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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歷史上最大貪腐案

麥吉爾大學健康中心前副主任認罪

不能優先購買本國客運火車
據CTV報導，國營鐵路客運公司Via Rail準備將價值10億加元
的採購客運火車合同交給德國西門子公司的消息後，加拿大
聯邦政府交通部長Marc Garneau表示，加拿大與歐盟和與美
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議使聯邦政府無權在商業合同競標的過
程中偏袒加拿大本國的交通設備製造公司龐巴迪。
魁北克省新政府上台後在努力游說加拿大聯邦政府幫助龐巴
迪公司獲得Via Rail公司採購火車頭的合同。
龐巴迪公司11月份宣布在世界範圍內裁員5千人，其中有一半
被削減的雇員在魁北克省。
CTV報道說，在德國西門子公司的競標書擊敗了加拿大龐巴迪
公司和西班牙的Talgo公司後，加拿大Via Rail公司已經開始
與西門子公司談判合同的細節。
Via Rail公司否認已決定把採購火車頭的合同交給了德國西
門子公司，只是證實在招標採購32輛能夠雙向行駛、油耗低
的新型內燃機客運火車車頭，以替換已經使用了至少35年的
老舊火車頭，用在從溫莎市到魁北克市長達上千公里的客運
火車運輸線路。Via Rail公司94%的火車客運流量產生在這一
客運火車線路。

據CTV報導，由麥吉爾大學健康中心
（MUHC）建設工程牽出來的$2250萬加元
貪腐案有了新的進展。本周一（11月26
日），此案的一名主要被告–Yanaï
Elbaz認罪。
Yanaï Elbaz曾經擔任麥吉爾大學健康中
心的副主任，也是中心前主任Arthur
Porter的左右手。他在周一承認自己犯有
4 項罪名，包括權錢交易、違背公眾信
任、洗錢等。
他承認自己獲得了1000萬加元的賄賂，作
為交換，他向工程公司SNC-Lavalin提供
內部信息，使該公司能夠修改投標方案，
獲得建設合同。
檢方和辯方聯合建議39個月的監禁，儘管
法官還沒有宣布刑期，但Yanaï Elbaz已
經被戴上手銬，關進監獄。魁北克省警察
署（SQ）一直稱這是加拿大歷史上最大一

宗貪腐案，而且此案的情節起伏足以構成
電影。麥吉爾健康中心（MUHC）建設工程
總額高達數十億加元，中心正副主管
Arthur Porter和Yanaï Elbaz從中收取了
高達2250萬加元的賄賂。
魁北克省警察署說，Arthur Porter和
Yanaï Elbaz在2010年通過巴哈馬的一家空
殼公司Sierra Assets Management獲得了
上述賄賂，然後他們把資金轉移到另外兩
個空殼公司，一個由Yanaï Elbaz的弟弟控
制，一個由Arthur Porter的妻子控制。此
案的主犯、麥吉爾健康中心（MUHC）前主
任Arthur Porter於2013年在巴拿馬被捕，
他已經於2015年在巴拿馬的監獄中死亡，
曾有不少人懷疑其死亡的真實性。
這個案子也牽涉到SNC-Lavalin公司的多名
高管，對SNC-Lavalin前首席執行官
Pierre Duhaime的審理定於明年初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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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 果 市 值 八年 首 輸 微 軟
蘋果公司（Apple Inc.）股價近期不僅受到iPhone銷售放慢
疑慮的打擊，亦成為美股好友與淡友之間的角力戰場，
市值自十月初的近1.1萬億美元紀錄高位，迄今蒸發近
3,000億美元。隨着周一股價表現反覆後，Apple周二開
市跌逾2%，低見170.88美元，市值一度降至8,156億美元，
由於市值本排第二的微軟開市跌幅不大，其市值仍有
8,201億美元，一舉超越Apple排榜首，是逾八年來首見。
雖然微軟亦難逃近期科技股弱勢的影響，但跌勢遠較
Apple溫和，股價自十月初紀錄高位迄今僅跌約8%，反
映投資者滿意其以企業主導的業務模式及雲端業務；反
觀Apple股價自十月初高位迄今累挫近25%。微軟股價周
一亦未見下跌，市值一度超越Apple全因後者股價被質低，
可謂不戰而勝。微軟周一收市升3.3%，報106.47美元。
Apple與微軟的競爭，於硅谷可謂源遠流長。兩家公司均創
立於七十年代中，同樣專注於個人電腦的突破性技術。

