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une 21, 2018    |    NO.3625

周
報

www.orientalweekly.net

#215 - 1110 Centre Street N.E. Calgary T2E 2R2
Te l :  4 0 3 . 2 6 2 . 0 0 6 6      F a x :  4 0 3 . 2 3 3 . 2 1 7 2

     好消息!加拿大聯邦政府宣布
從2018年7月20日開始，提高加
拿大兒童福利金(Canada Child 
Benefit，CCB，俗稱牛奶金)!
     提升後，2018-2019年度
起，每名6歲以下兒童最高可獲
得6,496元，6歲至17歲兒童可

獲得5,481元津貼!
     舉個例子，如果一個年收入約35,000元並育有2名6歲
以下兒童的單身父母，在7月20日後每年最多可獲得政府
12,992元資助。
     在此之前2016-2018年度的牛奶金，每名6歲以下兒童
最高可獲得6,400元，6歲至17歲兒童則是5,400元津貼。
牛奶金上漲 惠及加國九成家庭
     對於此次牛奶金提升，聯邦政府表示這是為了讓幫助
加拿大家庭給子女更好的生活環境。
     加拿大兒童福利計劃於2016年推行至今，每年投放超
過230億元，支援將近330萬加拿大兒童。牛奶金幫助貧
困家庭子女參加各類活動，為他們提供了更好的教育環
境，更重要的是牛奶金已讓至少30萬名兒童脫離貧困。
     如今，牛奶金已經成為加拿大中低收入家庭重要的一
部分，同時為促進了加拿大經濟發展。
     聯邦家庭、兒童和社會發展部長杜克洛(Jean-Yves 
Duclos)表示，如今推行的新的福利政策將會使加拿大將
有9成家庭因此獲益，從下個月開始，他們可以獲得更多
的福利津貼用於孩子教育。

聯邦政府宣佈
增加牛奶金

加拿大參議院通過大麻合法化
法案9月正式生效

     本周二（6月19日），加拿大聯邦參議院
以52比29通過消閒用大麻合法化法案。衹待
該法案獲得總督代表女王的與御準（Royal 
Assent），便可正式成為法律，而加拿大將
成為G7國家中第一個將娛樂用大麻合法化的
國家。
     據報道：旨在將消閒用大麻合法化的
C-45法案由於飽受爭議，所以獲參議院的批
準之路走得很不平坦。
     在上周，參院對法案提出了40多項修改建
議，打回國會眾議院重新討論。小杜魯多的
聯邦自由黨政府接受其中27項修改建議，對
於另外兩項建議作出小的改動，但是拒絕了
13項建議。
     一些關鍵的規定，例如讓各省自決是否允
許居民在自家種植最多四棵大麻、禁止銷售
印有大麻公司品牌的商品、對任何大麻公司
的投資者進行公開登記註冊，以防有組織犯
罪滲入之類，聯邦政府堅決不肯做出修改。
     修改後的法案經過國會議員的投票後，又
提交給參議院。
     在本周二，聯邦參議院再度討論修改後
C-45法案。保守黨參議員 Claude Carignan 
曾建議參院堅持先前的修改意見，將法律再
打回眾議院重新審查，但是沒有獲得通過。
     周二晚些時候，參院以52票讚成、29票

反對、兩票棄權，通過了修改後C-45法案。其
中保守黨背景的議員投了反對票，而自由黨和
大多數獨立議員則投了贊成票。
     參議院的投票，是C-45法案所面臨的最後一
個障礙，接下來它成為正式法律並實施，衹是
時間問題了。
     從程序上來說，C-45還要經過御準，不過這
衹是走一個過場而已。消息說，最快在本周之
內，加拿大總督就會代表女王批準這個法案。
     經過御準後，法案就正式成為法律，之後聯
邦政府將選擇法律生效的官方日期。
     當局預計向各省及市政府提供8至12周時
間，建立新的大麻市場，及讓大麻行業與警察
部門為新的法律框架做準備。聯邦總理小杜魯
多日前曾表態說，大麻合法預計將在今年9月正
式生效。
     據悉，C-45確立了大麻類物質的生產、銷售
以及安全規範。法律生效後，加拿大人能在零
售點買持牌生產商種植的大麻或網上訂購大
麻，並可在公共場所攜帶30克乾大麻。
     法案還規定，購買和
吸食大麻的最低法定年
齡為18歲，但在一些省
份則定為19歲，向未成
年人出售大麻將被視為
刑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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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道指成分股再度洗牌！美國老牌工業企業通用電
氣（GE）下周二起將被藥房連鎖店Walgreens Boots 
A l l i a n ce取代，意味道指一八九六年面世時的成分股
全部「出局」，反映美國近年側重於消費、金融、醫
療護理及科技行業。
曾經是美國最大市值企業的GE，近年規模不斷收縮，
在前舵手伊梅爾特下，GE出售媒體業務NBCUniversal
，並將曾是美國最大金融機構之一的通用金融（G E 
Capital）的大部分業務賣走，最近GE再拆售經營百年
的鐵路車輛製造業務，為明年底前出售2 0 0億美元資
產計劃的一部分。
G E市值於二○○○年增至5 , 9 4 0億美元後見頂，過去
一年股價大冧55%，市值蒸發1,000億美元，現時已淪

為股價最低的道指成分股，但市值與收入依然高過另
一隻道指成分股——聯合科技。標普道指指數公司的
指數委員會主席David Blitzer表示，更換成分股之後
，道指將更能反映消費及醫療護理在美國經濟的地位
。至於取代GE的Walgreens Boots Alliance，歷史追溯
至一九○一年，但直至近年收購歐洲藥房A l l i a n c e 
Boots及Rite Aid旗下店舖才顯著壯大，目前市值640
億美元。
近年道指成分變動，最矚目是一五年蘋果公司（
Apple Inc.）取代美國電話電報（AT&T），而兩隻工
業股美國鋁業及通用汽車（GM）分別於一三年及○九
年遭踢出成分股。市場普遍認為，即使GE被剔出道指
，投資者的持倉不會出現即時大轉變，因為截至去年

底，追蹤道指的互惠基金及交易所買賣基金規模只有
約295億美元，遠低於標指的9.9萬億美元。分析員指
，GE續是標指成分股，若被剔除始會令機構投資者的
組合作出重大調整。

道指踢走GE 創始成分股全部「出局」

原定成為內地首家發行中國預託證券（CDR）試點企業
的小米集團，昨日（19日）突然決定推遲發行CDR。市
場普遍猜測，推遲主因與定價及估值有關，其後更傳小
米潛在估值跌至最低550億美元，較其保薦人及承銷團
早前給予最高估值約940億美元最多下跌逾40%。消息
指，推遲發行CDR暫不會影響香港上市的時間表。
中證監原定昨日（19日）審議小米公開發行CDR的申請
，市場普遍預期小米可迅速通過審批。然而，小米在昨
日緊急推遲發行申請，並透過其官方微博表示，公司經
過反覆慎重研究，決定分步實施在香港和境內的上市計
劃，先在香港上市之後再擇機通過發行CDR的方式在境
內上市，故此向中證監申請推遲召開發審會會議。按之
前市傳的程序，小米將於七月九日在上海交易所發行
CDR，七月十日在港上市。
中證監表示尊重小米的選擇，決定取消周二的小米CDR
上市審核會議。消息指，小米上市計劃本以香港公開發
售（ IPO）為重心，延後發行CDR對在港上市計劃影響
不大。對於小米暫停發行CDR原因，市場眾說紛紜，歸
納主要有三個，分別為CDR定價未符合小米預期及估值

過高、監管要求嚴格且時間倉卒、以及現時市況未如理
想。
定價及估值方面，據小米CDR更新版招股書，CDR採取
詢價方式發行，即發行價不可高於港股 IPO招股價，導
致定價受限，有指小米因此一直催谷 IPO估值。當局亦
憂慮小米估值過高，中證監日前就點名新經濟公司出現
「估值泡沫」，定價過高導致上市後股價急瀉，甚至短
時間內跌破發行價，官媒也發文警告獨角獸估值過高，
有變成「毒角獸」風險。
而據保薦人摩根士丹利估計，小米一九年調整後預測市
盈率最高達34.2倍，較蘋果公司（Apple Inc.）約14.5
倍高出逾倍。外電隨即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指，小米集團
在暫緩發行CDR後，將其潛在估值下調至550億至700
億美元，較今年初傳出小米目標估值1,000億美元縮減
30至45%，也低於小米保薦人及承銷團早前給予的約
700億至940億美元估值範圍。
其次，有分析指小米上市時間表緊湊，未必能趕及在香
港 IPO前完成發行CDR。加上CDR為新產品，市場未有
充分時間了解、消化其架構及運作模式。縱然當局已加

快審批及修改上市規則，但其標準未有因此降低，中證
監發言人指，當局不會對創新試點企業上市或CDR放鬆
審核。加上近日A股表現波動，小米發行CDR或會對市
場造成大影響。內媒引述接近中證監人士指，小米是次
推遲發行CDR是件好事，因其預期估值較高，等在港上
市後價格到合理水平，屆時再發CDR，對A股市場及投
資者將更有利。

