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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oganyCornerstone

Evanston Carrington

閣下夢寐以求的理想居所
現呈現眼前，令您瞬間鍾情
在 各 大 社 區 皆 備 有 即 可 入 伙 單 位 ， 無 須 等 候

Jayman 所建房屋與日俱增，歡迎加入我們的大家庭

如欲審視更多即可入住房屋，請瀏覽：jayman.com/moveinready
示範屋單位開放時間：周一至周四 2–8 p.m., 周六、日 12–5 p.m.

售價由：$360s–$590s

■     相連孖屋，備前後車道

■     寬敞廚房

■     高天花

■     三睡房+兩個半浴廁

售價由：$370s–$380s

■     相連孖屋

■     W/O土庫

■     高達1,553平方呎

■     三睡房+兩個半浴廁

售價由：$320s–$480s

■     城市屋

  屋後車道、屋前草地

■     特大多用途大廳

■     加大廚房

■     高達五睡房

售價由：$430s–$630s

■     備前後車道

■     位幽靜湖區

■     加大廚房

■     三睡房+兩個半浴廁

Speci�cations and pricing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ee sales centre for exact elevation, rendering is representational only.

凡於特惠期內購買Jayman BUILT新屋
可選擇以下一項優惠

Hunter Douglas高級窗簾及
Whirlpool前置式洗/乾衣機 或 Goodman冷氣機

請親臨展銷中心查詢優惠詳情

如今，越來越多的國内媽媽們都願意花費一大

筆錢，冒著8，9個月大肚子的風險來加拿大產子，

目的就是爲了讓孩子拿到加國國籍。但未來有可能

實施的新政，將改變這一狀況。如果孩子的父母均

為“雙非”（非公民或永久居民身份），孩子也無

法順利拿到加國國籍。

前些天，加拿大保守黨在哈里法斯舉行的大會

閉幕了。保守黨議員對黨內提出的74項政策、修改

建議進行了投票。其中包括墮胎、安樂死等等，還

有華人比較關注的“雙非嬰兒”問題。

而根據加拿大《公民法》，凡是在加拿大領土

出生的嬰兒，都能自動獲得加拿大國籍。但是保守

黨在昨天會議通過的決議中，決定修改這項法律：

禁止“雙非嬰兒”（父母都不是加拿大公民/永久

居民）自動獲得加拿大國籍。如果在下屆聯邦大選

中保守黨上台執政，那麼這項法律就會被修改成為

現實。以後想通過生育旅遊來加拿大，讓孩子出生

就有加拿大公民身份，再也不可能了。根據最新民

意調查，57%的選民都希望自由黨趁早下台。距離

大選還有1年，到時候誰能代表加拿大人的意願，

大選後自會揭曉答案。

去年，保守黨華裔議員黃陳小萍就曾提交請願

書要求修改加拿大的入籍法案。請願書中寫道：

“生育旅遊、雙非嬰兒的出現，是在從根本上降低

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價值”。如果保守黨上台執政，

那麼從此以後生育旅遊將在加拿大徹底消失。

溫哥華、多倫多的華人月子中心都不少，以後

可能都要銷聲匿跡了。

之前一名華人產婦在列治文生下一個孩子之後

就跑路了，欠下一大筆債-約（118萬加元）的醫療

費用遲遲不還。溫哥華沿岸衛生局（Vancouver 

Coastal Health，VCH）正在通過法律程序向這

名產婦追債。

根據統計，列治文的婦產科每5個媽媽裡就

有1個不是加拿大公民。而非公民媽媽中，98%都

來自中國。因此這名欠錢不還的華人產婦讓中國

同胞非常尷尬。據悉，這位姓夏的產婦2012年10

月於列治文醫院（Richmond Hospital）生下一

個孩子。孩子出生後狀況不太好，在嬰兒保溫

箱裡生活了很久。產婦不是常住居民，不能享

受普通醫保，因此出院時收到了巨額賬單。當

時她的生產費用加上孩子的護理費是31.3萬加

元，她沒有繳納任何費用就悄悄地走了。拖欠

到現在按照每月2%的利息來算，費用已經達到

117.8萬加元。如果嬰兒的身體狀況不好，需

要進保溫箱“深切治療”，入住1-2個月費用

就會高達30萬加元。

根據BC省衛生廳的統計數據，僅在2014/15

年，非居民產婦拖欠的醫藥費就高達幾百萬。

溫哥華沿岸衛生局表示，就算是有不付費的情

“ 雙 非 父 母 ” 來 加 產 子  孩 子 未 必 能 獲 加 國 國 籍  
況，醫院不能拒絕為有需要的人提供醫療服務。

這引起了很多居民的不滿，要求政府採取措施打

擊“生育旅遊”，杜絕那些生了孩子就跑、留下

一大筆債的行為。由於這筆債務無人償還，最後

還是要分攤到每個納稅人頭上承擔。因此，同為

華人的本地居民對於這種生完孩子就跑，把債務

留給加拿大的這種行為都嗤之以鼻。

大溫“月子中心”業內人士的親身經歷與部分

醫院的官方數據都顯示，以中國為源頭的“生育

旅遊潮”近年來正在發酵升溫。

盡管來加生子價格不菲，但產婦們卻覺得很

值。原因是，孩子一出生就是加拿大公民，長到1

成年後，父母還可以申請團聚移民。 “雙非嬰

兒”的媽媽幾乎全部來自中國。可能是因為列治

文的華人最多，列治文醫院的“雙非嬰兒”佔總

人數的70%。

就算保守黨沒上台，不禁止“生育旅遊”，在

加拿大生孩子也不是必定有加拿大國籍的。

因為雙重國籍，是不被中國政府承認的。如圖

顯示，在加拿大出生的華裔人士國籍情況:

父親身份 母親身份

中國籍

中國籍+永久居民

中國籍+永久居民

加拿大籍

加拿大籍

加拿大籍

中國籍

中國籍

中國籍+永久居民

中國籍

中國籍+永久居民

加拿大籍

中國籍

加拿大籍

加拿大籍

中國籍

加拿大籍

加拿大籍

子女最終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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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年以來，全球汽車銷售穩定增長，平均每年超過
5 %，但踏入今年，增長呈急速放緩，預測機構L M C 
Automotive估計全年僅增1.8%，至9,700萬輛。汽車生
產商除受貿易戰的挑戰，亦面對鋼鐵和鋁材成本增加，
及歐美廢氣排放規則收緊。
各地區中，美國汽車銷售已於一六年升至1,750萬輛後
見頂，預料今年將會連續第二年錄得跌幅，而歐洲新車
需求雖然差不多回復至金融海嘯前的水平，歐盟上半年
銷售增長2.9%，但依然少過去年同期的4.7%增幅。至
於已成為全球第二大汽車市場的中國，七月份新車銷售
意外急跌5.3%至159萬輛，分析員及汽車生產商下調全
年銷售增長預測。 L M C料增長由去年的2 . 1 %放緩至
1.2%，並低過一六年的增13%。
平治母公司戴姆勒今年六月發出盈警，理由是中國向美

國徵收報復性的關稅，打擊其位於美國廠房出口的多用
途車銷售和盈利。快意佳士拿最近亦調低一八年盈利預
測，並歸咎於中國銷情欠佳。有分析員認為，一旦貿易
戰全面爆發，汽車銷售將出現跳崖式下滑，O x f o r d 
Economics估計，「溫和的貿易戰情景」將導致一九年
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減少約0.5%，足以打擊對新
車的需求。LMC高級分析員Justin Cox預測，若貿易戰
升級，二○年全球新車銷售將較目前預測少300萬輛。
更令業界憂慮是，銷售增長放緩正遇上汽車業轉型期，
各大汽車生產商均就電動化和無人汽車研發展開軍事競
賽，需要投入大量資金。顧問公司AutoPaci�c分析員
Dave Sullivan認為，愈來愈多車廠需要開拓新市場，如
中國內陸地區以至非洲。

