 403.296.9600

lexusofroyaloak.com 優惠至四月二日止，請親臨本車行查詢詳情。

我們的售價與服務，定能令您喜出望外！

Howard Lum
Assistant Sales Manager

精通粵、英語
手提︰403-656-9691

Stewart Lum
Sales Consultant
精通粵、英語

手提︰403-375-2331

Viktor Liang
Sales Consultant

精通國、粵、英語及四邑話
手提︰403-498-6999

Candice He
Financial Services Manager

精通國、粵、英語
手提︰403-656-9683

激情與性能盡顯！

0.98
Cilantro 芫荽

1.68/ea

1lb Strawberrys 士多啤梨 (1磅裝)

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現已新張營業
為你搜羅最新鮮及價廉物美蔬果

*所有特價貨品售完即止，廣告價格如有錯漏，以店內標示為準*

凡 購 物 滿 $ 3 0 可 獲 贈 5 磅 裝 洋 蔥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提供批發送貨服務

Unit 441-3508 32 Ave NE Calgary (403) 291-3232
周一至周五：9am-8pm       周六：9am-7pm       周日：10am-6pm

32 Ave NE

36 St N
E

34 St N
E

32 St N
E

N 本 周 特 價
3月15日－3月21日
本 周 特 價
3月15日－3月21日

1.98/ea

Cauli�ower 椰菜花

0.98/lb

Local Mini Cucumbers 迷你青瓜

0.88/lb

BC Gala Apples 基拿蘋果

Local 20lb Red or Russet Potatoes 薯仔 (20磅裝)

for 2

or 9.98 /8 lb (原箱)

4.98/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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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城豐田汽車代理銷量總冠軍卡城豐田汽車代理銷量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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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突炒蒂勒森
美國白宮出現總統特朗普上任以來，涉及

最高級別官員的「大地震」，震驚政壇。特
朗普周二在社交網站突然宣布，解除剛訪問
非洲回來的國務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的
職務，改由鷹派中情局（CIA）局長蓬佩奧接
替。特朗普指炒人屬個人決定，稱他和蒂勒森
在伊朗核協議等議題上有分歧。美媒指特朗普
突炒蒂勒森，希望在美朝會談前有新班子。

眾院查通俄 結論無勾結
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共和黨議員周一

表示，已完成通俄調查的草擬報告，結論指特
朗普競選團隊及俄羅斯之間並無勾結或協調。
總統特朗普隨即在社交網Twitter發文慶祝。

阿富汗與塔利班邁向和談
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周二突然訪問阿富

汗，期間向隨行記者透露，有迹象顯示恐怖
組織塔利班有意與喀布爾政府探討舉行和談
的可能性，以終結歷時超過十六年的阿富汗
戰爭。但他強調，此立場不代表整個塔利
班，期望雙方建立橋樑仍言之過早。阿富汗
總統艾哈邁德扎伊上月指出，願意在不設前
提的情況下與塔利班談判。

英指控俄下毒發最後通牒
英國首相文翠珊周一指控俄羅斯，極有可

能是叛諜斯克里帕爾遭神經毒劑襲擊案幕後
黑手。鑑於兇手是使用俄製軍用級神經毒劑
諾維喬克（Novichok），文翠珊下達最後
通牒要求克里姆林宮於英國時間周二午夜前
合理交代，否則視為俄方對英國非法使用武
力。消息指，英國或根據聯合國憲章及北約
條款採取單獨或集體自衞權反擊。

普京將訪克里米亞 催谷投票率
下周日的俄羅斯總統選舉投票日，是克里

米亞半島正式脫離烏克蘭入俄四周年。爭取
連任的總統普京將於周三到訪當地，出席多
場的紀念活動及拉票。分析指，普京在俄國
與西方關係緊張之際前往克里米亞半島，旨
在宣示主權及刺激大選的投票率。

郵包炸彈襲少數族裔 兩周三宗
美國德州首府奧斯汀在不足兩周內，連

環發生三宗包裹炸彈襲擊案，共造成兩死兩
傷，市內人心惶惶。分別有非裔和拉丁美洲
裔居民在家打開包裹時被炸傷，其中最新兩
宗均在周一發生，當日該市正舉行大型音樂
節，數以萬計遊客雲集。當局初步相信三宗
案件有關，由於死傷者均是少數族裔，正調
查是否涉及種族仇恨。