小米發CDR急煞停

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

上海白菜 呂宋芒

珀寬牌
辣碎蝦/蟹

MT牌
多用途醬汁

茼蒿

海燕牌特級魚露萬歲牌即食麵

特級嫩雞

特級基拿蘋果

白蘿蔔冬瓜

小背脊牛排
（原袋）

椰菜花

牛心/肝/腎

哈密瓜

新鮮原條龍躉

三小姐牌
特級香米

中國紫心番薯

五花腩

華詩妮牌
保鮮紙奧天瑪牌意粉 禧福牌午餐肉

無核西瓜

新鮮特級
小雞腿特級牛尾

蓮藕 番茄連藤

多款口味

多款選擇

原箱
$1.09/磅

原箱
$1.69/磅

98¢
/lb

Beef Oxtail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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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美國商會、全美零售商聯合會、美國大豆協會等在內
的一些美國全國性的組織週五發表聲明，批評美國政府將
對中國500億美元商品加征25%關稅的做法。當地時間6月
15日，美國政府宣佈將對從中國進口的約500億美元的商
品加征25%的關稅。中國隨即公佈對原產於美國的659項
約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25%關稅的決定，其中對農產
品、汽車、水產品等545項約340億美元商品自7月6日起加
征關稅，對其餘商品加征關稅的時間另行公告。
美國商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托馬斯・多諾霍（Thomas J. 
Donohue）在一則聲明中指出，美國商會明確反對使用關
稅作為解決中國對美貿易問題的途徑。聲明說“這不是正
確的做法”，加征關稅將成本直接置於美國消費者、製造
商、農民和牧場主的肩上。此前，多諾霍指出，特朗普政
府決定對價值50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徵收關稅，「實際上
是對美國消費者徵稅，並將削弱美國公司的競爭力，就像
美國政府的鋼鐵關稅大大提高了美國鋼鐵價格一樣。」
全美零售商聯合會會長馬修・肖（Matthew Shay）也指出

加征關稅顯而易見就是對美國消費者徵稅。他在一份聲明
中說，「我們再次呼籲政府改變方向」。上個月初，全美
零售商聯合會和消費者技術協會委託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
，特朗普政府對中國進口5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以及中
國將採取的報復措施會使美國每年失去134,000個就業崗
位。
美國大豆協會說，中國是美國大豆的頭號出口市場，去年
美國大豆種植者向中國出口了大約140億美元的大豆。該
協會在其官網發佈的一篇文章中說，「美國大豆協會代表
所有美國大豆種植者對政府的決定感到失望」；大豆種植
者將很快會受到報復性關稅的影響。據瞭解，美國大豆協
會曾兩次要求與特朗普總統舉行會議，討論如何通過增加
對中國大豆出口的方式減少美國貿易赤字而不訴諸「毀滅
性關稅」。
美國俄勒岡州前參議員拉里・喬治說，中美關係對兩個國
家及其老百姓都很重要，所以「當前貿易衝突升級是非常
令人痛苦的」。2017年俄勒岡州議會參眾兩院通過了關於

加強與中國經貿關係的共同決議案，成為美國第一個以立
法機構決議案形式支持對華經貿合作的州。該決議案指出
，中國是俄勒岡州最大的貿易夥伴，2016年俄勒岡州對華
出口額達到58億美元，俄勒岡州2萬多個就業崗位受益於
該州與中國的貿易。另外，中國還是俄勒岡州最大的國際
遊客來源地，每年訪問俄勒岡州的中國遊客超過6萬人。

美多個行業批對華加稅政策是對美國消費者徵稅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在總理府會見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
主席馬雲。在會談中，馬哈蒂爾向馬雲連續三次表達了對
阿里巴巴與中國企業在馬來西亞投資的歡迎，並希望借此
學習中國的科技互聯網發展與全球化進程，加強馬來西亞
與中國的關係。
剛剛過去的6月16、17日是馬來西亞最重要的節日――開齋
節。92歲的馬哈蒂爾總理在節日後的第一個工作日將馬雲
排在第一位會見，也顯示出馬來西亞新政府對阿里巴巴的
高度重視。會談一開始，馬哈蒂爾就向馬雲提出，希望阿
里巴巴用自身的經驗，賦能本地農民，通過開展英文和馬
來語雙語培訓的形式，幫助農產品上行找到出路。馬來西
亞的農村還不富裕，政府的重要目標是支持農村的發展，
希望阿里巴巴通過互聯網的方式支持馬來西亞農村發展。
在馬哈蒂爾看來，阿里巴巴的特別之處在於，在自身發展
的同時，也把更多機會留給了馬來西亞本地人，並給予當
地中小企業發展全面支持。馬哈蒂爾在會談中，表達了對
中國科技互聯網與全球化步伐的讚賞，他說，馬來西亞必
須向中國學習，還表示必須去中國看一看，並加強馬來西
亞與中國的關係。

馬雲對馬哈蒂爾承諾，不少中國企業都有意在馬來西亞進
行投資，阿里巴巴此行，正是代表中國企業而來。阿里巴
巴一直致力於推動幫助馬來西亞進行技術升級換代，通過
阿里巴巴生態體系，幫助馬來西亞中小企業走向世界舞台
。馬哈蒂爾回應說︰「馬來西亞是對投資友好的國家，我
們相信投資能帶來就業和機遇。阿里巴巴樂於給本地人機
會，樂於幫助中小企業，非常歡迎你們來發展！希望你們
支持馬來西亞企業出口，並且培訓我們的企業家。」
2016年公佈的馬來西亞官方數據顯示，馬來西亞中小型企
業占全國企業總量的97.3%，達到64萬多個。馬來西亞在
經濟結構上對中小企業的依賴，讓以賦能中小企業聞名的
阿里巴巴和馬來西亞更具互補性和不可替代性。2018年4
月，阿里巴巴就派出電商專家，在馬來西亞9個城市為330
家中小企業進行了為期兩週的電子商務培訓。阿里巴巴在
吉隆坡的超級物流樞紐落成後，將幫助更多的中小企業節
約更多的成本。
馬來西亞數字自由貿易區（DFTZ）啟用僅半年，更是吸
引了2651家馬來西亞中小企業加入該項目，銷售收入達到
1350萬美元。馬來西亞的特產咖啡，榴蓮等，成為中國年

輕人最喜歡的產品。數碼自由貿易區完全建成後，馬來西
亞中小企業將會直接受益。隨著阿里巴巴在吉隆坡的辦公
室投入使用，這一進程將會可預期的大大加快，讓中國和
馬來西亞的中小企業共享中國市場的發展果實。正如馬雲
此前所說：「我們不是在建一個自貿區，我們是為年輕人
，為中小企業在建一個未來。」
會見結束後，馬雲在吉隆坡為新投入使用的阿里巴巴集團
辦公室舉辦剪綵儀式，馬哈蒂爾則第一時間在社交媒體發
文，表示與馬雲的會面「就廣泛議題很好的交換了意見」。

馬來西亞總理會見馬雲：歡迎中國企業投資

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

潘泰諾華
星牌蠔油

妮娜牌
去頭白蝦 三魚牌原條魷魚

天鵝牌醬油
斯威夫特牌
優質熟火腿雞嘜嫩菠蘿蜜

羅渣士牌
幼砂糖

東埠橋牌
冰片糖

秋菊牌椰子水
連肉/椰果

史狄高牌
威化條

沙維亞牌
蘆薈飲品

急凍去腸肚
台灣鯽魚

最佳海鮮牌
梭子蟹 (切件)

海洋媽媽牌
紅蝦仁

喜樂多牌
餃子

海燕牌
熟甜粟米

布娜牌
急凍木薯蓉

新華園
綠豆榴槤糕

金沙巴牌
原條蒸香蕉

幸福牌竹莢魚

石城牌
3點1刻奶茶

越印牌
印度咖哩粉粉

海燕牌
小鸚鵡魚

海燕牌
印度馬駮魚

海燕牌多春魚

潘帕嘉牌
菲律賓腸仔

幸福牌菜籽油

美娜牌
免治雞肉

數量有限

特級牛扒 (原袋)

數量有限

多款口味

多款口味

原味
辣味

多款口味

for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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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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MK  Real Estate & Management Inc.
友邦地產物業管理公司