全球汽車銷售料僅增1.8%

三大內地銀行不約而同於昨日公布上半年度業績，純利
合共3,719億元（人民幣‧下同）。當中，建設銀行盈利
按年增加6.28%至1,470.27億元，雖然符合市場預期，
惟資產質素存在隱憂，逾期、關注及不良貸款均見增長。
建行業績顯示，六月底的不良貸款率按季下跌1點子至
1.48%，惟反映未來可能轉化成壞帳的關注類貸款，較
去年底增加142.8億元，不良貸款餘額亦增至1,987.54
億元，期內資產減值損失增加10.36%至667.8億元。
該行管理層在業績報告中直言，內地經濟正面臨着新的
挑戰，尤其是企業違約的風險上升，債股匯市場波動等
產生的風險需要高度關注。金融新生業態在互聯網技術
催化下快速發展，衝擊着傳統銀行的業務。業績期內，
該行對1 8 1 . 0 3億元的不良貸款進行核銷，按年增加
17.15億元。一般而言，銀行透過出售或轉讓不良貸款，
甚至耗用期內收入進行核銷，雖然會影響盈利及增長，
但可令銀行不良貸款率等財務指標保持於較低水平。
事實上，中國銀行不良貸款餘額按季增加36.57億元，
不良貸款率持平於1.43%。農業銀行的資產質素則見改

善，不良貸款按季錄得「雙降」，不良貸款率下跌6點
子至1.62%，不良貸款餘額降至1,858.95億元。HTSC研
究部首席分析師陳姝瑾解釋，由於銀行需要於今年實施
新會計準則（ IFRS9），銀行可以透過利用股東利潤核
銷與處置不良貸款，刺激上半年的核銷與處置金額上升，
而整體的不良貸款率則會平穩下降。
農行盈利增長加快，上半年股東應佔溢利達1,157.89億
元，按年增加6.62%，但相較市場預期錄得雙位數增長
遜色。期內，該行淨息差較去年全年擴闊 7點子至
2.35%。若單計第二季，中行純利按季增速稱冠大型內
銀，按季大增22.62%至600.87億元。上半年計，該行
純利按年增加5.2%至1,090.88億元，主要受惠期內淨利
息收益率擴至1.88%，較首季增3點子，連升三個季度，
帶動淨利息收入升7.06%。
另方面，中國光大銀行同樣受惠息差擴闊，上半年股東
應佔溢利為180.75億元，按年增加6.7%，淨利息收益率
較去年底大增11點子至1.63%，不良貸款率跌8點子至
1.51%。陳姝瑾表示，上半年大部分內銀的淨利息收益

率均按季擴闊，主要原因是去年初至今銀行貸款利率持
續上升，資產利率的增幅大過存款利率，加上債券投資
的回報率明顯改善，有利銀行第二季度的淨息差普遍平
穩上升。

中國建設銀行賺1470億存隱憂

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

有機香蕉 迷你青瓜

Sterling Café
香濃咖啡粉 越印牌咖哩粉

福口牌椰子水雞嘜香蕉蒂

甜菠蘿

紹菜大樹菠蘿

新鮮
特級雞腿球

大網瓜

呂宋芒

新鮮蠔肉

幸福比內牌魚露

無莖百加利

禧福牌午餐肉竹樹牌米粉
珀寬牌
辣碎蝦/蟹

西洋菜

小背脊牛排
（原袋）

勝瓜

大排骨
新鮮特級
童子雞

新鮮
嫩炒牛肉

三小姐牌
沙河粉

惠豐牌
雞味即食麵

多款口味

五花腩連骨

原箱
$1.69/磅

原箱
$1.49/磅

幼

黃心蕃薯 98¢
/lb

4 days only

只限四天

08/31 - 09/03

Open : 9 am - 9 pm daily

皇家基拿蘋果
中國富士蘋果98¢

/lb

4 days only

只限四天

08/31 - 09/03

Royal Gala Apple or
China Fuji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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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油化工上半年純利按年增長51.83%至423.86億元  
（人民幣‧下同），增速較去年同期約40%進一步加快，不
但勝市場預期，更創上市近十八年以來最佳的中期業績，
主要是國際油價高企令上游業務接近免虧損，而煉油及化
工業務盈利則保持高速增長。中石化中期息每股派0.16元，
按年增六成。
截至今年六月底止的六個月，中石化營業額按年增長
11.51%至逾1.26萬億元，經營利潤按年增長56.64%至
615.76億元。當中煉油業務經營利潤按年增32.45%至
389.32億元，主要透過增加汽油及航空煤油產量及降低柴
油產量，令產品結構改善。至於化工業務經營利潤亦按年
增長29.67%至157.64億元，主要是多數產品銷量及售價齊
升之際，推進高端產品的研發和銷售。
上游勘探與開發業務亦繼續改善，第二季經營虧損按季縮
窄逾70%至9,400萬元，上半年經營虧損按年縮窄97.75%至
僅4.12億元，主要是原油及天然氣平均銷售價格（以人民
幣計算）按年分別上漲23.7%及7.7%，油氣資產減值、折

舊、折耗和攤銷開支按年減少；油氣現金操作成本則與去
年同期相若。中石化下半年擬生產原油1.46億桶及天然氣
4,978億立方英尺，即全年目標大致不變。惟收入貢獻最
大的銷售及分銷業務經營利潤僅171.86億元，按年增不足
4%。儘管售價較高的汽油錄銷量和售價齊升，柴油和航
空煤油售價升幅亦能彌補銷量減少影響，油價上漲也推高
油品採購成本。非油業務收入按年增長15.6%至163億元，
利潤按年增長約30.76%至17億元。
中期報告亦顯示，中石化持股70.42%、正籌備上市的中國
石化銷售有限公司，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上半年營業
收入按年增10.31%至6,669.67億元，惟淨利潤（包含少數
權益）按年僅增0.68%至142.65億元，增速較去年同期顯
著放緩。公司董事長兼總裁戴厚良於業績報告中表示，下
半年國內成品油及石化產品需求會受惠內地經濟穩定增長，
惟貿易摩擦和地緣政治衝突，提高國際油價前景的不確定
性。
中石化上周五收報7.52港元，儘管較今年高位低約10%，

但今年以來依然累漲逾31%，堪稱「逆市奇葩」。大華繼
顯執行董事梁偉源認為，中石化業績強勁主要靠油價上升，
惟中美貿易戰令全球經濟前景蒙上陰影，油價進一步上升
空間恐怕有限。他又說，下游銷售業務下半年又難望顯著
改善，而銷售公司本身無特別賣點，準備分拆上市說了很
久，市場已有一定預期，中石化現價已反映不少利好因素。

中石化多賺51%增派息

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周五在 Jackson Hole 央行年會發表
演說，直言有很好理由相信美國經濟增長會保持強勁，相
信漸進加息仍合適。有關言論似乎未有受到美國總統特朗
普近月接連炮轟加息的影響，勢令市場相信聯儲局將於九
月加息。利率期貨顯示，聯儲局九月加息0.25厘的機會率
高企約九成。
鮑威爾指當局面對兩個風險，第一是加息太快令經濟擴張
期縮短，第二是加息太慢會縱容經濟及金融市場過熱，因
此現時的漸進加息策略正是當局謹慎應對這兩個風險的方
法。他又稱，會與聯儲局其他官員小心監察數據發展，制
訂可支持經濟增長及有利於就業市場強勁與通脹接近2%
的貨幣政策。不過，他提到經濟過熱風險似乎未見加劇，
沒有明顯迹象顯示通脹會急劇加速至超過目標水平。美元
匯價受壓，兌日圓下跌0.14%，低見111.13；歐元漲0.87%，
報1.164美元。澳洲總理換人，周四重挫1.36%的澳元曾反
彈1.34%，高見73.45美仙。
多名地區聯儲銀行行長會前發表意見，堪薩斯城的喬治及

達拉斯的卡普蘭不約而同支持加息。喬治指，今年適合再
加息兩次，明年或需再加息數次。問及特朗普對鮑威爾的
批評，喬治稱特朗普並非首個批評加息的總統，國會已建
立重要「防火牆」，讓聯儲局專注有利經濟長遠利益的政
策決定。
卡普蘭則支持未來九至十二個月加息三或四次，並同意政
治因素不會影響當局決定，對當局繼續在沒有政治考慮下
行事有信心。另外，克利夫蘭的梅斯特爾上調今年經濟增
長預測到介乎2.75至3%，並認為很可能較接近3%，漸進
加息是合適的。相反，聖路易斯的布拉德則認為今年不應
再加息，看不到很大的通脹壓力，又認為現正處於或接近
中性利率。
儘管近期不少事件惹投資者憂慮，但美國經濟依然良好，
增長強勁之餘，工資壓力正在上升、通脹達標及失業率低
於4%。值得留意的是，Jackson Hole央行年會出席者名單
顯示，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及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均不
會出席。