微軟在九十年代的科網熱潮獨佔鰲頭，但之後聲勢下滑，
被推出劃時代產品特別是iPhone的Apple搶去風頭。不
過，近期科網股頻頻遭遇拋售，令舊科技股再次受到投
資者注意。T3Live.com合夥人雷德萊指出，Apple股價周
一收市倒升1.35%，連帶大市亦扭轉跌勢，但Apple仍未走
出困境，隨着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一表示可能對從中國進口
的手機和手提電腦徵收關稅，再次令樂觀預期消退，雷德
萊又指若Apple股價跌穿170美元，可能下探165美元。
事實上，Apple的熱門產品如iPhone和iPad迄今暫未有受
到美國徵收關稅的影響。今年較早前，Apple曾稱產品如
智能手錶Apple Watch和無線耳機AirPods可能會受影響，
惟後來美國政府表示不會對這些產品徵稅。儘管如此，
Apple九月時亦已警告，其他產品如Mac mini電腦和觸控
筆Apple Pencil可能會受影響。另方面，對於Apple改變
業務模式，由產品銷售轉型成更依賴服務業務，部分分

T esl a 中 國 銷 量 大 跌 七成
美國電動車生產商特斯拉（Tesla）被中美貿易摩擦打殘。
據中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數字，Tesla十月於中國僅
賣211輛電動車，按年慘跌七成。現時所有內地出售的
Tesla均由美國進口，惟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北京當局
七月宣布向美國入口汽車徵收高達40%關稅。Tesla十月
公布第三季業績時承認，關稅調高打擊其在內地的銷情。
Tesla較早前已宣布在上海興建首家廠房，雖然有助避開

關稅影響，但遠水不能救近火。Tesla上周四宣布改變內
地銷售策略，決定承擔「重大部分」的關稅成本，望令
車價更能讓準車主負擔得到，Model S及Model X售價減
幅介乎12至26%，前者售價由78.29萬元人民幣起，後者
則由86.18萬元人民幣起。Tesla減價能否刺激銷情仍是未
知之數，但邊際利潤肯定少一大截。
另外，Tesla電動車維修問題一直被用戶詬病。外媒近日

析員料會為股價帶來壓力。Evercore技術分析員羅斯便
警告，Apple股價或跌見140美元水平，即200周移動平
均線，換言之較周一收市有逾19%跌幅空間。倘成真，
Apple市值屆時將降至約6,700億美元，低於現時市值約
7,732.2億美元的網購巨人亞馬遜。

報道，一位加拿大溫哥華車主抱怨，其Model S今年二月
發生意外後，迄今已九個月仍未完成修理，單是等待零
件由Tesla送到維修車房已花四個月時間，期間Tesla亦未
提供另一輛替代的電動車供其使用。分析指，若此方面
不加以改善，Tesla股價或將繼續波動。

通 用 汽 車 全球 關 7 廠 北美裁員15%
受到美國汽車市場走下坡和貿易戰影響，美國通用汽車
（GM）周一宣布關閉全球七家廠房，料每年可削減45億
美元成本和節省15億美元資本開支，但同時將未來兩年
開發電動車和自動駕駛汽車的資源增加一倍。GM受影響
的廠房中，四家在美國，包括兩家裝配廠及兩家生產引
擎的工廠，涉及裁減北美洲15%人手，或8,000人，另外
6,000名臨時員工亦會被遺散或重新調配。
在金融海嘯後死過翻生的GM趁低潮來臨前未雨綢繆。該
公司行政總裁巴拉解釋，行業正迅速轉變並面對逆風，
公司正尋求合適的規模和增加餘下北美洲廠房的使用率，