專業服務，顧客至上

李俊億 ROYCE LI  (國/粵/英語)   403-891-3999

超值投資、理想回報、潛質極高。位

卡城市內主要交通大道，直通洛磯山

及班芙，31套房旅館，穩定長途/短

途客路。

今期特別推介

$4,600,000
西南Aspen Wood豪宅 西南Signal Hill獨立平房

大學區高層柏文

豪宅區，兩層式，w/o土庫，專業裝修完

成，實用面積達5200呎，全屋共5睡房，

2書房，6個半浴廁，中央冷氣，實木地板

，暖氣4車房，裝修及設備豪華，可步行

至輕鐵站，名校林立。

主層兩大睡房，土庫由名建築商包辦完成

，品質及手工保證，主層高天花，土庫9

呎樓底，共3睡房，3個半浴廁，弧形樓梯

，氣派非凡，實用面積達3300呎，特大雙

車房，地點一流，市景、山景盡入眼簾。

1睡房，459呎，落地大窗，中央冷氣，大

廳內設施齊備，購物及交通方便，可步行

至公車站、地鐵站及大學。單位內私人洗/

乾衣機，連一暖氣車位。

獨立Bi-level，一手業主，w/o土庫裝修

完成，全屋共5睡房，3全廁，總實用面

積達1950呎，前進雙車房，較新實木地

板、油漆、燈飾及窗戶，位幽靜內街，

交通方便，四通八達，近學校、商場及

公園。

$2,488,000請來電預約參觀 $859,000

$269,000 $499,800

西北Hidden Valley

龍成商場主層，生意連物業   $320,000龍成商場主層，生意連物業   $320,000

請來電查詢詳情

提供專業的房屋貸款建議:

所有房屋貸款需經過信貸審批。（全部內容以英文原文為準，中文譯本僅供參考）

 Ming Chen
流动房贷顾问
403 875-1815
mingyi.chen@ci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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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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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至七月三日止，請親臨本車行查詢詳情。

激 情 與 性 能 盡 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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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AWARD

3-TIME AWARD
WINNERS OF THE
LEXUS PURSUIT OF
EXCELLENCE AWARD!

偉信刑事辯護律師

CORY WILSON 
偉信大律師職業多年，是亞省著名形式辯護律師，

成功為客戶辯護案件，包括盜竊及謀殺等。

其他涉及證券法、稅務法及職業安全法等案件，偉信
大律師亦能迎刃而解。

偉信大律師更為多宗加拿大重大案件，如謀殺、綁
架、販毒及加拿大史上最大型行騙案等作顧問。

24小時熱線：403-978-6052
Wolch Watts Wilson & Jugnauth
Suite 1500, 633 6 Avenue S.W. (Ford Tower) Calgary

專注辯護事項：
■藏毒   ■販賣毒品   ■藏有軍火   ■傷人   ■行騙   ■破門行竊
■盜竊   ■家庭暴力   ■性侵            ■醉駕   ■搶劫   ■保釋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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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was the question raised last week 
with Calgary City Council at the Standing 

Policy Committee on Plann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and again at a Chinatown 
street rally protesting two cannabis retail ap-
plications in and around Calgary’s Chinatown 
raised by the media. There are many ways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and this response is not 
intended to represent all ways. Instead, this 
answer is to let Calgarians and its Chinese 
community know how our culture can impact 
on Chinatown’s future l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land uses, and potential cannabis 
businesses in Chinatown.
      In this regard, the Chinese culture re-
ferred to here is about this history of Western 
Canada 1873 when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came from China fi rst to mine for gold in 
British Columbia, then help to build Canada’s 
national railway and many support industry. It 
is also about the Chinese settlers in Calgary 
starting in 1883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railway and the start of the fi rst Chinatown on 
9th Avenue SE, then the move to a second 
location at 10th Avenue SW after the Great 
Calgary fi re tore through Chinatown in 1886, 
and fi nally the story of today’s Chinatown 
started in 1910 when CP rail took over the 
second Chinatown location to expand its 
railway operations. It is also about the Exclu-
sion Act which prevented Chinese migrants 

from bringing their family to Canada and the 
government’s levy of the Head Tax. But most 
recently and applicably, it is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atown since the mid-1960’s and 
the Chinatown that we know today includ-
ing: Downtown Master Plan of 1966 which 
proposed a major freeway, known as the 
“east-west downtown penetrator” to run as 
an extension of Bow Trail through downtown 
between second and third avenues; directly 
through the heart of Chinatown; this was ap-
proved by City Council in 1970; then the rise 
of the Calgary Chinatown Development Task 
Force which set out to fi ght the “downtown 
penetrator” and insure Chinatown’s survival 
who, together with the United Calgary China-
town Association and the Sien Lok Society 
of Calgary, assembled a broad coalition of 
community leaders who worked for three 
years to author the Chinatown Design Brief, 
a comprehensive plan, notable primarily 
for its exclusion of the east-west downtown 
penetrator as well as a call for substantial im-
provements to housing, schools and cultural 
facilities within its boundaries. The Chinatown 
Design Brief was formally approved by City 
Council on November 9, 1976, ensuring the 
future integrity of Chinatown; the Chinatown 
Development Task Force also played a role 
in the building of the Oi Kwan Foundation’s 
seniors’ housing project and later doubling 

its capacity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Bowside Manor, a ten-storey public-housing 
apartment building for low income and elderly 
Chinese Calgarians. 
    The Chinatown Development Task Force 
also played a role as mediator between 
Chinatown and Canada Public Works whe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expropriated crucial 
Chinatown land for the planned Harry 
Hays Federal Building. While the project 
went ahead as planned, a large number of 
displaced, low-income Chinatown residents 
were relocated to signifi cantly improved 
housing elsewhere.
     The Chinatown Design Brief including 
dozens of new commercial and apartment 
buildings, Family Associations and recreation 
and cultural activity centres such as the 
Dragon Mall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Cen-
tre, (1982);  Calgary’s Chinatown is a proud 
and thriving community that has spilled over 
its formal boundaries and now occupies most 
of both sides of Centre Street North and west 
along 16th Ave.; Calgary’s Chinatown is the 
fi rst Chinatown in Canada identifi ed in local 
city bylaws;  Calgary City Council approved 
a half million dollar budget for Chinatown’s 
100th Anniversary in 2010. It is the second to 
oldest china town in North America.
     It is also about Calgary’s Chinese heritage 
in Chinatown and throughout Calgary. It is 

Chinatown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public 
and private land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s, roads, bridges, 
transit,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This con-
struction was guided by Calgary’s municipal 
development plans, transportation plans, 
transit services, and more.
     It was also defi ned by Calgary’s China-
town culture which included the establish-
ment of a variety of traditional associations 
or ‘Tong Associations’ originating from China 
and new associations established in Calgary 
plus the development of a numbe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al art, music and athletic 
‘martial arts’ schools and clubs. But most of 
all, the residents of Chinatown and the Chi-
nese-Calgarians who visit Chinatown as their 
extended family, social, shopping, dining, 
and learning hub defi ned the Chinese culture 
which has infl uenced the infrastructure and 
socio-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hinatown.
     In 1986, The City of Calgary together 
with the Chinatown community, established 
the Chinatown Area Redevelopment Plan to 
defi ne land development and land use in Chi-
natown based upon this distinct and recog-
nizable culture. It has been 30 years and this 
plan needs to be modernized and updated to 

Just over a week ago, The City of Calgary 
sent public notices out to the Chinatown 

District Business Improvement Area (華埠
商業促進區) and the Chinatown Community 
Association that there were two applications 
for cannabis retail ‘Development Permits’. 
One permit was proposed for the 1st fl oor 
- commercial retail lease location in the  
‘Element on First’ building (201 1st St SE) 
and the second was proposed for the second 
fl oor of the TD Canada Trust Chinatown 
Branch location (#228 100 4 AV SW). The 
City also posted Development Permit Public 
Notifi cation signboards at each location 
requesting public response over a seven day 
period by June 15, 2018. These applica-
tions were a surprise to the Chinatown and 
Chinese community and spurred on a rally to 
sign a petition against cannabis in Chinatown 
initiated by the Calgary Chinese Union and 
supported by a variety of Calgary Chinatown 
associations.
     Cannabis is in the fi nal stages of being 
legalized Canada by the Canadian Federal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of Alberta has 
establish laws for the sale of cannabis in this 
province, for the sale of tools to consume 
cannabis, for the provision of cannabis coun-
selling services to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growth of cannabis. Last April The City of 
Calgary approved bylaw amendments which 
will allow for the sale and counselling of 
cannabis following online, public forum, and 
stakeholder consultations held November 
2017. These bylaws have explicit criteria for 
the sale and counselling of cannabis includ-
ing restrictions on where it can be provided. 
     In Calgary, A cannabis store business 
displays, sells, or offers for sale cannabis 
and must have a provincial retail canna-
bis licence. A cannabis store must be a 
stand-alone use, which means it cannot be 

current City development standards and to 
refl ect the evolution of Calgary’s Chinatown 
and Chinese culture. This was quite evident 
in 2016 when a proposal to develop a large 
parking lot west of Centre Street on 3rd Ave-
nue suggested 3 high-rise buildings reaching 
as high as 27 storeys was put forward to City 
Council and the community. The community 
strongly believed that this scale of develop-
ment was inappropriate for Chinatown and 
it did not refl ect the cultural recognition that 
Chinatown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deserved. 
While The City granted conditional approval 
to the application for a land use change, it 
was subject to submission and approval of a 
Development Permit by December 5, 2018.
During the 3rd Avenue SW parking lot land 
use re-designation deliberations, the China-
town Community Stakeholders’ Committee 
was formed and established a vision for 
Calgary Chinatown. The Chinatown District 
Business Improvement Area - CDBIA (es-
tablished in 2015 to help improve Chinatown 
infrastructure, land development, business 
prosperity and cultural preservation), followed 
this effort by establishing 3 strategic goals 
and 7 areas of strategic action to enhance 
and develop Chinatown. These plans were 
shared with the Chinatown community at two 
Town Halls hosted on May 26 and June 5th. 
The Vision, goals and actions are:
VISION
Calgary Chinatown is an iconic and cultural 
place that prides itself for its heritage, open 

space, Asian streetscape and architecture.  A 
walkable, accessible and livable community, 
a thriving authentic small-business district, an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and community hub, 
and a most visited local and tourist destina-
tion.
STRATEGIC GOALS
1. Clean and Safer Chinatown
2. Chinatown: ’Must Visit Destination’
3. Revitalize Chinatown Businesses
ACTION AREAS
1. Make Clean and Safe Chinatown
2. Coordinate Traffi c, Parking and ‘Pedestrian  
    Safety’ Improvements
3. Work to build a culturally planned and 
    beautiful Chinatown