此外，沃頓商學院教授西格爾表示，未來數月美股前景具
挑戰，但如果中美貿易紛爭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能夠解決，大市可望再漲10%。他又指出，現時標指市盈率
約18倍，遠低於二○○○年三月當時牛市結束時的30倍，
而在當前低息及經濟穩定的環境，市盈率介乎18至20倍屬
合理。不過，西格爾指大市不利因素包括貿易不明朗、聯
儲局的加息立場看來仍相當進取，以及美國中期選舉。

懶理特朗普聯儲下月加硬息

三小姐牌
沙河粉

妮娜牌
去頭白蝦

第一家牌
春卷皮（六吋）

珍珍牌
龍口粉絲 檳榔樹牌魚露

匯豐牌
蒜蓉辣椒醬

東埠橋牌
黃冰糖 帝王牌咖啡粉

石城牌
3點1刻奶茶

原隻
貴妃雞

Kofresh
蘆薈飲品

金鯧魚

海燕牌
去頭
老虎蝦

山水農場
龍崗雞

海燕牌
原條香茅

全美食品牌
餃子

碧瑤牌
菲律賓腸仔

亞萊地牌
急凍椰子水

海燕牌
鹽煮花生

幸福牌
巴沙魚扒

三象牌茨粉

天鵝牌醬油

海燕牌
龍脷魚柳

海燕牌
原條竹莢魚

幸福牌紅衫魚

阿美嘉牌
去頭白蝦

A1牌
上湯鮑魚麵

新鮮西冷眼扒

數量有限

美味精選
牛肩肉片

數量有限

原味
辣味

Halal
清真肉食

中

多款口味 數量有限

多款口味

1399

內有鮑魚

好運麵包坊由前卡城華埠著名餅家師傅主理 每日新鮮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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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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raymondlau404@gmail.com

Raymond Lau
劉俊文（英、粵及國語）

手提：403-830-6728

現時正值「Buyer’s Market (買方市場)」樓盤供過於求，
要以最實惠價錢購得心水靚屋，請閣下即時行動！

The best or nothing.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2450 Country Hills Blvd NE, (587)907-5020, mbcountryhills.ca
© 2018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1.9% financing only available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Available for 60 month finance on model year 2015 
Mercedes-Benz Certified Pre-Owned C-Class and 2014-2015 ML 350 BlueTEC 4MATIC models excluding AMG (less than 140,000 km). Down payment may be required. **First, second and third months payments 
are waived for finance programs on model year 2015 Mercedes-Benz Certified Pre-Owned C-Class models (excluding AMG). The payment waivers are capped up to a total of $500/month including tax for a 
Mercedes-Benz model. Vehicle licenc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and sales taxes are extra. Dealer may lease or finance for less.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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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er ends September 3, 2018.

1.9%* 推廣優惠
利率由1.9%起
及長達60個月分期

購 買 平 治 認 證 二 手 汽 車 可 享 有 ︰
．放心︰150點安全認證檢查
．保養︰標準Star  Cer t i�ed Warrant y長達六年或120,000公里
．信心︰完整汽車歷史報告
．保障︰24小時特別路邊支援
．安心︰五天或500公里更換汽車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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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 Lai
Brand Specialist

精通

國　粵　英語| |

Phoebe Ku
Brand Specialist

精通

國　粵　英語| |

Chaoran Li
Brand Specialist

精通

國　粵　英語| |

The best or nothing.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2450 Country Hills Blvd NE, (587)907-5020, mbcountryhills.ca
© 2018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1.9% financing only available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Available for 60 month finance on model year 2015 
Mercedes-Benz Certified Pre-Owned C-Class and 2014-2015 ML 350 BlueTEC 4MATIC models excluding AMG (less than 140,000 km). Down payment may be required. **First, second and third months payments 
are waived for finance programs on model year 2015 Mercedes-Benz Certified Pre-Owned C-Class models (excluding AMG). The payment waivers are capped up to a total of $500/month including tax for a 
Mercedes-Benz model. Vehicle licenc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and sales taxes are extra. Dealer may lease or finance for less.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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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er ends September 3, 2018.

1.9%* 推廣優惠
利率由1.9%起
及長達60個月分期

購 買 平 治 認 證 二 手 汽 車 可 享 有 ︰
．放心︰150點安全認證檢查
．保養︰標準Star  Cer t i�ed Warrant y長達六年或120,000公里
．信心︰完整汽車歷史報告
．保障︰24小時特別路邊支援
．安心︰五天或500公里更換汽車特權

The best or nothing.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2450 Country Hills Blvd NE, (587)907-5020, mbcountryhills.ca
© 2018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1.9% financing only available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Available for 60 month finance on model year 2015 
Mercedes-Benz Certified Pre-Owned C-Class and 2014-2015 ML 350 BlueTEC 4MATIC models excluding AMG (less than 140,000 km). Down payment may be required. **First, second and third months payments 
are waived for finance programs on model year 2015 Mercedes-Benz Certified Pre-Owned C-Class models (excluding AMG). The payment waivers are capped up to a total of $500/month including tax for a 
Mercedes-Benz model. Vehicle licenc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and sales taxes are extra. Dealer may lease or finance for less.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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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er ends September 3, 2018.

1.9%* 推廣優惠
利率由1.9%起
及長達60個月分期

購 買 平 治 認 證 二 手 汽 車 可 享 有 ︰
．放心︰150點安全認證檢查
．保養︰標準Star  Cer t i�ed Warrant y長達六年或120,000公里
．信心︰完整汽車歷史報告
．保障︰24小時特別路邊支援
．安心︰五天或500公里更換汽車特權

首爾轉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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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福宮、昌德宮、N首爾塔瞭望台、泡菜屋（博物館）、SM Town、格雷萬蠟像舘(Grevin Seoul)、南山首爾塔
韓服文化體驗舘、南山韓屋村、首爾動物園&天空纜車、韓國汗蒸Sealala、COEX水族館、Alive Museum、
Figure Museum卡通肖像博物館、泰迪熊主體公園、特麗愛3D美術館等。。。。。。

* 來回卡城/首爾/香港/卡城 經濟艙機票（”K ”艙位機票有效期為60日由
出發日起計，必須不少於出發前7天出票，如指定艙位售罄需另補其他艙位差

價）。* 首爾住宿3晚自選市中心購物區酒店，方便娛樂購物。* 免費贈送價值加幣65之首爾自由行
恩物，可用48小時的首爾轉轉卡(Discover Seoul Pass), 在35觀光點可免費入場及30個合作景點享有入
場優惠。同時此張卡片也具有交通卡功能，增值後便能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雙人房：$898起

首 爾 5 天 3 晚 隨 意 樂 遊 遊
出發日期：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

（機票+酒店套票）（包停香港）

首爾轉轉卡

10月3-23日；12月14-24日；

2月1-7日旺季機票附加費$100/機票週末附加費每程$30

請查詢機票附加費

價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稅金只供參考，須按航空公司出票當天標準）

機場鐵路直達列車（單程仁川國際機場及首爾站）、免費首爾城市觀光巴士、首爾城市觀光雙層巴士（Hop 
in/Hop off）

免費入場
推介景點

免費交通
安排

音樂劇「CHEF」（7折）、功夫喜劇「JUMP」(75折)、東大門都塔免稅店（現金優惠）、樂
天世界觀景塔等。。。。。。

所有優惠及詳情，請瀏覽首爾轉轉卡官方網頁 www.discoverseoulpass.com 為准

（尚有其他選擇，不能盡錄）

雙人房 $918起    
雙人房 $918起    
雙人房 $918起    
雙人房 $908起   
雙人房 $898起   

雙人房 $898起    
雙人房 $908起    
  

單人房 $1118起

單人房 $1118起

單人房 $1118起

單人房 $1100起

單人房 $1048起

單人房 $1048起

單人房 $1100起

另加稅$385

東大門 DongDaemun
          ULJiro Co-op 
          Best Western Arirang Hill 

明洞 MyeongDong 
          Nine Tree Premier Hotel 
          Hotel President 
          Skypark Central 
          Loisir Hotel 
          Hotel Shinshin 

折扣優惠
加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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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8 -  24 AVE NE
1 . 8 6 6 . 9 3 8 . 1 5 1 8

2018 COROLLA CE AUTOMATIC BURCEC-AA, PAYMENTS BASED ON 60 LEASE WITH 0 DOWN AT 0.99% OAC, COST OF CREDIT $688.  2018 RAV4 LE ZFREVT-BM, PAYMENTS BASED ON 60 LEASE WITH 0 DOWN AT 1.99% OAC, COST OF CREDIT $1903.  2018 TUNDRA DBL CAB SR5 PLUS UM5FIT-BM, 
PAYMENTS BASED ON 60 LEASE WITH 0 DOWN AT 1.99% OAC, COST OF CREDIT $2955.  2018 TACOMA DBL CAB TRD SPORT DZ5BNT-BA, PAYMENTS BASED ON 60 LEASE WITH 0 DOWN AT 5.49% OAC, COST OF CREDIT $8649, PAYMENTS AND PRICES INCLUDE ALL FEES AND TAXES EXCEPT GST.