強風暴襲美東北 航班大亂
美國東北部仍未在暴風雪中喘過氣來，

周二起又遭受兩周內第三次強烈風暴吹襲，
當日全國有逾一千三百班航機取消，周三的
航班亦預定有百多班未能起飛。受影響最嚴

重的是麻省波士頓機場，逾三分一航班已取
消。多個受影響地區已宣布周二停課。

96歲前納粹德兵入獄前病逝
於二○一五年被裁定協助謀殺三十萬猶太

人、有「奧斯威辛會計」之稱的前納粹德國
黨衞軍士兵格朗寧（Oskar Groening），於
上周五在醫院病逝，終年九十六歲。近年他
以健康為由，拖延入獄，始終未有服刑。

尼泊爾空難 一死者證華人
尼泊爾加德滿都機場周一發生墜機意外，

導致至少五十人死亡，另有廿二名傷者昨仍
在留醫。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證實，一名中
國乘客在事故中遇難。中國大使館已經通
知該名公民的家屬，並協助他們盡快前來當
地，辦理相關後續事項。大使館表示，事故
發生後立即啟動應急機制，派人趕赴事故現
場，查核有無中國公民傷亡。

粵巡視組駐東莞嚴查領導
廣東省持續高壓反腐打貪，廣東省委第二

巡視組周一進駐東莞，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巡視
工作，重點檢查領導幹部廉潔自律、整治群眾
身邊腐敗以及官僚主義等「四風」問題，並受
理針對市級領導班子和重要崗位領導的舉報。

監察部防腐局併入國家監委會
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周二公布，提出將國

務院正部級機構減少八個，副部級機構減少七
個，國務院將設置二十六個部門，當中包括多
個新部門，包括退役軍人事務部、國家移民管
理局等。監察部、國家預防腐敗局就脫離國務
院，併入新組建的國家監察委員會。

太陽花學運案 二審維持無罪
四年前台灣民間反兩岸服貿協議演變成  

「太陽花學運」，示威者闖入並佔領立法院
等機構。該場運動多名領袖包括立委黃國
昌、陳為廷、林飛帆等廿二人事後被起訴煽
惑他人犯罪等，一審被判無罪。檢方不服上
訴，高等法院昨日二審宣判，駁回上訴。

懸賞「菜頭」被究責 高雄漢抗議
台灣高雄六十八歲男子鍾大鼎，今年一月

於Facebook發文，稱「追緝全民公敵，重金
懸賞：菜頭一顆，開價可談」。警方周二依
違反社維法通知其到案說明，另涉及刑法煽
惑他人犯罪部分，警方將函請檢方參辦。鍾
男當天在鳳山警分局門前，與十多名聲援者
抗議政府箝制人民言論自由。

台中與德企千億投資 驚揭假公司
台灣的台中市長林佳龍上周二宣布與一

間德國公司，簽署價值一千一百億新台幣的
合作備忘錄，進行號稱全球首例的「海水採
礦」投資開發案。惟事隔僅一周，有台媒查
出該間名為「哈利霍夫曼諮詢公司」（Har-
ry Hoffmann Consulting）的公司實為一人
公司，在德國更沒公司註冊資料。

森友學園醜聞發酵 安倍認衰政途亮紅燈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妻子安倍昭惠，去年捲

入右翼私營辦學團體「森友學園」低價購地建校
的醜聞。財務省周一承認有十四份賣地文件曾遭
刪改，包括在部分文件中刪除安倍昭惠的名字，
在野黨要求傳喚安倍昭惠等涉事者到國會接受質
詢。安倍晉三向公眾道歉，承認事件動搖公眾對
政府的信任，但未有提及會否辭職。事件觸發民
眾昨晚在官邸外抗議，促安倍下台。

直升機紐約插河觀光客五死
美國紐約市一架載有六人的觀光直升機周

日疑發生故障，於羅斯福島北面的一段東河上
迫降，之後急速沉入僅攝氏四度的河中。機上
五名乘客被緊卡座位上，先後死亡，僅機師成
功自己脫險生還。航空網站數據顯示，出事直
升機的同款機種，在過去一年半曾涉及十一宗
致命意外。

客機加德滿都降落失控 傳50死
美國孟加拉航空公司（US-Bangla Airlines）

一架客機，周一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機場
降落懷疑失控，於附近墜毀。據報，機上載有
七十一人，有指最少五十人死亡。涉事的龐巴
迪Dash 8客機編號為S2-AGU，機齡十七年，由
孟加拉首都達卡出發前往加德滿都，原定在當
地時間下午二時許降落崔布凡國際機場，卻在
附近的球場墜毀，機身斷開。