GM亦會削減一些汽車型號，包括雪佛蘭Cruz及混燃車
Volt。GM及本土競爭對手福特汽車均曾表示，業務受到
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開徵的鋼鋁關稅影響，原材料成本
各增加10億美元，主要是美國本土供應商在關稅實施後
加價。因受影響GM美國廠房主要位於支持特朗普的中西
部州份，消息觸動特朗普的神經，他周一透露，日前已
要求巴拉停止在中國生產汽車，並要求她迅速在俄亥俄
州開設新廠房以取代關閉的設施。
分析員Maryann Keller指，GM收縮核心業務而押注自駕
的士是冒上巨大風險，因未能證明該技術廿四個月內能

否投入市場，或能否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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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Lot

美味精選特級
草羊粒
連骨

Sunridge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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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大 利 政 府正 考 慮 調 降預算赤字率 仍高於歐 盟要求
意大利副總理Matteo Salvini的高級經濟顧問稱，政府正
考慮把受到爭議的預算赤字率降到2.2%-2.3%，以對歐盟
做出讓步，不過仍計劃在聖誕節前通過成本高昂的福利
和養老金改革方案。參與磋商預算計劃的高級經濟顧問
Armando Siri接受彭博採訪時表示，政府不會推遲實施
針對貧困人口的公民收入計劃和降低退休年齡的養老金
改革方案，也不會減少養老金受益人口數量。擔任基礎
設施和交通部副部長的Siri說道，「如果能通過刪除預算
計劃中的某些投資，（使赤字率）降低0.1或0.2，我們會

這樣做的。」，並補充稱這可能包括對受洪水影響地區
的災後重建投資。

圍繞提交給歐盟的新赤字目標，意大利總理孔特、副總
理Salvini和Luigi Di Maio週一磋商到很晚，但無果而終。
每次一有意大利準備調降赤字率目標的跡象，市場都會
上漲。不過在歐盟看來，即便新目標在2.2%左右也可能
還是不夠。一位不願具名的意大利官員稱，歐盟委員會
一直明確表示希望意大利赤字率不超2%，同時希望該國
實施結構性而非一次性的改革，以促進經濟增長。

中 國 四 城 市經 濟 總 量 2035可入全球十大
內地官媒引述英國牛津經濟研究院報告指出，預期至二
○三五年，中國會有四個城市躋身全球城市經濟總量排
行榜前十位。報告預期，紐約、東京、洛杉磯及倫敦為
榜單中前四名城市，上海緊隨其後，北京、廣州及深圳
將分別排名第六、第九及第十。與此同時，以經濟增長

及新德里。不過，中國人民大學發表報告預期，今年中
國宏觀經濟呈現持續放慢的勢頭，預期全年經濟實際增
速為6.6%，較二○一七年回落0.3個百分點，基本符合政
府預期的經濟增長目標。不過報告預期，明年經濟下行
壓力將會加大，料增速降至6.3%。

速度排名計算，中國同樣有四個城市入圍前十名，分別
為排名第五的深圳，以及排名第八、第九及第十位的天
津、上海和重慶。
至於經濟增速最快的城市，則以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名列
前茅，其中排在前四位的分別是班加羅爾、達卡、孟買

華 為 市 場 佔有 率 再 壓 蘋果
國際市場研究機構Counterpoint Research公布全球智能
手機第三季出貨量排名，華為市佔率達14%，連續兩季超
越蘋果公司（Apple Inc.），位居全球第二位。而季內排
名前七位的品牌，國產佔五席。今年第三季（7至9月），
三星出貨量市佔率位居全球榜首（19%），按年下跌
13%至7,230萬部，力壓第二位的華為（14%）。華為期
內出貨量按年勁升33%至5,200萬部，再度擊敗第三位的
Apple（12%），其季內市佔率持平至4,690萬部。
其餘四至七位均為國產品牌，依次為OPPO和小米，市佔
率均為9%，vivo（8%）排第六，之後為聯想（3%）。
全球前七位手機廠商總共佔據74%市場份額，留給其他
廠商的份額只有26%。而諾基亞季內出貨量不多，但按
年卻飆73%。不過，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繼續萎縮，今
年第三季按年下跌5%，至3.8億部，並連跌四季。至於按
區域劃分，全球五大洲整體出貨量均按年下跌，當中拉