26 St N
E

23 St N
E 24 Ave NE

24
 S

t N
E

23 Ave NE

27 St N
E

Sunridge Way NE

Barlow
 T

ail N
E

Barlow
 Trail N

E
r

Sunridge Blvd NE27 Ave NE

Extraordinary selling skills equal exceptional com-
pensation. You could earn a six-�gure income by 
joining one of the auto industry’s strongest manu-
factures, plus one of the more reputable dealer-
ships in Calgary. Your commitment and dedica-
tion to applying an uncommon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 coupled with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our award winning product line will ensure 
your professional success.

Our Product Advisors sell both new and pre-owned 
vehicles and enjoy assisting our clients with making 
an informed decision with professionalism and poise.  
Honesty, sincerity, integrity have allowed this dealer-
ship to prosper over the last 35 years and these quali-
ties translate into your personal and �nancial growth.

Whether you are a professional salesperson or have 
the drive to achieve higher goals, we provide the 
necessary training and have the reputation and the 
product that will bring you success.

In addition to the foregoinga and a bright futere 
we o�er BASE SALARY; GREAT COMMISSION; 
MONTHLY AND ANNUAL BONUS; INVENTIVE 
PLANS; EXTENDED HEALTH BENEFITS, DENTAL, 
VISION AND MUCH MORE.

Please apply in person or forward resume to:

STAMPEDE TOYOTA
2508 24 AVE NE CALGARY AB T1Y 6R8 

誠聘營業代表
有效在職培訓才能令你收入提高

Effective Training = Higher Income
Toyota Product Advi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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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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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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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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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亞省卡城客屬崇正會館

通 告
　　卡城中秋月，勝似故鄉明，中秋佳節又來臨。本會

定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五日，舉行中秋敬老及會員聯歡

活動，屆時有茶點美食免費招待，敬請本會會員及友好

攜眷依時光臨，同話家常，交流鄉訊，增進友誼，共享

佳節快樂，驅散那令人听不盡的鄉愁。

　時間︰2018年9月15日（星期六）中午

　地點︰本會會館（114 - 3 Ave. S.W.）

卡城客屬崇正會  啟

中 秋 佳 節 聯 歡

加拿大卡城福建同鄉會
FUKIENESE ASSOCIATION OF CALGARY

Unit 3, 207 - 1st Street S.E. Calgary Alberta T2G 2G3
Tel: (403) 263-8899   Fax: (403) 263-8878

召開會員大會 通告
　　依據本會章程規定，謹定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六日（星期日）
上午十一時在本會會所召開會員大會。

議程列有：（1）會務報告　（2）財政報告

　　會員如有任何提案，請於大會召開七日前，須以書面送達本會
理事會審核，以編入議程，大會時恕不受理臨時提案。敬請全體會
員依時出席，會後中午薄具美食招待。

卡城福建同鄉會第十八屆理事會 謹啟

二零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Notice of ANNUAL GENERAL MEE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ylaws of Fukienese Association of Calgary,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will be held on: 
Sunday, September 16, 2018 at 11:00AM at The Fukienese Association of Calgary, #3, 207 1 St SE, 
Calgary, AB
If any members have matters to present at the meeting, please submit notice in writing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nsideration 7 days prior to the meeting. New matters will not be 
considered at the meeting. All members are kindly requested to attend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Light refreshments will be served after the meeting.

18th Board of Directors of Fukienese Association of Calgary 
August 1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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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業良機，高回報，易操作

Thai Express Southcentre Mall Calgary Food Court
M T Y 食 肆 連 鎖 集 團 馳 名 品 牌

MTY Group Franchise Opportunity Available

thaiexpress.ca/own-a-store/

For Franchising and location details, please inquire at
email: ross@mtygroup.com

Ross Winter: 403-542-6328

查中國農曆八月初八〔西曆九月十七日(星期一)〕，
為我先賢張桓侯〔張飛〕寶誕之期。本公所特提前兩天，
於九月十五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正假座本公所禮堂，
虔備金豬、三牲酒醴、糕點果品等祭品，舉行拜祭儀式，
以崇敬意。禮成後、並設有雞尾酒會招待到場參加的會員、
友好和嘉賓。敬請我劉、關、張、趙四姓昆仲親誼及家眷，
友好及嘉賓踴躍參加，以申慶典！

特此敬告全體會員知照。

通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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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NE:  (403)262-1077

卡城龍岡親義公所 謹啟
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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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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est or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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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2018年GLE400型號存貨可獲$5,000折扣優惠
所有2018年GLE400型號存貨可獲$5,000折扣優惠，數量有限，售完即止。查詢詳情請瀏覽本車行網頁︰lonestarmercedesbenz.com。

©  2018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Lease  and  �nance  o�ers  based  on  the    2018  GLE  400  4MATIC    are  available  only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Total  price  of  $68,714  for  advertised  vehicle  includes  MSRP  plus  all  applicable  dealer  fees.  Lease  APR  of  2.9%  applies.  †Cash  credit  of  $5,000  only  applicable  on  the  2018  GLE  .  Vehicle  
licenc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and  taxes  are  extra.  Dealer  may  lease  or  �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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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ust  31,  2018.

2018 GLE 400 4MATIC

利率由

$5,000
可獲高達

現金回扣1.9% 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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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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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子機大賽，下午兩時開始

可贏取大獎，包括$250現金

9月12日（星期三） 11:30am-3pm

墨西哥粟米卷餅（Taco）
西班牙油條 （Churro）$9.00 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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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0日－9月05日
本 周 特 價
8月30日－9月05日

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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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磅 裝 迷 你 薯 仔

0.98/lb

番茄連籐Alberta T.O.V’s. 

3.98/ea

Alberta Corn 本地粟米

0.48/lb

Alberta Green Cabbage 椰菜

1.19/ea

2lb Carrots 紅蘿蔔(2磅裝)

1.28/ea

Celery 西芹

2.48/ea

洋蔥(2磅裝)5lb Onions 

0.68/lb

Gala Apples 基那蘋果

3.00/ea

Strawberries 1lb 士多啤梨(1磅裝) 

0.98/lb

Alberta Mini Cucumbers 迷你青瓜

0.88/lb

Yellow Peaches
  

12 for

2 for

紅/黑布冧Black/Red Plums 黃桃

2508 - 24th Ave., Calgary, NE2508 - 24th Ave., Calgary, NE1.888.479.78891.888.479.7889 WWW.STAMPEDETOYOTA.COMWWW.STAMPED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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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墨私定北美自貿協議 特朗普逼加拿大讓步
在中美貿易談判停滯不前之際，被美國總

統特朗普批評不公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重新談判一年後出現重大進展。他周
一戲劇性宣布，與墨西哥就修訂協定達成初步協
議，並捨棄NAFTA之名改稱《美墨貿易協定》。
恐被排除在外的加拿大周二加入與美國談判，特
朗普矢言在周五前拉對方入局，惟美國國會支持
與否屬未定之數，協議前景仍未明朗。

特朗普：現在非與華談判時機
美國與墨西哥達成突破性的貿易新協議後，

外界關注中美貿易談判能否取得突破。但特朗
普在宣布美墨達成協議時明言，現在不是與
中國談判的時機。特朗普周一向記者表示，雖
然中國希望並嘗試談判，但已被他拒絕，稱「
老實說，現在不是對話的好時機」。他認為，
中美貿易在過去數十年太過傾向中方利益，故
他嘗試與對方達成一個不那麼一面倒的貿易政
策。他指美國經濟前所未有地好轉，又強調中
美關係非常好，相信能與中國達成協議。

遭美徵稅 京促世貿助啟磋商
中美貿易戰如火如荼，北京周一正式向世

界貿易組織（WTO），就華府上周四開始向
中國進口商品加徵一百六十億美元關稅的措
施提出質疑，要求啟動「爭議磋商」程序，
按機制雙方將展開為期六十天的會談。美國
商務部同日宣布，初步證實部分中國鋼輪受
到補貼再傾銷到美國，將向其徵收最多百分
之一百七十二點五一的反補貼關稅。