朝盼與美簽和約 開駐平壤使館
北韓領袖金正恩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同意舉

行首腦會談，南韓《東亞日報》周一引述政府
消息，指金正恩的終極目標是與美國簽署和平
條約，令美朝關係正常化，更讓美國在平壤設
立大使館。

南韓擬修憲 總統任期4年可連任
南韓《東亞日報》報道，隸屬總統政策企

劃委員會的國民憲法諮詢特別委員會，將於周
二向總統文在寅提交修改憲法諮詢方案。當中
的一大要點，就是可能把總統任期更改至四年
兩任制，但在野黨表明反對，要求實行「分權
總統制」。

印度拉攏不丹制華
中印軍人去年在洞朗地區對峙後，印度高

調拉攏不丹及法國，疑牽制中國。印度傳媒報
道，印度擬藉今年與不丹建交五十周年，大搞
一系列涉及外交和宗教的高級別紀念活動，還
加大對不丹的援助及基建投資，以拉攏不丹。
另外，印度趁法國總統馬克龍上周起訪印，與
法國簽定多項協定，欲藉此壓制法國與中國簽
署軍事協議。

台桃色案法官准復職 司改會聲討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前法官陳鴻斌因涉嫌強

吻及性騷擾女助理案件，前年十月一審被判處
免除法官職務，但上周四再審後僅改判罰薪一
年，毋須免去法官職務，引起社會嘩然。

習獲授權長期執政
全國人大會議昨日以超過九成九贊成，高票

通過憲法修正草案，正式在憲法中刪去國家正、
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及將「習
思想」寫入憲法，意味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可長期
執政。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第三
次全體會議，昨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經不
記名投票表決，以二千九百五十八票贊成、二票
反對、三票棄權、一票無效，通過《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

商務部長：不希望中美爆發貿易戰
美國近期推出連串貿易保護措施，外界關

注中美貿易戰發生的可能性。中國商務部長
鍾山昨回應稱，中方能夠應對任何挑戰。他
同時形容當前中國經濟「大而不強」，需向
高質量發展。

台官：與美日合作應對解放軍
台灣的外交部次長吳志中昨出席一個印太

戰略研討會時稱，近來解放軍頻繁軍事擴張
行動、北韓核武計劃等，均增加區域安全的
不穩定性。為達成「印太」願景，台灣會扮
演更積極的角色，與美日攜手合作，維護區
域的和平及穩定。

華人大興土木 貝加爾湖居民憂損生態
有「西伯利亞明珠」之稱的俄羅斯貝加爾

湖，近年因大量中國遊客湧入，加上中國商人
在湖畔大興土木建酒店和餐館，引起當地人不
滿。俄國一個最新民調近日顯示，貝加爾湖兩
岸居民認為華客不愛護生態，近八成當地人對
於中國遊客、商人和工人湧入感到不安。

三抗戰博物館促立例 嚴懲「精日」分子
內地「精日」分子（對媚日者的貶稱）

近期多次侮辱南京大屠殺罹難者及抗日遺
址，民眾呼籲當局嚴懲「精日」分子的聲音
不絕。內地三間歷史博物館近日聯合發出倡
議，呼籲完善法律，為精日分子的違法行為
劃出明確底線（即超越底線就處罰）。

神秘X疾病 恐殺數百萬人
世界衞生組織近日公布二○一八年可致大

規模爆發的八種嚴重疾病，除了沙士、伊波
拉和寨卡病毒等為人熟悉的疾病，更包括一
種稱為「X疾病」（Disease X）的神秘致命
病原體，並可從多種源頭形成及隨時爆發。
世衞形容它屬於「已知的不知名疾病」，現
時或沒有防疫措施應對，一旦爆發可造成全
球數百萬人死亡。

3˙11七周年 7.3萬人回鄉無期
周日是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及福島核災七周

年，多個縣市都有各種悼念和默哀活動。首
相安倍晉三及日皇明仁次子文仁王子，一同
出席在東京舉行的悼念儀式，據報正在醫院
檢查身體的日皇，和在皇居內的王太子德仁
一家亦同時默哀。

3月14日 (星期三) 3月13日 (星期二) 3月12日 (星期一)

一
周
國
際
新
聞
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 

八 

日 

至 

三 

月 

十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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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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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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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舊金曲美食之夜
泛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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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位

$1999
/位

$1599
/位

$2499
/位

$2699
/位

$2699
/位

$2499
/位

$2499
/位

$3899
/位

$3899
/位

晚市
自助餐

全新推出

午市
自助餐

超值早餐 星期一至六 9:00AM - 11:00AM $699
/位

逢星期三晚 泛亞美食之夜

買酒送精美酒杯買酒送精美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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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周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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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聞