就申請於華埠開設大麻店一事

combined with another use, such as a conve-
nience store. However, cannabis stores can 
occur in a multi-tenant building or as part of a 
mixed-use development. Cannabis consump-
tion in the store is not permitted. Cannabis 
Stores allow for medical cannabis counsel-
ling and the ancillary retail sale or rental of 
cannabis-related merchandise.
Cannabis in Chinatown
     There are restrictions on where cannabis 
stores can be located 
and the land use or 
zoning rules applies 
differently in downtown 
Calgary as opposed 
to suburban commu-
nities. Chinatown is 
considered to be in the 
Centre City, downtown 
area. 
     However, much of chinatown land use 
zone is ‘direct control’ which means all de-
velopment permits must comply with current 
zoning and any request to amend land use 
zoning must seek city council approval. 
Cannabis is not a permitted land use in 
chinatown, thus no development permit can 
be approved. An application to amend the 
land use can be made but it can take several 
weeks, if not months and years before an 
amendment is made and always with public 
consultation. Secondly, no cannabis oper-
ations can be permitted within 300m of a 
designated school and there are two schools 
designated in Chinatown.
     These restriction are a very strong de-
terrent to any applicant for a cannabis retail 
development permit such as the case for the 
‘Element on First’ application.  
     The CDBIA is aware of these land use 
planning rules and has been engaged in 
discussions with City Councillor Druh Farrell 

and with City Planners on cannabis retail 
in Chinatown since April 2018. It is agreed 
that cannabis in Chinatown will be diffi cult to 
achieve within current land use zoning.
Cannabis around Chinatown
     With respect to the TD Bank - Chinatown 
Branch location application, this location is 
outside the Chinatown community boundary 
and within a permitted land use zone. How-
ever, it is still within the 300m proximity to a 

designated school and this 
would have been a major 
argument against the appli-
cation. On Saturday June 
16 for a very early morning 
breakfast, Terry Wong,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DBIA, met with John 
Huang, the applicant, to 
discuss and understand the 

intentions of the cannabis retail application. 
The Applicant disclosed that it was for medi-
cal cannabis sale to help with pain manage-
ment and other health related matters; there 
was no intention to sell it for recreational use. 
Terry Wong also disclosed that the CDBIA 
and Chinatown Community Association was 
working with the City Planners and with City 
Council on seeking approval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a Chinatown Cultural Plan that will 
defi ne our culture based upon 150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in Calgary and 118 years of 
Chinatown heritage at this current location. 
The Cultural Plan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Local Area Plan that 
will defi ne both land development guidelines 
and potential land uses. 
     From the 1960’s through 1990’s, Cal-
gary’s Chinatown dealt with the drug, prosti-
tution and robbery / assault crimes which has 
hardened the community against unsavory 
behaviours. In the 1980’s Chinatown estab-

about the migrant population and the differing 
regional Chinese cultures from Guangdong 
Province in China and particularly the Toisan 
Region, those from Hong Kong, Taiwan, 
Bejing, Shanghai and other parts of China, 
plus Chinese immigrants from neighbouring 
countries including Vietnam. But most of all, 
its about the fi rst, second and subsequent 
generations of Chinese that were born in 
Calgary or moved from other part of Canada, 
North America to establish and fl ourish 
our Chinese culture. The Calgary Chinese 
culture is about the amalgamation of Chinese 
experiences into our Calgary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experiences these residents have 
endured through the decades. 
     We are a proud culture, one which 
respects family, seniors, youth, health, 
community, business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This is the culture that forms Chinatown and 
Calgary’s Chinese culture.

How does Chinese Culture affect Chinatown?

4. Promote ‘calgarychinatown’ as a brand
5. Make Chinatown as a Festival and Events 
    Destination
6. Increase Business Prosperity
7. Elevate the Customer / Visitor Experiences 
     On June 14th, the CDBIA and Chinatown 
Community Association made a presenta-
tion to The City of Calgary - Standing Policy 
Committee on Planning and Land Use has 
approved recommendations for a Chinatown 
Cultural Plan and Culturally-base Local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cannabi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and around Calgary Chinatown?

lished a Area Redevelopment Plan (ARP) 
and land use zoning which restricted the sale 
of liquor, opening of bars and night clubs, and 
other uses such as massage parlours and 
such. This restriction has been borne into the 
Chinatown culture and is strongly prevalent 
today. However, this week City Council was 
told that the Chinatown culture does not 
stop at the communities boundary. It spans 
beyond Chinatown into the downtown, up the 
Centre Street Bridge into Crescent Heights, 
and east-west into Eau Claire and East Vil-
lage. Consequently, the Chinatown Chinese 
Culture spans across Calgary where there is 
a signifi cant Chinese community concern.
     After the Applicant was told of the school 
proximity restriction and the Chinatown 
cultural concerns, the Applicant honourably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withdraw the Ap-
plication. He did not realize the angs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agreed that this was 
another factor in his decision. The Application 
was withdrawn by 1pm.
     Shortly after 11am upon arrival in China-
town, Terry Wong announced to the protest 
group that he had spoken to the Centre 
Street Applicant and the Application was with-
drawn. He also stated the ‘Element on First’ 
application will likely take several months 
of land use zoning and development permit 
changes before it could be approved by The 
City. This was announced to the media as 
well.

Area Plan and its associated recommenda-
tions. This includ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workplan and seeking between $500,000 and 
$1,000,000 dollars budget starting in 2019 
to hire consultants, engage the community, 
and prepare these plans.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and support that this Cultural Plan 
is a Chinatown / Chinese Cultural Plan. It is 
less about Chinese history and legacies of 
centuries ago and more about our Calgary’s 
Chinese history and heritage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the next. To succeed, we must 
work together, unifi ed, with this in our minds 
and our hearts by working with The City to 
do the right things (the Plan) and doing it the 
right way (unifi ed, respectful, honest, con-
structively, and with pride).  The CDBIA will 
remain resolved to working with any and all 
Chinatown and Chinese residents, business-
es, property owners, and associations for the 
right Chinatown Cultural Plan and Cultural-
ly-based Local Area Plan. This is and will not 
be politically-oriented or driven.
     The CDBIA and the Chinatown Communi-
ty Association made a community presenta-
tion to support the City Planner’s recommen-
dation to establish a Chinatown Cultural Plan 
and a Culturally-based Local Area Plan to 
replace the 30 year old Area Redevelopment 
Plan. This recommendation was approved 
and will be presented to Calgary City Council 
in June for approval. This recommendation 
included a $500,000 to $1,000,000 budget to 
complete the plan.

Terry Wong 黃健磊 | Executive Director 執行董事
Chinatown District Business Improvement Area (CDBIA)

文：黃健磊 | 圖：網上資料圖片

華埠商業促進區執行董事黃健磊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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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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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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車借貸
利率優惠

指定型號全新萬事得汽車

0%
指定型號全新萬事得汽車

MX-5車型可獲$1,000特別獎賞優惠

特別獎賞優惠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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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治汽車夏季優惠 現正熱烈展開
選擇指定2018年型號平治汽車可獲能令您難忘的特價優惠，存貨有限，售完即止。

©2018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Lease  and  �nance  o�ers  for  the  available  only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Lease  APR  of  1.9%  applies  up  to  45  months.  Finance  APR  of  0.9%  
applies  up  to  60  months.  First,  second  and  third  month  payment  waivers  are  capped  for  the  following  models  including  taxes:  2018  B-Class,  CLA,  and  GLA  up  to  a  total  of  $400  for  lease  programs  and  up  to  a  total  
of  $600  for  �nance  programs,  2018  C-Class  up  to  a  total  of  $450  for  lease  programs  and  up  to  a  total  of  $650  for  �nance  programs,  2018  GLC  up  to  a  total  of  $550  for  lease  programs  and  up  to  a  total  of $750  
for  �nance  programs,  2018  E  Coupe,  Cabriolet  and  GLE  up  to  a  total  of  $850  for  lease  programs  and  up  to  a  total  of  $1,050  for  �nance  programs,  .  Vehicle  licens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and  taxes  are  extra.  Dealer  
may  sell  for  less.  O�ers  may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ers.  O�er  valid  on  in  stock  units  only.  O�ers  ends  June  30,  2018.