美替肯尼亞建公路 抗一帶一路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一在白宮接見到訪的肯

尼亞總統肯雅塔，就貿易、國家安全等議題
交換意見。特朗普提到兩國已同意在肯尼亞
興建連接首都內羅畢和第二大城巿蒙巴薩的
蒙內高速公路，分析認為此乃美國抗衡中國
「一帶一路」的工具。

貿戰累全球貿易增長放緩
荷蘭經濟政策分析局本周公布世界貿易監

測報告，指今年四至六月的全球貿易額指數平
均為一百廿四點一，與一至三月持平，令自二
○一六年四月連續八季的增長勢頭止步。亞洲
國家的出口量則下跌百分之○點七，為七季以
來首次。專家認為，原因是亞洲地區對半導體
的需求下跌，並歸咎於中美貿易戰爆發。

傳北韓致函挑釁 美卿取消再訪平壤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周五突然下令國務卿蓬

佩奧取消訪朝之行，令外界擔心朝鮮半島的
和平局勢再起暗湧。美媒周一引述白宮消息
人士報道，取消行程的導火線，是北韓寄來
一封語帶挑釁的信。
美急撥36億現金援大豆農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月宣布撥出一百二十億

美元緊急援助，補助受貿易戰影響的本土農
民。農業部周二表示，政府將直接向農民派
發四十七億美元現金，其中三十六億美元是

給予大豆農。計劃於九月收成季開始，農民
屆時需展示收成作為付款根據。

澳前總理下台 莫里森繼任
澳洲前總理特恩布爾上周五被黨內逼宮，

由莫里森繼任總理。當地傳媒報道，特恩布
爾本周五會正式辭任國會議員，預料執政自
由黨因此短暫失去僅得一席的過半數優勢。
特恩布爾離職後，其悉尼的議席將要補選，
估計可能是十月六日舉行。前總理艾博特的
妺妺、同屬自由黨的福斯特表明有意參選。

日政府機構造假成風
即將舉辦奧運的日本，周二有一份中央政

府部門僱用殘疾人士的報告出爐，竟發現逾
八成部門在聘用殘疾員工數字上造假，真正
僱用人數僅達指標的一半。事件令聲稱帶頭
支持殘疾人士就業的政府大為尷尬，內閣官
房長官菅義偉於同日上午記者會，向國民公
開道歉，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就集體造假
醜聞表示極度遺憾。

拒交數據實時監管滴滴車復業無期
內地網約車平台「滴滴出行」順風車司機

姦殺女乘客案轟動全國，目前滴滴順風車業務
已無限期下架，至少十個地方市政府及相關部
門約談滴滴負責人，當中廣州和東莞的交通部
門周一表示，若滴滴未能在限時內作整改，將
對滴滴下架處理。繼早前湖北武漢出現「滴滴
狼群」後，深圳亦出現類似群組，一名張姓男
子因在群內發表侮辱性言論被捕。

華豬瘟恐擴東南亞
中國四省近日爆發非洲豬瘟，並且有蔓延

之勢。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昨日警
告，豬瘟疫情有可能跨境擴散至東南亞或朝鮮
半島。最致命的一類非洲豬瘟會導致受感染生
豬出現百分之一百的死亡率，而目前並沒有有
效的疫苗能夠保護生豬不受此病毒感染。

指華未供H7N9樣本 美憂難阻疫潮
有美國傳媒報道，美國政府及研究機構在

過去一年多，多次要求H7N9「重災區」中國
提供有關病毒的實驗室樣本，惟後者始終沒有
理會，研究機構僅從香港、台灣地區取得小量
樣本。有美國專家擔心，中方的舉動會影響對
藥物的研發，阻礙對下一次生物威脅的準備。

與中國緊張加劇 美再派兩B52H巡南海
中美關係因貿易戰而緊張之際，美軍近期頻

繁派軍機闖入中國周邊海域，周二再有兩架美
軍B52H戰略轟炸機從關島基地起飛進入南海，
美空軍派出兩架KC135R空中加油機為其加油。

關兩廠 樂天告別華飲品市場
南韓樂天集團去年提供土地予南韓軍方部

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後，其在中國經營的超市
樂天瑪特遭內地民間抵制，之後因業績慘淡而
被迫撤出中國市場。據韓媒周一報道，繼樂天
瑪特後，樂天決定將完全告別中國飲料市場，
其位於河南和北京的廠房已經停產。

日俄傳封殺中興華為
繼美國和澳洲之後，日俄也傳出要封殺中國

電訊產品公司。日媒周日報道指，日本政府考
慮到安全保障，打算在政府機關採購電訊設備
的招標案，排除中興通訊與華為的產品。俄媒
亦指，業界建議政府就該兩家華企的通訊設備
進口設下嚴格的規定。在貿易戰火延燒全球之
際，法國呼籲中歐美日在巴黎展開四方會談。

習近平下月將晤普京
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周一表

示，總統普京下月赴海參崴出席東方經濟論壇
期間，將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第四屆
東方經濟論壇定於下月十一至十三日在遠東聯
邦大學校園舉行，料區內多國領導人出席。普
京月前邀請北韓領袖金正恩出席論壇，但有傳
金不會出席。

美墨達成新貿易協議
曾揚言要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與墨西哥另簽貿易協議的美國總統特朗普，
周一宣布，兩國的談判進展良好，達成重大協
議。墨西哥經濟部長瓜哈爾多早前表示，需要
加拿大重返談判桌達成最終協議。

麥凱恩逝世 特朗普簡短聲明了事
美國傳媒周日報道，白宮職員曾代總統特朗

普寫悼詞，內容讚揚已故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為
英雄。然而，特朗普拒絕使用白宮的悼詞，改為
自行在社交網發一段簡短聲明，草草了事。麥凱
恩生前已明言不希望特朗普出席他的喪禮，兩人
之間的嫌隙並沒有隨前者離世而消失。

澳執政黨內亂 民調大墮後
經歷執政自由黨的逼宮風雲及更換總理

後，澳洲最新民意調查發現，在野工黨進一步
擴大與自由黨的差距，暫時以十二個百分點領
先對方，選民亦傾向工黨黨魁肖特做總理。自
由黨副黨魁弗呂登貝格承認民調表現災難，但
指出這是黨內「內戰」下的正常結果。

電競死亡直播 輸家殺兩選手自轟亡
繼二月造成十七死的帕克蘭高中槍擊案

後，美國佛羅里達州半年內再發生嚴重槍擊。
一名疑不忿在電競比賽落敗的白人男子周日，
在杰克遜維爾的比賽場地單獨行兇，向專注對
戰的選手及觀眾連開至少二十槍，射殺兩人及
槍傷十一人後吞槍自盡。事發時比賽過程在網
上作「死亡」直播，不少收看的網民聽到多下
槍聲及慘叫聲。

水質監測儀駁樽裝水扮達標
內地環保治污造假手段無奇不有，國務院近

日派出三十一個督查組，到各省市區巡視監察，
其中派赴湖南的中央第十八督查組，在位於長江
流域的淥江一個國家級水質自動監測站，發現本
應放在江水中的監測探頭，竟被放在礦泉水樽
內，製造水質「達標」數據。事件顯示此前當地
政府提供的水質數據，可能都存在造假。

麥凱恩病逝
被美國人讚頌為越戰英雄的美國共和黨資

深參議員麥凱恩，在宣布放棄治療腦癌一日
後，於當地時間上周六下午四時廿八分逝世，
無緣度過周三的八十二歲生日。其辦公室發表
聲明，形容麥凱恩忠誠服務國家六十年。麥凱
恩作風硬朗敢言，獲民主、共和兩黨尊重，有
美媒形容他是「參議院最後的雄獅」，兩黨政
要紛紛致哀，包括與他不和的總統特朗普。

美擬取消郵費折扣 增華包裹成本
中美最新一輪貿易談判未能達成協議。美媒

報道，總統特朗普指示郵政局取消國際郵費折
扣，令中國商人無法利用廉價郵資，將貨物直
接運到美國消費者手中。有關舉措將增加中國
阿里巴巴集團的成本，但同時令美國亞馬遜、
聯邦快遞、eBay及其他國際航運公司受惠。

華商務部長再斥美違世貿規則
中國商務部長鍾山上周五在北京，與英國

國際貿易大臣福克斯共同主持召開中英經貿聯
委會第十三次會議。雙方討論中英經貿關係、
「一帶一路」合作、中美貿易摩擦等議題。鍾
山重申美國發動貿易戰嚴重違反世貿規則，批
評美國抹黑中國。