疑似港後裔血洗退伍之家 挾三人質同歸於盡
疑似港人移民後代的美國男子Albert Cheung 

Wong，早年加入美國陸軍步兵到阿富汗服役，
不料回國後患上創傷後遺症（PSTD）。他上周
五突然持槍闖入全美規模最大、位於加州揚特
維爾的退伍軍人之家，挾持多名人質。特種武
器及戰術部隊（SWAT）及大批警員接報後趕到
現場，經過近八小時對峙後，室內傳出數下槍
聲，警方證實槍手及三名女人質俱亡。有死者
親屬表示，槍手在涉事中心接受治療，惟兩周
前被踢出中心，當局正調查其行兇動機。

朝秘製核彈燃料「特金會」蒙陰影
北韓領袖金正恩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同意會

面，商討朝鮮半島無核化之際，有美媒引述
最新的衞星圖像，推測北韓或製造新的核彈
燃料。與此同時，白宮重申一定要見到北韓
言論與措詞相符的實質行動，更有官員相信
美朝元首會面的機會率不足五成，為歷史性
的「特金會」前景蒙上陰影。

華官媒：不應有中國被邊緣化想法
針對美朝首腦會晤，中國官媒發表評論文

章，指出中國人應放平心態，不應有「中國
被邊緣化」想法，半島現時局勢發展正跟中
國推動的方向一致，不必擔心北韓等周邊國
家會投靠美國，中方應續做局勢平衡者。

美免關稅 誘北約成員國增軍費
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以國家安全為由，決

定向進口鋼鋁徵收關稅，引起歐洲的盟國不
滿。財政部長姆紐欽上周五暗示，如果北約
成員國想豁免繳交關稅，其中一個方法是增
加國防開支。

法總統訪印度 謀合力抗華
法國總統馬克龍上周五展開為期三日的印

度之旅，期間會與印度政府簽署協議，加強
兩國於印度洋海域的軍事合作，抗衡中國在
鄰近地區的勢力。他昨日公開表示，希望法
國能在歐洲國家中，成為印度的最佳夥伴。

「311」七周年 福島餘震不斷
周日是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及福島核災七周

年，首相安倍晉三於上周六，時隔兩個多月
再次到訪福島縣災區視察，亦是災後第三十
七次訪問災區。然而，七年的光陰仍未能讓
災區完全復原，當局日前亦發表報告，警告
三一一大地震的餘震仍然活躍。

珠三角民工荒月薪萬元無人做
珠三角在農曆新年後再現「民工荒」，且今

年更加嚴重。廣州製衣廠聚集的城中村，近日上
演盛況空前的「工搵人」場面。長達一千多米的
大街兩旁，站滿招聘者，當中不乏廠東親自手持
招工廣告招人。有廠東慨嘆：「現在工人比老闆
強，工人要怎樣做，老闆都要配合。」他們就算
大幅提高薪酬，部分工種月薪提升至一萬元人民
幣以上，仍未獲應徵者「青睞」。

美朝突破冰震撼全球「特金會」五月舉行
朝鮮半島無核化露出一線曙光，美國總統

特朗普周四接受北韓領袖金正恩邀請，於今
年五月底前會面，商討半島無核化，金正恩
承諾暫停核試及試射導彈，如事成將是史上
首次美朝元首會面。韓媒形容今次是半島無
核化的轉機，但美國輿論紛紛質疑北韓的誠
意及動機，認為今次是金正恩的外交大勝。

華歡迎直接對話 安倍將搶先訪美
特朗普與金正恩擬於五月底前舉行歷史性

會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周五在例行記
者會上回應指，對美朝雙方就直接對話釋放
的積極訊息表示歡迎，認為朝鮮半島核問題
的解決正繼續朝着正確方向邁出步伐。

狂人即興允會金 韓特使不知所措
特朗普同意晤金正恩的消息震驚各界，而

白宮的宣布及處理手法亦引起一陣陣熱議。
有美國記者形容，白宮並不選擇用全國電視
廣播或新聞發布會，而是透過南韓特使在白
宮西翼外公布，整個過程有別於一般的重大
外交程序，恍如即興。

美「關稅令」正式簽署 特朗普自比華盛頓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四無視引爆全球貿易戰