美地區按年跌幅最大，達7%。
國產手機品牌已在全球崛起，亞洲市場市佔率前四位的
都是國產品牌，當中OPPO市佔率16%，華為和vivo市佔
率都是15%，小米以14%緊隨其後。全球市佔最高的三
星因為在中國市場失利，令整個亞洲市場只有10%的市
場份額。北美市場則不出所料，Apple佔據北美市場最大
份額的39%，拋離第二位三星的26%，另一南韓品牌LG
以17%的市佔率排在第三，聯想以及TCL旗下的阿爾卡特
分列第四和第五位。三星在歐洲的市佔排第一，達31%，
其次是華為和Apple，市場份額為22%和19%。小米在歐
洲市場嶄露頭角，也有4%的份額。
Counterpoint指，儘管季內手機出貨量跌，但三星公布
創紀錄的利潤，而小米在印度的強勁表現抵銷中國市場
下跌的影響。Apple出貨量持平，但其飛漲的iPhone平
均銷售價793美元則帶來可觀利潤。Apple股價跌0.87%，

蝴蝶切角

數量有限

Halal

清真肉食

美娜牌免治雞肉

至175.24美元。外媒日前報道，Apple向日本流動電訊商
提供補貼，藉減價刺激售價較低新型號 iPhone XR 的銷情。
對於來年前景，業內普遍預計是智能手機艱難的一年，
廠商們需千方百計才有望吸引用戶換機。5G被看作是轉
捩點，情況就像當年4G深度刺激手機市場那樣。

美味精選牛頸骨

2

69

/lb

海燕牌
去頭老虎蝦

海燕牌有頭鯰魚

新華園
芋頭榴槤榚

Savoury Choice Beef Neck
Bone Cut Up

仙女牌糯米

廟牌越南米紙

珀寬牌辣碎蟹

角屋牌
純淨麻油

汪牌
韓式魚肉腸

新李牌甜粟米

數量有限
袛限

Sunridge 店!

7

美味精選
傳統手切臘腸

壽星公煉奶

秋菊牌椰子水

海太牌橙味
朱古力蛋糕

好運燒春雞

IQF虱目魚

海燕牌
有頭鱸魚

海燕牌多春魚

阿美嘉牌
去頭白蝦

最佳海鮮牌
梭子蟹

三魚牌
原條魷魚

布娜牌
急凍嫩椰絲

金沙巴牌
原條蒸香蕉

幸福牌熟粟米

海燕牌
鹽煮花生

88

好運法式
長麵包(5個)

甜味
辣味

幸福牌小米蟹

碧瑤牌
菲律賓腸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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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加拿大最多商戶多元化文化商場
超過5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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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正 出 租：月租 $1,500起 已 有 多 間 商 鋪 啟 業
請盡 速 與 我 們 聯 絡

1-855-851-2888 NEWHORIZONMALL.COM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購買平治認證二手 汽車可享有︰
．保養︰標準Star Certified Warranty長達六年或120,000公里
．放心︰1 5 0 點安全認證檢查
．信心︰完整汽車歷史報告
．保障︰廿四小時特別路邊支援
．安心︰五天或5 0 0 公里更換汽車特權

Andy Lai
Brand Specialist

Phoebe Ku
Brand Specialist

精通
國 | 粵 | 英語

精通
國 | 粵 | 英語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2450 Country Hills Blvd NE, (587)907-5020, mbcountryhills.ca

Raymond Lau

劉俊文（英、粵及國語）
手提：403-830-6728

raymondlau404@gmail.com

執業廿載
獲獎無數
經驗豐富
專業服務
忠誠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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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202 -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公司：403-547-4102 傳真：403-592-7040
網址：www.raymondla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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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Ave NE