脫歐後遺 英擬自研衞星導航
英國脫歐談判各領域仍存在分歧，英國更有

可能被踢出歐盟的伽利略衞星計劃。有指英揆文
翠珊已開綠燈，準備讓英國自行研發衞星導航系
統，財相夏文達亦同意撥款一億英鎊實施計劃。

瑞典極右黨勢盛 料奪兩成票
瑞典將於下月九日舉行大選，民調顯示極

右反移民政黨的得票或創新高，有望成為國會
第二或第三大黨。上周六大約三百名新納粹分
子在首都斯德哥爾摩一個廣場集會，遭到其他
民眾踩場抗議。

安倍競逐連任 挑戰執政紀錄
日本首相兼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周日宣布，

參加九月廿日舉行的黨總裁選舉，力爭連續第三
次當選，並挑戰日本執政最久首相。由於該黨前
幹事長石破茂早已宣布參選，這將是自二○一二
年以來首場有競爭的總裁選戰。外界預料，選舉
議題包括修憲、安倍經濟學及政權運營方式。

澳新內閣出爐 畢曉普辭外長
澳洲政府經歷執政自由黨的逼宮風雲後有

人事變動，支持前總理特恩布爾的外長畢曉普
於周日宣布辭職，但保留國會議員的身份，繼
續為所屬的選區發聲。總理莫里森同日公布新
內閣，其中前防長佩恩接替為新外長。

非洲豬瘟擴散 揭中俄未簽檢疫條款
非洲豬瘟蔓延至全國多個省市，有傳病毒

源是來自俄羅斯的進口豬肉。不過近日有內地
傳媒發現，中俄兩國原來一直未有簽訂完善的
檢疫條款。當中俄國貝加爾地區近日才與中國
東北地區的政府，商討進口肉製品的檢疫和獸
醫衞生條款，惟未正式簽訂。

8月29日 (星期三) 8月28日 (星期二) 8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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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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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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Oriental Weekly   August 30, 2018

一
周
國
際
新
聞

特朗普喊停美卿訪朝
在中美貿易戰升溫之際，一度明朗的朝

鮮半島局勢亦出現變化。美國總統特朗普上
周五突然宣布，由於無核化進程未如理想，
臨時取消國務卿蓬佩奧下周出訪北韓。特朗
普指由於美方在貿易問題上對中國採取強硬
立場，故北京無法一如以往協助華府推動無
核化，中國外交部批評特朗普的說法不負責
任。有專家分析指，美方是時候改變政策及
實行「B計劃」，防止北韓重施故技，拖延
談判換取時間完善核力量。

美斥損企業利益 華稱遵世貿規則
中美貿易戰持續延燒，上周三至周四舉行

的第四輪談判未能達成協議。英國傳媒上周
六引述消息人士指，美方代表指中國的貿易
行為損害美國企業的利益，中方代表反駁沒
有違反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規則，但無
法打動美方。

美重建第二艦隊 涉足俄「後花園」
美國海軍早前宣布重建第二艦隊，加強應

對俄羅斯在北大西洋的軍事威脅。美軍於上
周五舉行第二艦隊成軍儀式，艦隊的行動範
圍將延伸至俄羅斯的「後花園」巴倫支海及
北極圈，以維持美國的海上優勢。

腦癌麥凱恩放棄治療 特封口捱批
現年八十一歲的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曾競

選總統的麥凱恩，去年確診患上腦癌。麥凱
恩將於本周迎來八十二歲生日，但家人上周五
宣布決定放棄治療，或意味他不久於人世。共
和民主兩黨領袖均送上祝福，與麥凱恩政見相
左的總統特朗普卻沒有表態，引來外界批評。

滴滴再現淫魔司機 浙江女遭姦殺棄山頭
內地再發生女乘客因搭網約車而遇害的事

件。浙江溫州樂清市一名二十歲趙姓女子，
上周五乘坐「滴滴順風車」時曾向友人發出求
救訊息，隨後失蹤。警方翌日在山區尋回其遺
體，確認她慘遭姦殺及棄屍山頭，並刑拘廿七
歲鍾姓滴滴車司機。今次是三個多月內再有女
乘客坐滴滴網約車時遭司機姦殺，全國均感震
驚，滴滴承認對事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局
亦要求滴滴暫停浙江區的順風車業務。

川藏「最美天路」遭蹂躪 垃圾遍地
被譽為內地「最美天路」的318國道川藏

線（四川至西藏），因自駕遊遊客急增而垃
圾成災，部分路段的情況觸目驚心。有關部
門表示，國道沿途有清潔工打掃，但亂丟垃
圾的遊客太多，遠超檢垃圾的速度。

安倍親函 擬託公明黨魁交習近平
中日關係近期續有緩和迹象，日本公明黨

黨魁山口那津男將於下月初訪華，首相安倍
晉三上周五表示，擬託對方向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轉交親筆信，希望為自己十月訪華鋪
路創造良好氣氛。

財長莫里森當選澳洲總理
澳洲政壇風起雲湧，總理特恩布爾遭連番

逼宮後於周五黯然下台，執政自由黨同日選
出接任人，特恩布爾支持的財政部長莫里森
以五票之差，擊敗成功發動逼宮的前內政部
長達頓，爆冷成為新黨魁及該國過去十一年
來第六任總理。特恩布爾則宣布退出政壇，
恐觸發提前大選；有傳媒以標題「羞愧低
頭」來形容過去一周的亂局。

民眾厭倦頻換總理 促做實事
澳洲再因執政黨內鬥而更換總理，不少選

民有感政局混亂不清，要求新總理莫里森提
前舉行大選，讓公眾就籌組政府發表意見。
也有人厭倦無意義的政黨內訌，要求莫里森
盡快執政，勿再浪費時間。

貿戰四交涉無果 華拒11月前再談判
中美互向對方一百六十億美元貨品加徵

關稅政策生效之際，第四輪中美貿易談判於
美國時間周四結束，未能達成任何解決紛爭
的協議。有指中方代表雖願意購買更多美國
貨品及討論市場開放，但對美方代表「挑釁
性」的要求清單寸步不讓，拒絕討論停止補
貼高科技企業及強制企業轉讓技術等要求，
更拒絕在美國十一月中期選舉前再次談判。

馬國正式起訴涉洗錢華商
馬來西亞警方於周五，正式向捲入國營一

馬發展基金（1MDB）洗錢醜聞的華裔富商
劉特佐及其父劉福平提刑事起訴，行政首都
普特勒杰瓦的法院已向兩人發拘捕令。至於
懷疑劉特佐用盜來資金買的遊艇平靜號，法
院亦決定把它拍賣。

055型萬噸級驅逐艦 首艦試航
中國最先進的國產055型導彈驅逐艦上月

初在遼寧大連下水，引起外界關注。內地網絡
昨日流傳的一組照片顯示，在上海江南造船
廠製造的055型驅逐艦首艦，已經開始試航。

內地豬瘟疑進口俄病豬
內地多省爆發非洲豬瘟疫情，且有南下蔓

延之勢。有業內人士指出，是次非洲豬瘟發
生在中美貿易戰開打後，中國為報復美國，
於是轉買來自俄羅斯的豬隻，未料卻買到染
病豬隻。境外媒體曾就豬隻來源向內地當局
查詢，惟多個部門拒作正面回應。

中薩建交 白宮指華干預西半球
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周二宣布與台灣斷

交，同日與中國大陸建交。美國白宮於當地時
間周四深夜罕見發表聲明，指薩爾瓦多接受中
國干預西半球國家國內政治，引發美國嚴重關
切，美方將「重新評估」與薩國之間的關係。
大陸外交部昨日駁斥，某些國家就此事說三道
四，「是不是在干涉薩爾瓦多內政」。

傳中梵建交 十一前簽協議
近年中梵建交甚囂塵上，香港宗教界近日再

傳出中國與教廷有望在十一前簽訂協議。有內
地主教稱，中國已有足夠準備與梵蒂岡建交。

美銳意狙擊半導體華循世貿機制興訟
兩日的中美貿易談判尚未有正式結果前，

白宮率先宣布向三百三十三項，總值一百六
十億美元的中國貨品加徵關稅，香港時間周四
中午正式生效，目的打擊「中國製造2025」
的重要產品半導體。中國推出反制措施，向等
值的美國貨品加徵關稅。為了捍衞自由貿易、
多邊體制及合法權益，中方在世界貿易組織
（WTO）爭端解決機制下提出訴訟。