的危險，以及美國國內與歐洲盟友的抗議，
正式簽署向進口鋼及鋁材徵收關稅的措施。他
指，美國的鋼鋁工業被外國侵略性貿易做法所
摧殘，徵收關稅是應付「對我國的攻擊」。中
國商務部批評，美方課徵重稅舉動是「錯誤行
為」，將採取措施維護自身的正當權益。

11國落實縮小版TPP 降關稅
美國總統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

夥伴關係協定（TPP）後正尋求徵收關稅之
際，十一個國家周四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簽
署縮小版的TPP，致力降低關稅。澳洲、汶
萊、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亞、墨西
哥、新西蘭、秘魯、新加坡及越南的外長，
正式簽署現時易名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及
進步協定」（CPTPP），有關市場代表五億
人口，佔全球經濟百分之十三點五。

穗韓資廠數百人罷工追薪
韓資企業廣州番禺世門手袋公司數百名工

人，不滿公司面臨停產，仍拖欠員工的津貼
及加班費，自周一起集體罷工，在廠房外集
結抗議。勞方向資方提出多項訴求，並要求
公司派員與其談判。

武裝分子襲華資西非工地
中國水電建設集團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位於西非國家馬里的首都巴馬科的項目營地
及地盤，在當地時間周四凌晨遭約三十名武
裝分子襲擊，地盤內的發電機、農夫車遭燒
毀。事件中未有造成中方人員傷亡，但手
機、電腦等隨身物品全都被搶走。中國水電
十五局封閉工地並安排人員撤離。

婦女節全球聲援#MeToo
反性侵的#MeToo風潮自去年十月起席捲

全球，敢於站出來控訴的女性愈來愈受重視，
令昨日的三八國際婦女節比往年更具意義。全
球各地均有女權人士趁這天走上街頭，表達訴
求及爭取權益。法國有報章於當日發售男女兩
個版本，女士版本比男士版本便宜，用實際行
動去凸顯男女同工不同酬的荒謬。

貿易戰美或豁免加墨要求華縮逆差
美國早前宣布將對入口鋁、鋼材徵收分別

一成及兩成五關稅，總統特朗普聲言無國家
可豁免，全球貿易戰一觸即發。但白宮周三
一反論調，表示在即將公布的鋼鋁入口關稅
措施中，「基於國家安全考慮」，加拿大和
墨西哥以及部分國家可能獲得豁免，惟相信
中國不在豁免之列。逾百名共和黨國會議員
去信特朗普，希望重新考慮全面實施關稅，
憂慮美國經濟受打擊。

王毅：美損人害己 華必有反應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昨表示，如美方堅持發

動貿易戰，結果只能是損人害己，中方必將
做出正當和必要的反應。王毅表示，美國一
些人認為中國要取代美國在國際上的作用，
是一個根本性的戰略誤判，強調中方不會也
不必取代美國的作用。他指出，中美作為世
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不僅要對兩國人民
利益負責，也要對世界負責。希望雙方通過
對話找到互利雙贏的辦法。

蒂勒森訪非洲 批華貸款奪主權
正展開上任後首次非洲之行的美國國務

卿蒂勒森，周四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
貝巴出席聯合記者會時，強調美非關係重要
性，又繼續暗批中國的非洲政策，呼籲非洲
國家在接受中國的貸款前，應慎重考慮會否
導致喪失國家主權。

半島首腦會談時 美韓將軍演
關係逐漸緩和的南北韓同意於四月下旬舉

行首腦會談，但美國官員消息指，美韓兩大
聯合軍演「鷂鷹」及「關鍵決斷」可能於同
一時期舉行，與兩韓首腦會談重疊，恐令會
談蒙上陰影。

日逐台漁船 蔡英文被轟無能
台灣漁船「東半球28號」，周日被日本

公務船驅離。多個統派團體昨日先後到日本
台灣交流協會及台灣的外交部抗議，期間有
統派人士在日台交流協會門外擲雞蛋以示不
滿，抗議發起人更指摘蔡英文政府軟弱，無
法保護台灣民眾。

印度防長月底訪華 重建互信
中印關係出現緩和迹象，據印媒報道，印

度國防部長西塔拉曼預計將在三月底出訪中
國，重建兩國互信，有助中印兩國在結束洞
朗對峙後，建立「向前看態度」。

撥款屢遭挪用 450官被問責 扶貧變扶貪
內地近年積極扶貧，財政部副部長胡靜林

周三稱，近年中央扶貧的投入「超常規」，
今年預計投入一千零六十一億元（人民幣‧下
同）用作專項扶貧資金，較去年增加二百億
元。惟「扶貧變扶貪」的情況屢禁不止，去
年財政部共追回七億三千萬元被冒領、挪用
的扶貧款，四百五十人被問責。國務院扶貧
辦主任劉永富表示，將推出權限下放、增加
透明度、第三方機構評估等措施加強監管。