2018 C 300 Sedan

利率由

$7,500
可獲高達

現金回扣0.9%** 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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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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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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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 403.296.9600

1.48/lb

BC Red Peppers BC 紅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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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免費獲贈 特 大 椰 菜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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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1日－6月27日
本 周 特 價
6月21日－6月27日

2.98/lb

Cherries 車厘子

1.48/lb

Broccoli Crowns 無莖百加利

1.68/lb

Yellow Nectarines 黃油桃

1.68/lb

Red or Black Plums 紅/黑布冧

1.28/ea

Head Lettuce 西生菜

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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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訪京晤習近平傳談朝無核路徑
北韓領袖金正恩早前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舉

行歷史性會晤後，周二偕夫人李雪主乘坐專
機到北京，是他在三個月內第三度訪華。金
正恩並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會談，雙
方一致同意要維護鞏固發展中朝關係，推動
構建朝鮮半島持久牢固和平機制。美國國務
卿蓬佩奧則表示可能在短期內再訪平壤，盡
快和金正恩商討棄核細節。

美韓暫停軍演 外交部表歡迎
美國及南韓國防部昨宣布，取消今年八

月舉行的美韓「乙支自由衞士」軍演。至於
其他聯合軍演仍未作決定，兩國將進一步商
討。時值北韓領袖金正恩訪華期間，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耿爽對美韓決定表示歡迎。

特下令成立太空軍重返月球制衡中俄
朝鮮半島局勢雖然暫時緩和，但美國總統

特朗普周一指示國防部，立即建立「太空軍」
（Space Force），並將其列為美軍第六個軍
事部門。特朗普稱，不願看到中國及俄羅斯領
先美國，誓言奪回太空領袖的地位。

美日印關島軍演 華船近距離監視
美國、日本及印度海軍近日在關島海域

附近，舉行一年一度的「馬拉巴爾（Mala-
bar）2018」聯合軍事演習，三方海軍出動
大批主力艦艇參與。期間中方派出電子偵察
船天樞星號作近距離偵察。

澳洲金援太平洋諸國 抗一帶一路
澳洲近日多番指控中國干預內政，該國

外長畢曉普周二明言，澳洲會為太平洋周邊
國家提供資金，對抗中國的「一帶一路」
資金，避免受助國家最終債台高築，失去主
權。中國駐澳洲大使成竟業同日表示，中澳
應摒除偏見和偏執，建立互信。

大阪26次餘震京都防洪堤暴裂
日本大阪周一發生黎克特制六點一級強烈

地震，已造成至少五死三百八十九傷。昨日凌
晨再有逾二十次餘震，且屬淺層地震，不少民
眾在睡夢中震醒，需時刻保持警惕。受餘震影
響，多條高速公路封閉，關西地區交通癱瘓，
大阪和京都不少酒店亦收到旅客取消訂房通知。

瑞典球迷賀贏波中槍9死傷
瑞典南部邊境海岸馬爾默市於周一傍晚，

有槍手攻擊慶賀世界盃勝果的球迷，連開十
五至二十槍，造成三死六傷。暫未知槍手人數
及是否已經落網；警方強調事件和恐襲無關。

美驅非法移民悲歌 無證童哭喊爸媽
美國總統特朗普對非法移民實施「零容忍

政策」，令逾千兒童被迫與父母分離，網上
近日流傳一段無證兒童哭喊「爸爸、媽媽」
的錄音，教聞者心酸；惟特朗普不改強硬立
場。特朗普競選總統時的民主黨對手希拉妮
加入戰團，指移民面對的狀況可怖，並批評
特朗普講大話卸責。

拒保養第三方維修產品 蘋果罰款
美國蘋果公司因拒絕向接受過第三方維

修的產品提供免費保養，去年被澳洲監管機
構告上聯邦法院。蘋果周二被裁定違反消費
者權益保護法，罰款九百萬澳元。法院判詞
指，蘋果拒絕提供保養是誤導消費者，公司
早前已承諾賠償受影響用戶。

聯合國報告：全球難民達6850萬人
聯合國難民署周二發表最新報告，顯示至

去年底，全球難民人數達六千八百五十萬人，
人數相當於泰國的總人口，創下新紀錄。以全
球人口比例推算，每一百一十人當中有一人淪
為難民。去年的難民人數比前年增加近三百萬
人，更比十年前多出五成。

美籍華商黃馨祥購美兩報章
南非出世的美籍華人富商及慈善家黃馨祥 

（Patrick Soon-Shiong）周一以五億美元，
收購歷史悠久的《洛杉磯時報》及《聖迭戈
聯合論壇報》。黃馨祥向讀者承諾，他會堅
持獨立的新聞報道及對抗假新聞。

Casio創始人之一 樫尾和雄病逝
日本著名計算機及手錶品牌Casio的四兄弟

始創人之一的樫尾和雄，周一在東京一間醫院
因肺炎病逝，終年八十九歲。樫尾和雄早年
設計出小型計數機Casio Mini，令計數機成為
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他亦為旗下一九八
三年推出的G-Shock手錶成為國際名牌不遺餘
力。他的經營座右銘是︰「一間公司必須不斷
創新，追求持續改變才能生存。」

內地擬變相減薪俸稅
備受關注的《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

昨日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初次
審議，把個稅起徵點（即個人薪俸稅免稅額）由
每月三千五百元（人民幣‧下同）調至每月五千
元；另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繼續教育支出、
大病醫療支出、住房貸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稅務
扣減。內地官媒引述專家指，稅改草案緩減中低
收入階層稅負，但許多網民不認同。

反年改遊行 示威者蛋砸蔡英文
台灣的立法院昨日召開臨時會處理軍人

年金改革的相關草案，有反年改團體發起遊
行。逾五百名示威者下午聚集在凱達格蘭大
道抗議，主辦團體批評蔡英文政府罔顧軍人
權益。示威者隨後折返中山南路、青島東路
口，讓民眾用水球、雞蛋砸向貼有蔡英文等
政治人物圖像的紙板洩憤。

教練殺學員分屍案 揭性辱屍體
台灣台北陳姓射箭教練因性侵不遂，本

月初將高姓女學員掐死再分屍。檢方審訊後
昨日再揭發駭人內幕，指陳男在行兇之後，
曾把手指伸入死者下體「戳了兩下」，對屍
體進行「指姦」。在場的警員及檢察官得知
後，都忍不住出聲痛罵他變態。

大阪6.1級地震
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昨日早上發生黎克

特制六點一級淺層地震，建築物搖晃逾三十
秒，陸空交通陷入癱瘓。地震造成四人死亡
及三百七十六人受傷，十七萬戶一度停電，
是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以來，大阪錄到的
最強烈地震，氣象廳警告未來兩、三日或有
強烈餘震。

特朗普受靶妻唔撐
美國總統特朗普奉行「美國優先」政策，

近日雷厲風行遞解非法移民，激起社會千重
浪。適逢父親節，共和、民主兩黨的重量級人
物周日紛紛群起狙擊特朗普，批評國土安全部
的「零容忍」政策出台後拆散數千家庭。第
一夫人梅拉妮亞更公開與丈夫特朗普唱反調，
罕有地發政治聲明指「討厭見到兒童與家人分
離」，認為政府應「以心治國」。

女王號無戰機 取消特參觀環節
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於下月訪問英國，有報

道指，首相府原本安排特朗普參觀英軍最新
航空母艦伊利沙伯女王號，但由於仍未有艦
載戰機部署在航母上，英方擔心會招致特朗
普嘲笑，故取消計劃。伊利沙伯女王號尚未
可部署，英方早前接收的四架F-35B艦載隱
形戰機。至於替代方案，英方或安排特朗普
出席在費爾福德舉行的航空展。

默克爾限兩周內傾妥難民方案
德國執政聯盟就難民政策引發的內訌持

續，內政部長澤霍費爾周一向總理默克爾下
達最後通牒，表示若不能於兩周內與歐盟各
國妥善應對難民方案，將於下月一日起遣返
部分難民及拒收已在別國註冊的難民。默克
爾承諾爭取達成協議，惟重申反對單方面拒
收難民。

文翠珊：脫歐不足彌補醫療預算
英國首相文翠珊上周六宣布每年最高增撥

二百億英鎊醫療預算，揚言可用「脫歐後省
下繳付歐盟的開支」作補貼。但她周一公布
該項十年醫療計劃詳情時承認，脫歐省下的
開支不足以彌補新的醫療預算，「納稅人將
要多付出一點」。