外匯戰抗貶值 伊朗踢美元攬人民幣
為了減輕美國制裁對經濟的衝擊，伊朗周二

起把美元從官方匯率報告平台中移除，改由人
民幣取代。伊朗中央銀行指出，新措施是為了
拋棄美元，讓美元不得在伊朗的商業中運作。

澳禁華為中興建設5G
澳洲政府周四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華為

及中興通訊參與該國的5G網絡建設計劃。澳
洲財政部長莫里森及通訊部長法菲爾德發聲
明指，5G網絡的新架構有能力避過傳統的保
安系統，構成網絡及用戶私隱等問題。中國
外交部同日回應指，澳洲的舉動屬「歧視及
人為設置障礙」。

澳總理：再遭逼宮棄競逐
澳洲總理特恩布爾面臨第二次逼宮行動，

前內政部長達頓表明挑戰其地位後，三名內
閣官員周四宣布辭職，指特恩布爾已失去政府
支持，要求自由黨籍議員召開特別會議，就黨
魁之位進行投票；政府同日突然宣布國會提早
休會，放假兩周。特恩布爾回應指，只是黨內
少數人希望尋求新領導層，但表明一旦再遭逼
宮，將放棄競逐。

日科研捕鯨 3個月殺177條
日本水產廳周三宣布，為期約三個月的西

太平洋科研捕鯨行動已結束，三艘捕鯨船一共
捕殺了一百七十七條鯨魚。日本會將今次行動
搜集得來的數據轉交國際捕鯨委員會（IWC）
的科學委員會，以助保護鯨類。

非洲豬瘟南撲浙江
內地爆發的非洲豬瘟疫情，持續由北部地區

向南蔓延，繼遼寧瀋陽、河南鄭州、江蘇連雲
港後，浙江溫州樂清市亦發生疫情，截至昨日至
少有四百三十隻豬發病、三百四十隻死亡。樂清
市隨即清點及撲殺全市一千三百三十二頭生豬。

危地馬拉洪都拉斯或棄台投陸
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日前與台斷交後，隨

即與大陸建交。有美國智庫學者預測，危地馬
拉及洪都拉斯明年或將倣效薩爾瓦多。斷交事
件發生後，美軍一架B52轟炸機昨闖入東海，
貼近台灣飛行。

老兵重返金門獻花
昨天是台灣金門「八二三炮戰」六十周年紀

念日，多名當年參與該戰役的老兵重返金門，參
與一系列紀念活動。該批老兵在當地參觀殉難士
兵墓地，並在墓園的紀念碑上前獻上花圈致敬。

三疫齊爆 傳內地106人染炭疽俄緊急發旅警
內地多個省區近期「三疫齊發」，相繼爆

發非洲豬瘟、豬鏈球菌及可致命的炭疽疫情。
與中國接壤的俄羅斯對中國北部炭疽疫情高
度緊張，該國傳媒周二報道，年初至今中國內
蒙古和黑龍江兩省，至少一百零六人感染炭疽
病，但中國政府未宣布疫情警報。俄國衞生防
疫部門已加強在中俄邊境的檢疫工作，防止受
疫情波及。黑龍江近日網傳大批死豬被撈起的
短片，引起民眾恐慌。

山東反黑 850人自首
山東省公安機關周三召開掃黑除惡專項鬥

爭新聞發布會，公布已有八百五十多名涉黑、
涉惡人員自首。另有五名舉報重大黑惡犯罪的
市民，獲頒發十萬元人民幣的舉報獎金。而東
營市周二亦就首次涉黑案宣判，廿九名被告分
別判囚二年至廿五年不等。

薩國：從未求台金援
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與台灣斷交，轉而跟

中國大陸建交。台方斥大陸金援利誘。有美國
國會議員提出議案，欲限制美對薩國援助。大
陸外交部斥美國阻撓他國承認一中，做法毫無
道理。薩國總統府亦回應稱，薩國從未要求台
灣提供金援，以換取維持外交關係。

特朗普遭前律師頂證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二迎來最嚴重的執政危

機，兩名親信前競選經理馬納福特及前私人律師
科恩，同日先後裁定罪成及承認控罪。被視為特
朗普「左右手」的科恩稱在「候選人」指示下，
向兩名聲稱有婚外情的女子支付掩口費以影響選
情。代表律師指科恩認罪證明特朗普也有罪。美
國中期選舉將於十一月舉行，普遍美媒均認為特
朗普形勢危急，或有遭彈劾之虞。

中期選舉結果 啟動彈劾表態
前親信連環「出事」，特朗普周二出席西

維珍尼亞州集會時未回應，只否認與通俄有
關及批評假新聞。他未提及科恩，但指馬納福
特是「好人」，稱「此事與我無關，但令人傷
感」。前白宮首席策略師班農指，兩案令中期
選舉變成是否彈劾特朗普的表態。

美突徵華金屬管132%關稅
美國準備在周四對第一階段第二輪總值一百

六十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徵百分之廿五關
稅，中方表明會同步對美國等值進口貨品徵稅
報復。中美兩國周三重啟貿易談判、外界期望
貿易爭端得以化解之際，美國卻在談判前夕向
中國等多國的金屬管開徵懲罰性關稅。商界繼
續在聽證會上批評貿易官員無知及「離地」。

韓《國防白皮書》將刪「朝是敵人」
朝鮮半島局勢有所緩和，韓聯社周三報

道，南韓政府將於今年下半年發行的《二○一
八國防白皮書》中，刪除「北韓政權和軍隊是
我們敵人」的字句，相信是配合落實南北韓首
腦會談《板門店宣言》中，有關「全面停止敵
對行為」的協議內容。

8月26日 (星期日) 8月25日 (星期六) 8月24日 (星期五) 8月23日 (星期四)

二 

零 

一 

八 

年 

八 

月 

廿
三 

日 

至 

八 

月 

廿
九 

日

美

北京片皮鴨

味 正 宗

店內推出多款特價潮粵小菜店內推出多款特價潮粵小菜
全新廚政名廚加盟

圖片僅供參考

晚市堂食供應  不設限制晚市堂食供應  不設限制

三食 片皮    骨湯       
炒飯或粗炒
片皮    骨湯       
炒飯或粗炒

$3500
衹售

龍 門 酒 家龍 門 酒 家
DRAGON GATE RESTAURANT

4408 - 17th Ave. SE Calgary（逢星期二休息）
星期一至五︰11am-2:30pm / 4pm-11pm  

星期六／日︰11am -11pm電話：403-272-8701
每周六天營業

午餐特價
粥 粉
麵 飯 起

歡迎預訂全年喜筵壽宴、社團聚會派對

店 後 有 大 量 免 費 停 車 位店 後 有 大 量 免 費 停 車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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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前及地下大量免費停車位，大量特價貨品（只限在華北新店供應） 電話：403-262-6629

參茸燕窩海味藥材行
現已遷往新址為各界服務

華北新址：Bay 3 222 16 Ave, NE (Peter’s Drive In 對面)

←N
Esso

Peters’ Drive-In16 Ave NECe
nt

re
 St

 N 1 S
t N

E

Ed
m

on
ton

 Tr
ail

 N
E

$119/磅特價

$198/盒

原價$249/盒

特價

$14.99/磅

原價$19.99/磅

特價 $12.99/磅特價

$12.99/磅 $12.99/磅特價 $9.99/磅特價
原價$12.99/磅

$6.99/磅

原價$8.99/磅
特價

$3.99/磅特價 $2.99/磅

原價$4.99/磅
特價

原價$16.99/磅

$9.99/盒

原價$19.99/盒 原價$139/磅

$6.99/磅

$19.99/磅特價

原價$25.99/磅

特價 $25.00/兩磅

$15.00/磅

新疆紅棗

原價$16.99/磅

特價
原價$9.99/磅原價$5.99/磅

一級桃膠 沙爆大魚肚

原價$39.99/磅

加拿大花旗參片

原價$22.99/兩

特價 $10.00/兩

杜仲片

特價

日本大瑤柱粒

特價

水磨白蓮子
原價$15.99/磅

玉竹片 泰國龍眼肉

美國無花果 寧夏杞子 夏枯草

永豐冬蟲草丸 一級蜜棗雪梨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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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500間商鋪
為各商戶創造
國際化無限商機

超過500間商鋪
為各商戶創造
國際化無限商機

場內特備30’x30’表演舞臺及50‘電視屏幕
不斷提供精彩娛樂節目

場內特備30’x30’表演舞臺及50‘電視屏幕
不斷提供精彩娛樂節目

請 盡 速 與 我 們 聯 絡

月租 $1,500起 
現 正 出 租

NEWHORIZONMALL

全加拿大最大多元化文化商場

1-855-851-2888
NEWHORIZON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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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方便Airdrie客戶 歡迎預約黎柱峰醫生
在Sonata Dental (Home Depot 對面) 應診