台退役中校涉收性賄做共諜
台灣又爆有退役軍官疑當共諜。高雄地檢

署日前逮捕一名藍姓退役中校，指他涉嫌退
伍後赴陸發展，卻身陷美色遭中共招攬，利
用過往軍中人脈發展共諜網。台媒報道，藍
男在農曆新年前已被逮，並已承認交付了台
國安人員名單資料給陸方，訊後依刑法外患
等罪諭令限制住居。

日台交流協會遭潑紅漆 統派直播
台灣統派團體成員陳清峰因不滿台灣漁船

遭日本艦艇驅趕，而政府的反應懦弱無能，
昨日遂從彰化北上到位於台北松山區的日本
台灣交流協會，在門外招牌淋上紅漆，為台
灣人出一口氣。對此，台灣的外交部表示遺
憾，呼籲民眾切勿對外國駐台機構作出不理
性舉動；對於違法行為，當局將依法究辦。

景德鎮冚賭村霸挾警逼「換俘」
無法無天！江西景德鎮市警方近日接獲民

眾舉報稱有人聚眾賭博，於是組織警力進入
鎮橋鎮護里村「冚賭」，惟過程中遭遇大批
村民暴力抵抗，大庭廣眾之下襲擊警員，最
少兩名警員受傷。更有狂妄的村民公然扣押
警員，作為交換被捕賭徒的「籌碼」，視法
紀如無物。

特朗普經濟智囊反關稅劈炮
美國擬發動貿易戰，令特朗普政府再有

人事變動。白宮周二宣布，與特朗普在向進
口鋼材徵關稅問題上有強烈分歧的首席經濟
顧問科恩（Gary Cohn），已正式請辭。外
界擔心反保護主義、主張自由貿易的科恩離
任，將危及美國的經濟增長，並導致全球不
穩。話音未落，歐盟貿易委員會周三作出反
擊，向美國列出報復清單，擬向美國出口至
歐盟的花生醬、橙汁、波本威士忌等商品徵
收關稅。

MI5：克宮指使毒害俄叛諜
俄羅斯前雙面間諜斯克里帕爾接觸神秘毒

物危殆，英國傳媒周三引述政府消息指，軍
情五處（MI5）及反恐警方視之為國家指使
的企圖暗殺事件，矛頭直指克里姆林宮。由
於總統普京曾揚言叛徒不得好死，有親屬透
露斯克里帕爾早知自己難逃一劫。調查人員
懷疑，斯克里帕爾或被噴有毒化學物，目前
正追查事發前與他同行的神秘金髮女子。

3月11日 (星期日) 3月10日 (星期六) 3月9日 (星期五) 3月8日 (星期四)

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 

八 

日 

至 

三 

月 

十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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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擁有一個完美浪漫和難忘的婚禮、公司聚會，
私人派對或特別活動，位於卡加里市的海濱廣場酒店會議中心

(Coast Plaza Hotel & Conference Centre) 能為您做得到。

不同型式的宴會，海濱廣場酒店會議中心 (Coast Plaza Hotel & Conference Centre)
是您最好的正確選擇，歡迎來電查詢。

．全新裝修的大型舞池
．能够容納800位嘉賓
．大量免費停車位
．不同宴會套餐，例如：中式、西式自助餐
　全由華籍廚師為您度身訂做

選擇海濱廣場酒店：
．為新郎和新娘免費提供蜜月套房
．外來賓客享有訂房折扣
．舉辦中式婚禮，提供茶儀房
．預訂人數超個200位，更可獲取$1000元酒水回扣

聯絡電話︰
英文 - 餐飲部 403-207-8100
中文 - Edmond 鍾先生 403-383-6633

1316 - 33 Street N.E., Calgary, AB T2A 6B6

清潔第一個任何型號暖爐和無限氣喉，檢查暖爐運作，清潔暖水爐外層，
提供一個普通標準隔塵網

清潔第二個任何型號暖爐和無限氣喉，檢查暖爐運作，清潔暖水爐外層，
提供一個普通標準隔塵網，必需與第一個暖爐同一屋簷內

檢查任何型號暖爐運作

清潔安置在土庫或主層一個乾衣機氣喉

$249

$149

$99
$49

50 Ye a r s  o f  P r o gress

“Consistently delivering the highest quality
mechanical installations and services.”