哥倫比亞右派聯盟代表當選總統
哥倫比亞周日舉行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

代表右派聯盟出戰的杜克（Ivan Duque）取
得五成四選票，擊敗左派聯盟代表、首都波
哥大前市長佩特羅（Gustavo Petro），以四
十一歲之齡成為哥倫比亞史上最年輕總統，
將於八月正式宣誓就職。

兩韓再組隊 共逐雅加達亞運
南北韓自平昌冬奧後，一直積極擴大體育

文化交流。南韓文化體育觀光部周一宣布，
兩國將組隊參加八月的印尼雅加達亞運，雙
方運動員在揭幕及閉幕禮上將一同進場。

難民爭端挑火頭 德涉監控奧地利7年
歐盟峰會將於本月底召開，此前各國為難

民問題籌謀之際，歐洲軸心之一的德國卻爆出
監控盟友醜聞。奧地利傳媒日前揭露，德國聯
邦情報局（BND）自九十年代末起，監控該
國近二千個目標長達七年，包括總理辦公室、
國際組織、私人企業，甚至大使館。奧地利政
府批評德國此舉不能接受，要求全面解釋；德
國國會將召開特別會議調查事件。

友黨誓阻難民入境 默克爾恐倒台
德國總理默克爾近日不但要為監控奧地利

醜聞解畫，更要持續為湧歐難民潮「拆彈」
。由於默克爾和聯合政府盟友、基督教社會
聯盟（CSU）黨魁澤霍費爾就難民政策出現
分歧，互不退讓，假如她決定把對方革職，
或令上台僅三個月的聯合政府倒台。

希臘總理避過逼宮 協議馬其頓改國名
希臘國會上周六以一百五十三對一百二十

七票，否決對總理齊普拉斯的不信任動議，
齊普拉斯隨即如期於周日與馬其頓總理札耶夫
簽署歷史性協議，同意馬其頓改名為「北馬其
頓」。在國會外，數千名反對協議的示威者
與防暴警察爆發衝突，警員發射催淚彈驅散。

阿富汗停火 塔利班與平民擁抱
與阿富汗政府軍交戰多年的塔利班，早前

宣布在回教開齋節停火三天。數十名塔利班武
裝分子上周六進入首都喀布爾，卸下武器與政
府軍士兵及平民擁抱和自拍，一同享受短暫的
和平時光。塔利班周日宣布，不會延長停火時
間，周一凌晨零時一到便會重新作戰。

美韓商停軍演 或周內決定
為營造有利美朝談判的氣氛，美國總統

特朗普提出暫停與南韓的聯合軍演。韓媒周
日引述消息指，美韓軍方正磋商是否叫停軍
演，兩國國防部或最快本周宣布決定。

內地擬命上市公司建黨組織
內地企業上市或須先建中共黨組織。中國

證監會上周五公布新修訂的《上市公司治理
準則》草案，其中提到要求上市公司根據中
共黨章規定，設立黨組織以「加強黨建」。
有學者認為，只要不干涉經營，此舉或有利
監督；亦有專家指，部分企業可能因此轉赴
香港上市。

52%受訪者不滿蔡英文施政
台灣的蔡英文總統民望不斷插水，台灣民

意基金會周日公布的最新民調顯示，約五成
二受訪者不贊同蔡英文處理台灣事務、人事
任命等的表現，創下歷來第二高，當中兩成
二更是「強烈不贊同」。而贊同的比率只有
三成三。基金會負責人指，蔡英文民望持續
低迷，證明她「沒有脫離二次執政困境的迹
象，這對蔡將是一個嚴厲的挑戰」。

6月20日 (星期三) 6月19日 (星期二) 6月18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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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類食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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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e / 肝醬

Sate Sauce / 沙爹醬

Salted Fish Meatloaf / 鹹魚肉餅

St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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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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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403.452.8881
營業時間：周二至周日 10am - 6pm     /    周一休息

T&T
大統華

8 AVE. NE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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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f / 牛肉　Chicken / 雞肉　Pork / 豬肉

Marinated Pork Patty Sub / 越式肉餅

Shredded Pork / 豬肉絲　Cold Cut / 冷切肉

Veggie / 蔬菜

越
式三文治越
式三文治 $500$500

每條

起

周末加添更多甜品及小食周末加添更多甜品及小食

多種美食甜品 應有盡有 常備大量中、越雜貨 歡迎選購

每月首星期九折優惠
現增設愛城送貨服

務，歡迎愛城各食

肆批發訂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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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拗手瓜 貿易持久戰
中美貿易戰火再燃，衝突進一步升級。在

美國宣布會向總值五百億美元的中國進口貨
品加徵關稅後，中方迅速反擊，於昨日公布
同等規模的徵稅措施作為報復。不過，美方
隨即擺出打持久戰的強硬姿態，不僅宣稱與
中方所達成的貿易談判協議將作廢，更有消
息指美方已準備了一份更巨額的中國商品加
徵關稅清單，總額達千億美元﹗白宮亦計劃
限制中國在美投資，及收緊對華科技出口。

鋼管 氫碘酸 乙醇胺 華啟3項反傾銷調查
中國商務部昨連續公布三項針對美國的反

傾銷調查結果，包括對美國高溫承壓用合金
鋼管進行覆審調查；向美國生產的氫碘酸產
品和乙醇胺採取反傾銷調查。

企圖串供 特朗普團隊前經理還押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競選經理馬納福特，因

為企圖聯絡證人違反保釋條件，上周五被法
官下令即時還押。他是首名在通俄調查中被
扣押的特朗普競選團隊成員。

特恫嚇安倍：2500萬墨西哥人送日
本月初的七大工業國集團（G7）領導人

峰會出現意見分歧，令美國與盟國關係緊
張。美國《華爾街日報》上周五引述消息
指，總統特朗普曾於席間向日本、法國及歐
盟發炮，揚言把二千五百萬名墨西哥人送往
日本。

無人機發動空襲建功 美炸死巴國塔利班領袖
阿富汗國防部官員上周五表示，美軍上周

四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邊境，以無人機發動
一場空襲，炸死巴基斯坦塔利班領袖法茲盧
拉（Mullah Fazlullah）。阿富汗與巴基斯
坦政府表示歡迎，形容行動令反恐戰取得重
大進展。

美通過愛國者三型技術轉交台軍
美眾議院通過國防授權法，當中提到要加

強美台軍事合作、擴大對台軍售。台軍方人
士日前向媒體透露，美方已同意將愛國者三
型導彈相關的精密零件製造技術，轉交給台
灣軍方，預料台軍自主研發導彈、戰機、及
精密裝備的能力可大幅提高。

西班牙旅遊網 列港澳台為國家
中國大陸網絡反分裂風暴持續，有當地網

民近日向傳媒反映，指出其總部位於西班牙
巴塞隆拿的INTERCRUISES旅遊公司，在其
官網中把香港、澳門和台灣列為「國家」，
與中國並列。大陸官方尚未就事件回應。

金正恩電賀習生辰 五年首次
正當中朝關係在「特金會」後受關注之

際，北韓領袖金正恩上周五發出電文，祝賀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六十五歲生日，是金正
恩五年來首度向中國領導人祝壽。

貿戰重燃 美翻臉500億商品徵稅 華報復取
消一切協議

中美貿易戰經連番談判拉鋸後，美國總統
特朗普周五正式宣布，對總值五百億美元的
中國進口商品徵收百分之廿五的關稅，更揚
言若中國報復將會加碼。有美國官員透露，
特朗普於美朝峰會後認為今後毋須依靠中國
對朝施壓，因而於此時公布決定；另有傳美
國正準備追加總值一千億美元的徵稅商品清
單。中國商務部即時強硬回應，斥美方損人
不利己，中方被迫予以強而有力的回擊。

美圖更多着數 華未必再賣帳
美國有意對中國商品追加徵稅，惟有分

析認為，華府公布課稅清單意在爭取談判籌
碼，迫使中方讓步；即使中美落實向對方貨
品開徵關稅，由於涉及的商品金額不算大，
預料對整體雙邊貿易影響輕微。

歐盟反擊 向280億歐元美貨徵25%稅
美國本月初宣布向歐盟、墨西哥及加拿大

進口鋼鋁徵收關稅，招致強烈反彈。歐盟成
員國周四一致贊同，向總值二百八十億歐元
的美國進口貨品徵收報復性關稅；墨西哥亦
以大豆及玉米關稅作脅，籲華府勿再擴大關
稅措施。

哈里斯軟化 支持暫停美韓軍演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特金會」後，宣布暫

停美韓聯合軍演。獲提名出任美國駐南韓大
使的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哈里斯，周四指北
韓依然是美國的核威脅，但一改強硬立場，
支持暫停美韓軍演。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同
日分別與南韓防長宋永武及日本防衞相小野
寺五典通話，重申同盟關係不變。

日朝兩官 談綁架日人問題
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參事官志水史

雄，周四在蒙古首都烏蘭巴托舉行的國際會
議，與北韓外務省智庫裁軍與和平研究所所
長金勇國接觸，希望解決被北韓綁架的日本
人問題。金勇國在演講中指出，美朝峰會在
全世界的熱烈歡迎下成功舉行，促使朝鮮
半島從對立轉向和解與和平，並締造地區繁
榮。