Airdrie Honda
Customer Driven

Airdrie Honda
Customer Driven

服務至誠　以客為先服務至誠　以客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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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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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國會議員關慧貞倡議加拿大訂立南京大
屠殺紀念日，曾經獲得加拿大勳章及卑詩
省勳章的日裔作家小川樂 (Joy Kogawa) 公
開表態，列出7大理由支持。小川樂認為
訂立紀念日在國民教育、維繫多元文化社
會和諧、令日本政府及國民深刻了解二戰
的禍害、教育日本人後代認識歴史和對協
助日本提升達至政治文明的國家都有幫助。
對於小川樂的支持，關慧貞十分感激，說
她的理由很有啓發性：「小川樂是很有成
就的傑出加拿大人，她的日裔身分和背景
更具特殊意義。日本政府在2010年給她
頒發《旭日勳章》，表揚她在了解和保存
日裔加拿大人歴史的貢獻。小川樂認為我
們必須抵制那些企圖篡改歷史、那些否認
歷史和顛倒是非的人。只有正視人類的野蠻
歷史，才會更加珍視人類的道德和良知。」
關慧貞指出，我們今日的世界仍有不同的
衝突、戰禍，令生靈塗炭。要避免戰爭暴

行不再重複，世人必須紀念及認識歴史中
的大規模殘暴以及扭曲人性的行為。只有
透過承認歴史、悔過及和解才能治療歴史
的傷痕。
小川樂撰文支持關慧貞訂立南京大屠殺紀
念日的倡議，提出以下7項理由：
亞洲歷史上大規模的暴行必須讓公眾知
情並進行深入研究，這樣才能避免悲劇的
重演。《南京大屠殺紀念日》可以成為這
段鮮為人知的世界史的一個教育工具。歐
洲的納粹大屠殺被學習及紀念，亞洲歷史
上的大屠殺也應該如此。
當今世界湧動著排外主義和篡改歷史的
危險思潮，連納粹大屠殺的受害者都會遭
人當眾嘲諷。所以關慧貞的倡議就顯得更
加迫切，我們有必要與世界級歷史學家一
起，抵制那些企圖篡改歷史的人、對歷史
模棱兩可和稀泥的人，以及那些直接否認
歷史、顛倒黑白的人。我們的人性取決於
我們正視人類野蠻的能力。

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人口是值得我們慶祝
的文明的典範。當年日裔加人要求政府為
二戰時無理囚禁作出平反，不同族裔的社
區都與我們站在一起表示支持，這就充分
證明了這一點。這種支持激勵了出於善意
的族裔關係。不支持甚至反對關慧貞的倡
議，只會帶來對日裔加人的敵意，並造成
華裔和日裔加拿大人之間的分裂。
日本若想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受害者達成
和解，需要整個日本深刻了解那場戰爭的
所造成的傷害。認同受害者，聆聽他們講
述的真相，對他們表達同情並進行賠償，
才能有望減輕他們的痛苦。否認、忽略或
輕描淡寫對待他們的苦難，只會使錯誤更
加嚴重。在這個時候選擇沉默或冷眼旁觀，
就等於對施害者作出支持，並加重歷史重
演的危險。
關慧貞的倡議如果通過，就會給日本教
育界少數有勇氣堅持歷史真相的人士一個
積極的信號，激勵他們繼續努力。日本的
年輕人有權在自己國家了解這段歷史，而不
是從海外知道歷史真相之後而大吃一驚。
其他族裔對日裔加人的支持，幫我們贏
得了加拿大國會全面承認對我們造成的傷
害。日裔加人獲得平反的成功，是承認真
相與達成和解成的典範。我希望加拿大對
關慧貞倡議的支持，會有助日本在其國會
全面承認日本帝國主義對亞洲各國的傷害，
從而帶出歷史真相並與各國達成和解。

我期待日本表現出高尚的道德領導力，
並因此躋身此類政治文明國家的陣營。我
希望，關慧貞的倡議獲得通過，能激勵日
本朝這個目標再進一步。
關慧貞呼籲公眾支持訂定南京大屠殺紀念
日的請願。

網上簽署的網址為：www.jennykwanndp.ca 

圖片：著名日裔作家小川樂公開支持訂立
　　　加拿大南京大屠殺紀念日
聯絡：關慧貞國會議員辦公室　　　　　
　　　778-238-8404 (姚永安)

日 裔 作 家 小 川 樂 支 持
《 南 京 大 屠 殺 紀 念 日 》
認為沈默等同支持施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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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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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 Meridian Road NE, Calgary, AB T2A 2N8
403-291-1444 | sales@tandthonda.ca | www.tandthonda.ca

Michael Lee

403-291-1444
Assistant Service Manager

Raymond Li

403-291-1444
Finance Manager

Charlie Vo

403-803-6888
Senior Product Advisor

Robert Cheung

403-667-7618
Product Advisor

#LIMITED TIME LEASE OFFER FROM HONDA CANADA FINANCE INC. (HCFI), ON APPROVED CREDIT. LEASE EXAMPLE BASED ON A NEW 2018 CIVIC LX MT SEDAN, MODEL FC2E5JE FOR A 48-MONTH PERIOD, FOR A TOTAL OF 48 MONTHLY PAYMENTS OF $256 LEASED AT 0.99% APR. 80,000 KILOMETRE ALLOWANCE 
(12 CENTS/KM EXCESS CHARGE APPLIES).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12,288. LEASE OBLIGATION INCLUDES FREIGHT AND PDI OF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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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 CIVIC BONUS IS AVAILABLE ON SELECT NEW AND UNREGISTERED 2018 CIVICS (EXCLUDING CIVIC TYPE R) AND IS APPLIED TO PURCHASE PRICE AFTER TAXES. OFFERS VALID FROM AUGUST 1, 2018 THROUGH SEPTEMBER 
4, 2018 AT PARTICIPATING HONDA DEALERS. OFFERS VALID ONLY FOR ALBERTA RESIDENTS AT HONDA DEALERS OF ALBERTA LOCATIONS. OFFER SUBJECT TO CHANGE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PRIOR NOTICE. OFFER VALID ON NEW IN-STOCK 2018 VEHICLES. WHILE QUANTITIES LAST. DEALER ORDER OR TRADE 
MAY BE NECESSARY. AMVIC-LICENSED BUSINESS. VISIT HONDAALBERTA.CA OR YOUR ALBERTA HONDA DEALER FOR DETAILS. *NONE OF THE FEATURES DESCRIBED ARE INTENDED TO REPLACE THE DRIVER’S RESPONSIBILITY TO EXERCISE DUE CARE WHILE DRIVING. DRIVERS SHOULD NOT USE HANDHELD DEVICES 
OR OPERATE CERTAIN VEHICLE FEATURES UNLESS IT IS SAFE AND LEGAL TO DO SO. SOME FEATURES HAVE TECHNOLOGICAL LIMITATIONS. FOR ADDITIONAL FEATURE INFORMATION, LIMITATIONS AND RESTRICTIONS, PLEASE VISIT WWW.HONDA.CA/DISCLAIMERS OR REFER TO THE VEHICLE’S OWNER’S MANUAL.

# +% †

CIVIC LX SEDAN

0.99
LEASE FROM GET A

750
APR FOR 48 MONTHS
SELLING PRICE $21,472
(INCLUDES FREIGHT & FEES)

CIVIC BONUS

 ECON MODE BUTTON AND ECO-ASSIST™
SYSTEM TO OPTIMIZE FUEL EFFICIENCY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MULTI-ANGLE REARVIEW CAMERA WITH

DYNAMIC GUIDELINES

FEATURES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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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 403.296.9600


	TMI_30082018.OW_A001.1
	TMI_30082018.OW_A002.1
	TMI_30082018.OW_A003.1
	TMI_30082018.OW_A004.1
	TMI_30082018.OW_A005.1
	TMI_30082018.OW_A006.1
	TMI_30082018.OW_A007.1
	TMI_30082018.OW_A008.1
	TMI_30082018.OW_B001.1
	TMI_30082018.OW_B002.1
	TMI_30082018.OW_B003.1
	TMI_30082018.OW_B004.1
	TMI_30082018.OW_B005.1
	TMI_30082018.OW_B006.1
	TMI_30082018.OW_B007.1
	TMI_30082018.OW_B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