華語服務或留言: 403-371-8438 (星期一至五，早上七時至下午三時三十分)華語服務或留言: 403-371-8438 (星期一至五，早上七時至下午三時三十分)

英語服務及二十四小時緊急服務: 403-236-2444 (維修部門)英語服務及二十四小時緊急服務: 403-236-2444 (維修部門)

信譽保證、顧客至上、取價公道、專業服務信譽保證、顧客至上、取價公道、專業服務

新年及春季清潔氣喉特別優惠價 並增添耆英優惠價新年及春季清潔氣喉特別優惠價 並增添耆英優惠價

60歲以上耆英可獲5%折扣，如欲全年享受上述特別優惠，
請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三十日前致電預約。

60歲以上耆英可獲5%折扣，如欲全年享受上述特別優惠，
請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三十日前致電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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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Tull
杜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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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角子機大賽
可贏取現金、朱古力及其他獎品

請即光臨
加入 ELITE 55
日間優惠卡會員

會員可享有
Zen 8 Grill 八五折優惠
Centre Bar 九折優惠
每月不同會員慶典

或有關比賽
六次到訪後
可獲特別禮物

免佣百家樂並提供甩牌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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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多部角子機、32張賭檯

牌九、百家樂、
撲克耍樂、應有盡有
牌九、百家樂、
撲克耍樂、應有盡有
牌九、百家樂、
撲克耍樂、應有盡有
牌九、百家樂、
撲克耍樂、應有盡有

植牙和拔除智慧齒比你想像便宜
過程更比你想像輕鬆

本診所自 2016年擴充至 6,000餘呎，擁有最新設備及儀器。
備國、粵、英語醫生團隊誠懇為你提供一條龍服務。從普通
家庭保健到複雜的明星牙美容、杜牙根、隱形正牙、牙橋、
牙周病及兒童牙痛冶療等都能精心護理。種植牙患者更可享
受免費3D CT掃描檢查。本診所服務接受所有保險。

Dr. Lai         黎柱峰醫生

Dr. Wong   黃順欣醫生

Dr. William Tunison

Dr. Patti Bueckert

Dr. Rok Jeong

專業醫生團隊

113 - 8120 Beddington Blvd NW Calgary

必定順牙醫診所（全科牙醫）

電話︰403-275-4000
(由華埠乘坐3號巴士可直達)

網址︰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電郵︰admin@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trendweekly.com

一周全部內容逢周四上載一周全部內容逢周四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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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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如願取到《東方報》?
你可上網

www.orientalweekl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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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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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 Nghi 403-370-1316

SERENITY 
Memorials Canada Ltd. 4119 - 17 St. SE Calgary AB

百福石業有限公司百福石業有限公司
(英語、
越南語)

輪候時間短 歡迎預約或街症輪候時間短 歡迎預約或街症
逢星期一至星期六應診逢星期一至星期六應診

現 接 受 新 症
請聯繫本診所預約

#105 - 3223 5th Ave NE
Calgary, AB T2A 6E9

由 Marlborough 輕鐵站
前 往 本 診 所

黃 醫 生黃 醫 生
( 國、粵、英語 )( 國、粵、英語 )

Dr.
Joanna
          Wong

Dr.
Joanna
          Wong

.trendweekly.com

一周全部內容逢周四上載一周全部內容逢周四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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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洪門達權社於三月十一日（星期日）晚上，假座卡城華埠富麗宮大酒

樓舉辦部春敬老聯歡晚宴。當晚筵開五十餘席，到場嘉賓五百多人。特別

嘉賓包括中國駐卡城總領事館陸旭總領事丶加拿大國會議員Pat Kelly丶亞

省省議員高飛（Richard Gotfried）丶卡城市議員朱文祥及多位遠道自愛城

及列城的義兄光臨。

晚會先由洪門體育會醒獅表演揭開序幕，接著奏出加拿大及中國國歌，隨

後由卡城洪門民治黨主委吳儀女士致歡迎辭，感謝卡城先僑及各界對卡城

洪門民治黨及達權社在過往餘百年的支持，更希望籍今年中加旅遊年促進

中加兩國的友誼及文化文流。隨後由各特別嘉賓上台致賀辭及卡城洪門達

權社社長黃文傑先生致謝辭。席間備有精彩文娛節目表演包括︰歌唱丶舞

蹈丶健身氣功等，另設有獎品豐富幸運大抽獎。大會更特別安由吳儀流行

歌曲工作室，在兩星期前所舉辦的慈善演唱晚會為卡城志成中文學校所籌

得的善款作出簡單隆重而意義深長的支票交贈儀式。是次慈善演唱晚會得

各善長出錢出力鼎力支持，共籌得善款$3,600，由志成中文學校吳麗君女

士代表接收支票。

卡城洪門達權社新春敬老晚宴 嘉賓雲集節目豐富極視聽之娛卡城洪門達權社新春敬老晚宴 嘉賓雲集節目豐富極視聽之娛

相片提供︰Joe Hanson Chan相片提供︰Joe Hanson Chan

Applebees

Dr. Ming Hsu  D.M.D.
Dr. Ryan Chen  D.D.S.
Dr. Xin Zhang  D.M.D.
General Dentists