美國會：大陸擴外交壓縮台空間
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檢討委員會

（USCC）」周四發表的最新報告指出，中
國大陸近年擴大國際參與，亦在「一帶一
路」的倡議下，開始擴大與太平洋島國的外
交與經濟發展。

「暗劍」曝光 疑第六代戰機問世
內地官方電視台周四播出解放軍海軍在

黃渤海空域實訓的畫面，當中出現新型核潛
艇，亦引發各方關注。而「暗劍」無人戰鬥
機模型近日曝光，外國媒體認為其標誌着首
款第六代戰機已經問世。

半島無核化存風險美卿訪華促續制朝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周四訪問南韓及中國，

向兩國領導人通報「特金會」成果。他強調
北韓將以驗證及不可逆轉的方式完全棄核，
在實現無核化前不會緩解制裁，向日韓盟友
派定心丸。惟華府官員其後表示，朝鮮半島
的主要軍演無限期暫停。

兩韓軍方共商落實《板門店宣言》
南北韓將軍級軍事會談時隔十一年後，周

四在板門店重新舉行，是「特金會」後兩國
的首場會談。雙方重點討論緩解軍事緊張、
何時舉行防長會談等事宜，並決定修復東西
海岸的軍事通訊線路。

「安金會」或最快八月平壤舉行
美朝峰會結束後，日本安排首相安倍晉三

與北韓領袖金正恩會晤，解決綁架日本人問
題。消息指金正恩對日朝峰會持開放態度，
有望最快八月在平壤舉行。

華再警告：美倘徵關稅 談判即失
消息指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當地時間周四將

與貿易官員商討，決定是否在今日宣布對中
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中國外交部周四回應
指，一旦美方的貿易制裁措施出台，雙方談
判達成的所有經貿成果將不會生效，並強調
「說的是『所有經貿成果』」。

美參院將表決 議員促判死中興
美國參議院本周稍後將表決二○一九財政年

度的《國防授權法》，法案包括恢復對中國中
興通訊制裁的補充條款。以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
默為首的議員，表明不願給予中興第二次機會。
共和黨參議員更直言將中興「判死刑」才恰當。

文翠珊贏脫歐陷險境
因脫歐談判飽受國內外壓力的英國首相文

翠珊，在最後一刻力挽狂瀾，在英國國會險勝
一仗。下議院周二否決上議院提出、針對《歐
盟退出法案》的多項修訂，政府得以暫時保住
脫歐談判主導權。惟有消息指，文翠珊為阻止
修訂通過，答允保守黨內親歐派系，於談判期
間給予國會更大話語權，被疑歐陣營批評讓步
太多。英國傳媒形容，苦於平衡黨內兩派訴求
的文翠珊正陷於「走鋼線」險境。

受賄1942萬 中保監前主席項俊波候判
被稱為內地金融界頭號貪腐「大老虎」的

前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中保監）主
席項俊波受賄案，昨在江蘇省常州市中級法院
一審開庭，涉案金額逾一千九百四十二萬元人
民幣。他當庭認罪、悔罪，法庭將擇期宣判。

越反華示威 平順省陸企幾全罷工
越南多個城市日前爆發大規模反華示威，其

中平順省的示威演變成衝突，令當地的外資工廠
大受影響，其中中國大陸企業幾乎全數罷工，不
少台資、港資工廠周三亦被迫停工。而菲律賓周
四亦再有反華示威，抗議中方沒收魚獲。

特金會各自解讀無核化暗藏分歧
美朝領袖的「世紀會晤」落幕，北韓官媒

周三報道峰會成果時，指領袖金正恩同意有
條件及分階段無核化，包括結束敵對關係及
提供保證，明顯與美方早一日的說法不同。
美國總統特朗普堅稱峰會成功，聲言世界遠
離核戰，北韓的核威脅不存在。

美韓軍演突叫停華府盟友陷混亂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美朝峰會後拋出震撼

彈，宣布將暫停美韓軍演，被視為對北韓的
安全保障，震驚國內政壇及東亞盟友。依靠
美軍保護的日韓不知所措，華府內部亦出現
混亂，副總統彭斯一度聲稱軍演繼續。特朗
普重申美朝談判期間，不與南韓舉行軍演。

持槍炸彈 巴黎非裔漢挾兩人四小時
法 國 巴 黎 一 名 摩 洛 哥 裔 男 子 ， 周 二 下

午在第十區挾持兩名人質，聲稱自己身上
有槍及炸彈，提出要接觸伊朗大使館等要
求。疑犯與警方對峙四小時後被捕，人質
安全獲救。警方指涉事男子懷疑有精神問
題，事件與恐怖主義無關。

叫杜魯多落地獄 美官道歉
美加貿易糾紛在七國集團（G7）峰會後

升級，美國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
羅日前稱，地獄將有一個特別的地方預留
給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指摘對方在外交層
面上不守信用，惹來嘩然。納瓦羅周二就
言論道歉，承認犯錯。

王毅晤東盟秘書長 暗批美日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於周二在北京

會見到訪的東盟秘書長林玉輝時，不點名
批評美日稱，只要域外國家不興風作浪，
南海就會保持穩定，「南海行為準則」磋
商也將順利推進。林玉輝形容中國是東盟
最具活力的戰略夥伴，並感謝中方支持和
參與東盟次區域合作。

北京怒斥民進黨挾洋自重
美國在台協會（AIT）內湖新館前日揭

幕，美國國務院主管教育文化的助理國務卿
瑪麗羅伊斯出席落成典禮，表示願加強美台
合作。對此，大陸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昨於
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陸方堅決反對美國與台
灣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觸，美方應恪守一個中
國原則、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規定；民進黨
當局挾洋自重，只會進一步破壞兩岸關係。

涉陸生共諜案 王炳忠等4人提控
陸生共諜周泓旭案再有重大進展！台北

地檢署經數月搜證，昨日決定依違反《國
家安全法》起訴周泓旭、新黨青年軍成員
王炳忠等四人。北檢指，王炳忠等人涉收
受大陸國台辦政黨局、上海市對外聯絡辦
公室趙姓、崔姓官員等人資助，吸收軍方
及青年發展組織。

6月17日 (星期日) 6月16日 (星期六) 6月15日 (星期五) 6月14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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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市 點 心 、 炒 粉 麵 、 晚 飯 小 菜 、 任 食 火 鍋

新 騰 龍 閣 酒 樓
電話：587-955-9543  地址︰2nd Floor, 118 - 5 Ave. SE Calgary
DRAGON DYNASTY CHINESE RESTAURANT
Fax: 587-955-6519 Facebook Website: www.facebook.com/dragondynastyrestaurant

營業時間： 早、午市 9am-3pm　晚市：5pm-10pm（晚市逢星期三休息） 店後大量停車位

招牌併盤
老火靚湯
碧綠雞片
美極中蝦

貴妃雞半只
鮑魚菇扒菜膽

蟲草花雲耳
蒸綠衣球
絲苗白飯

四人餐 $52

招牌併盤
老火靚湯
碧綠雞片
美極中蝦

蟲草花雲耳蒸綠衣球
絲苗白飯

六人餐 $78

招牌併盤
碧綠雞片
美極中蝦

蟹肉魚肚羹
薑蔥焗龍蝦蟹

貴妃雞一隻
鮑魚菇扒菜膽

豉汁或清蒸金䱽魚
揚州炒飯

十人餐 $238

午市特價

燒味飯
（油雞或叉燒）

碟

繼續八折優惠
晚市任食火鍋　晚市任食火鍋　
繼續八折優惠
特 

價

成人   $24.95   $19.96
耆英(60歲以上)  $18.95   $15.16
小童(4-12歲)  $16.95   $13.56

再送再送 鮮碧古魚片一碟鮮碧古魚片一碟

點心、炒粉、麵
天天全線八折優惠八折優惠

鮑汁澳洲刺參鴨掌鮑汁澳洲刺參鴨掌

$12.88

全新小菜推介
味菜茄子炆金鯰魚

魚香脆皮骨

豉汁炒青口

避風塘多春魚

家鄉魚滑

蒜香蜜汁雞碌

早、晚市 七天營業
徇眾要求 從7月份起

本期
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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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樂旅行社
I & J TRAVEL INC.