Rundle Dental

587-317-9989

2508 - 24th Ave., Calgary, NE2508 - 24th Ave., Calgary, NE1.888.479.78891.888.479.7889 WWW.STAMPEDETOYOTA.COMWWW.STAMPED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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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至誠
以客為先
服務至誠
以客為先

403.945.8808403.945.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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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在本車行購買新舊本田汽車，可獲免費換油/換油隔服務凡在本車行購買新舊本田汽車，可獲免費換油/換油隔服務
在本車行維修汽車可免費借用汽車代步 以最高價收購優質舊車貼換新車Top Trade-in Value在本車行維修汽車可免費借用汽車代步 以最高價收購優質舊車貼換新車Top Trade-in Value

0.99%0.99%貸款
利率
貸款
利率 起起

Airdrie Honda
Customer Driven

Airdrie Honda
Customer Driven

2971 Main St. SW Airdrie2971 Main St. SW Airdrie

2018201820182018

現已抵達
歡迎光臨 參觀試車

現已抵達
歡迎光臨 參觀試車

內外全新設計內外全新設計

1.99%1.99%
貸款利率貸款利率

起起

**

2017201720172017

租賃/借貸租賃/借貸 可獲可獲 $2,500$2,500回扣回扣

尚餘壹輛存貨尚餘壹輛存貨

2018201820182018

0.99%0.99%
租賃利率租賃利率 起起

**

2017201720172017
0.99%0.99%
借貸利率借貸利率

起起

**

租賃/借貸租賃/借貸 可獲可獲
$750$750 回扣回扣

(雙門/四門)(雙門/四門)

2017201720172017
內外全新設計內外全新設計
性能更高性能更高

租賃/借貸租賃/借貸 可獲可獲
$750$750 回扣回扣

尚餘壹輛存貨尚餘壹輛存貨

0.99%0.99%
貸款利率貸款利率

起起

**

2017201720172017

租賃/借貸租賃/借貸 可獲可獲 $1,000$1,000回扣回扣(四門)(四門)

租賃/借貸租賃/借貸 可獲可獲
$2,500$2,500回扣回扣(雙門)(雙門)

$1,500現金購買現金購買 可獲可獲 $1,500回扣回扣

0.99%0.99%
貸款利率貸款利率

起起

**

2018201820182018
內外全新設計內外全新設計

現已抵達
歡迎光臨 參觀試車

現已抵達
歡迎光臨 參觀試車

1.99%1.99%
租賃利率租賃利率

起起

**

* Conditions may applied, o�ers cannot be combined.* Conditions may applied, o�ers cannot be combined.

畢先生
Product Advisor

403.390.5295
手提

粵/英語

Bernie Put

莫先生
Product Advisor

403.680.8112
手提

國/粵/英語

Angus Mok

Wayne Luong
Finance Manager

403.589.2269
手提

本田新春大優惠本田新春大優惠
所有17年存貨
以清倉價優惠
所有17年存貨
以清倉價優惠

2017年型號展示車
節省高達 $5,000

貸款利率低至 0.99%

2017年型號展示車
節省高達 $5,000

貸款利率低至 0.99%

The best or nothing. Vans.  Born to run.

Lone Star Mercedes-Benz
lonestarmercedesbenz.com

10 Heritage Meadows Road SE, Calgary, Alberta T2H 3C1      Tel: 403.253.1333
歡 迎 來 電 預 約 試 車

維 修 部
粵
、
英
語

粵
、
英
語

Colin Wong

403-253-1333
Service Coordinator

Tony S Wong

403-253-1333
Diagonostics Technician B. Eng.

營 業 部

Dominic Wong
403-850-1882
國、粵、英語

Sales Administration Manager

國
、
粵
、
英
語

Kevin Fong
403-809-1318

Sales Consultant

國
、
粵
、
英
語

J M Wong
403-390-1118

Sales Consul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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