Dragon City Mall (龍城商場二樓)
Bay #255, 328 Centre Street, S.E.
Tel:403-234-0553    Fax:403-265-8641
卡城以外免費長途電話﹕1-877-700-7780

韓國時尚之旅：暢遊明洞、南大門、東大門、昌德宮
（世界文化遺產）等… 其他名勝：清溪川、南怡島、神
興寺、東大門綜合市場、大明Aqua水世界、三八線臨津
閣、樂天世界。特色美食：人參燉雞、Shabu 

Shabu、韓式燒烤、火鍋等。台灣環島遊：暢
遊太魯閣國家公園、日月潭、墾丁國家公園。特色美食：臺
式海鮮火鍋/牛肉麵/滷肉飯/夜市小吃

韓國及臺灣13天精彩遊

出發日期 2018年8月13日至11月29日

暢遊各大名勝及景點：太原晉
祠、平遙古城、平遙懸衙，欣賞
平遙古城夜景。平遙文廟、日升
昌票號、王家大院、喬家大院。

西安古城墻、大雁塔、兵馬俑。西寧塔爾寺、清真
寺，乘坐火車直驅拉薩，參觀布達拉宮、大昭寺、
羅布林卡、八廟街。江孜宗山古城堡、白居寺、扎
什倫佈寺。四川成都大熊貓繁育基地，樂山大佛、
武侯祠等。

西藏山西四川

出發日期 2018年9月15日 

出發日期 2018年5月-10月  

出發日期 2018年5月-10月  

絲綢之路中原文化15天遊
暢遊各大名勝及景點：烏魯木齊新疆自治區博物館、國際大巴紮、天山
天池、野馬古生態園區、吐魯番盆地、克孜爾千佛洞、蘇公塔。敦煌莫
高窟、騎駱駝漫遊鳴沙山及月牙泉，嘉峪關城樓、魏晉地下古堡、長城博
物館。張掖丹霞地質公園、大佛寺。西寧塔爾寺、東関清真大寺。甘肅
蘭州劉家峽水庫區、炳靈寺、天水積山石窟。西安碑林博物館、漢陽
陵、秦始皇兵馬俑、鼓樓等。 

出發日期 2018年9月13日  

加東海洋省份9天歡樂遊

加東5天精選遊
遊覽滿地可市內著名景點，走訪京士頓及首府渥太
華。前往魁北克古城，乘坐千島遊船穿梭大小島
嶼，搭乘「霍恩布洛爾號」遊船，穿越尼亞加拉大
瀑布，參觀「冰酒酒莊」。

團費：4人房：$288起 3人房：$322起

      2人房：$438起

團費：4人房：$588起 3人房：$660起 

      2人房：$860起

暢遊各大名勝及景點：京士頓、舊國會大樓、首都
渥太華國會山莊、滿地可市、舊城區、奧運村及
奧運場地、紐賓士域省、省府法迪力頓市、省立
公園、芬地海灣、佩姬灣漁村、哈利法斯市、城堡
山、八角軍事古堡、山城、聖保羅教堂、大西洋博
物館、紐賓士域磁力山、孟敦市、愛德華皇子島省
府莎樂特地，Cavendish省立公園，聖保羅倫斯河
道海洋自然生態保護區、省議會大樓、聖母大教
堂，聖勞倫斯國家公園、尼古拉加大瀑布等。

（團費包括：來回機票、酒店住宿、膳食及景點門票）

華籍領隊
隨團出發

（團費包括：來回機票、酒店住宿、膳食及景點門票）

雙人房 $3880+稅

雙人房 $3380+稅

雙人房 $1288起（包稅）

雙人房 $1688起（包稅）

雙人房 $1888起（包稅）

團費包括：來回機票，酒店住宿及膳食

團費包括：來回機票，酒店住宿及膳食

團費包括：來回機票，酒店住宿及膳食，回程可停留香港不另收費

（團費包括：行程内酒店住宿、豪華旅遊巴士接送）

（團費包括：行程内酒店住宿、豪華旅遊巴士接送）

西安青海15天遊

新馬泰逍遙游12天
暢遊拉瑪九世皇朝大皇宮、玉佛寺、皇家珍藏寶物館、泰國風情員、
3D藝術畫廊、格蘭島、鎮裏斯、席攀水上市場、四面佛、綠野仙蹤騎
大象、熱帶水果園，觀看人妖表演，參觀蛇員、海濱花園、魚尾獅公
園、海濱藝術中心、萊佛士登岸遺址、青雲亭、荷蘭紅屋廣場、紅教
堂、葡萄牙城堡、聖保羅教堂、蝴蝶公園、數碼港太子城、布特拉回教
寺、布特拉橋、外觀首相府、千喜紀念碑和植物園。遊覽英雄紀念碑、
獨立廣場、錫器店、馬來屋及林梧桐紀念館。

出發日期2018年8月21日至12月11日 

東京，大阪超值7天遊
暢遊皇居二重橋、淺草觀音寺、新宿都廳、LAOX銀座電器店、富士山
五合目、忍野八海、平和公園、磐田LALAPORT購物中心；參觀濱名
湖、禦木本珍珠島、禦寳珠寶店、伊勢神宮，伊勢橫町、京都平等院、
東大寺佛殿。遊覽東大寺、大阪城、心齋橋、道頓崛美食街。

出發日期2018年8月15日至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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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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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Tull
杜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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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華人耆英會於6月15日（星期五）晚上假座亞洲軒酒家舉行第廿二屆理事就職晚宴。

當晚盛會約有200人出席、特別嘉賓包括多位創會元老及廿多個卡城華社團体的代表等。

大會先由林李美玲會長致歡迎辭，隨即舉行新一屆理事就職典禮。先由各理事宣誓、繼

而頒發理事選任證書。在祝酒及大會合照後、由李陳美儀女士介紹耆英會最新服務及

2018年「關愛耆英」籌款活動；更感謝所有活動支持者及義工們的熱心參與，令所有活

動皆可順利舉行。席間大會更安排卡拉OK及幸運抽獎、獎品豐富。

卡城華人耆英會 
第廿二屆理事就職晚宴

2018年卡加利賽區16名歌手晉級決賽

決賽時間：7月8日(週日晚上6：30)
地點：市中心圖書館 John Dutton劇場 

 購票電話： 4038916973

2018年「文化中國 . 水立方杯」海外華人中文
歌曲大賽卡加利賽區選拔賽復賽於6月15日
（星期五）晚上在卡城市中心圖書館John 
Dutton 劇場隆重舉行。
當晚到場參觀者衆、氣氛熱鬧、比賽過程緊張
精彩。
大會開始時先由評判之一歐陽兆君老師聯同
2017中國新歌聲亞省賽區潛質獎優勝者廖彥
森和最佳台風獎優勝者盧瑞哲合唱揭開序幕。
接著由另一位評判李自維老師演唱。隨後由2
位美艷動人女司儀爲此比賽作主持及介紹。
在比賽中，23位選手以2人或3人一組共11
組、唱出11首不同悅耳動聽歌曲，評判便會從
11組中選出分數最高的選手為11位直接晉級
決賽的選手。
首輪落選的12位歌手可以在清唱環節中再戰，
最後選出其中5位優勝者晉級決賽。
在中場休息期間，由評判之一李衛賢老師獻唱
一曲暫緩緊張氣氛。

廖彥芊 、王雨蒙、何子琳、李珦、王
豔屏、張瑞紅、 黃志明、 黃楚茵、 
樂欣鳴、 朱學君、余洪全、 杜奕
佳、 吳月月、 莊浩晨、 宿璐瑤、周
家寶、 余淑晨

（排名不分先後）

希望各位選手在決賽中大展歌喉，表現更上一層樓。再創佳績。更預祝代表卡城
選區到北京參加總決賽的選手能為卡城爭光。

最終共有16位選手晉級決賽，分別為
成人組10名、青年組6名，其名單如
下：

2018年「文化中國 . 水立方杯」海外華人中文
歌曲大賽卡加利賽區選拔賽複賽於6月15日
（星期五）晚上在卡城市中心圖書館John 
Dutton 劇場隆重舉行。
當晚到場參觀者衆、氣氛熱鬧、比賽過程緊張
精彩。
大會開始時先由評判之一歐陽兆君老師聯同
2017中國新歌聲亞省賽區潛質獎優勝者廖彥
森和最佳台風獎優勝者盧瑞哲合唱揭開序幕。
接著由另一位評判李自維老師演唱。隨後由2
位美艷動人女司儀爲此比賽作主持及介紹。
在比賽中，23位選手以2人或3人一組共11
組、唱出11首不同悅耳動聽歌曲，評判便會從
11組中選出分數最高的選手為11位直接晉級
決賽的選手。
首輪落選的12位歌手可以在清唱環節中再戰，
最後選出其中5位優勝者晉級決賽。
在中場休息期間，由評判之一李衛賢老師獻唱
一曲暫緩緊張氣氛。

兩位美女主持

11位首輪晉級決賽歌手

5位清唱復活晉級決賽歌手 評委、主辦及協辦單位合照

16位晉級決賽歌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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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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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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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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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201820182018

0.99%0.99%
租賃利率租賃利率 起起

**

2018201820182018

0.99%0.99%
貸款利率貸款利率

起起

**

內外全新設計內外全新設計
性能更高性能更高

2018201820182018

1.99%1.99%
租賃利率租賃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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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貸款利率低至 0.99%

2017年型號展示車
節省高達 $6,000

貸款利率低至 0.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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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尚餘少量存貨尚餘少量存貨

2018201820182018

0.99%0.99%
租賃利率租賃利率 起起

**

** STK# D170037** STK# D17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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