Peters’ Drive-In

Edmonton Trail NE

Centre St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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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so

N

←

現已 遷 往 新址 為各 界服 務

1 St NE

參 茸 燕 窩海味藥 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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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海參

特價

特價

特價

特價

靚魚肚

原價$69.99/磅

$49.99/磅

桃膠

原價$39.99/磅

$19.99/磅

特價

原價$29.99/磅

$15/磅

特價

Manuka Honey

新疆紅棗(5.5lb)

生曬螺片

猴頭菇

(KFactor 16 500g)

原價$29.99/包

原價$16.99/包

原價$9.99/包

原價$34.99/支

$19.99/包

特價

$13.99/包

$6.99/包

特價

特價

$29.99/支

日本白花菇

雞骨草

Viker蜂膠

棧橋阿膠

原價$29.99/磅

原價$9.99/磅

原價$29.99/支

原價$199/盒

$24.99/磅

特價

$7.99/磅

特價

$24.99/支

花膠筒

高麗參粉

菊花牌枝竹

原價$99/包

原價$29.99/兩

原價$2.99/包

$79/包

特價

$19.99/兩

特價

$2.50/包

特價

$179/盒

凡於任何華北集團商號 購物滿$50以上
送月曆一個，送完即止

非一般品牌車行可提供
親臨加拿大最大規模平治汽車代理
感受非一般的豪華顧客服務及設施
．快速汽車保養服務

．內設餐廳

．31個汽車保養服務區

．Country Hills Kids Club

．60輛以上全新汽車展示廳

．來賓代客及禮賓服務

．室內二手車展示廳

．免費代步汽車

．令人難以置信的顧客休息室

．免費機場接駁車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2450 Country Hills Blvd NE | (587)907-5020 | mbcountryhill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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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騰龍閣酒樓

DRAGON DYNASTY CHINESE
RESTAURANT
nd

電話：587-955-9543 地址︰2 Floor, 118 - 5 Ave. SE Calgary
Fax: 587-955-6519

Facebook Website: www.facebook.com/dragondynastyrestaurant

營業時間： 早、午市 9am-3pm

晚市：5pm-10pm 店後大量停車位

誠 邀

馳名 省 廣 澳 米 芝 蓮 粵 菜酒家
香 港利苑名廚 加 盟 主 理 廚 政

為優 惠 顧 客 不 停推 出 實惠 超值 美食以饗食客

惠顧晚飯小 菜 送

精 美 小 菜

下午茶推介

炸薯蓉伴沙拉骨
蒜椒金蠔
鳳翼藏龍
百花釀廣肚
豬雜乾鍋
乾鍋大腸

本期推介 $10 雞

點心、炒粉、麵
天天全線 八折優惠

凡惠顧2個正價小菜
可享用招牌 貴妃雞一隻

晚市任食火鍋
星期一至四 7 折
星期五 / 六 / 日 8 折

超值

每款 $ 7.95

每款 $ 4.95

豉油炒麵/河粉
泰式炒河/米粉
炸醬乾炒牛河
味菜牛崧炒飯
家鄉鴛鴦米
榨菜/雪菜肉絲炆米
臘味炒年糕
XO醬炒蘿蔔糕

粉仔碎牛粥

特 價 套 餐

四人餐

燒味併盤
珍寶花膠瑤柱羹
XO花枝片
貴妃走地雞半隻
清蒸海上鮮
$68
白飯

狀元及第粥
沙田雞粥
肥牛粥

十 人餐
燒味併盤
碧綠花枝鳳片
美極中蝦
珍寶花膠瑤柱羹
招牌貴妃走地雞
薑蔥炒蟹
鮑菇扒菜膽
清蒸海上鮮
新騰龍炒飯

六人餐

羊片粥

燒味併盤
珍寶花膠瑤柱羹
XO花枝片
貴妃走地雞半隻
鮑菇扒菜膽
清蒸海上鮮
$118
白飯

雙丸粥
圖片僅供參考

每日下午

例湯
糖水

$268

精心配搭 特惠套餐

2:00 - 4:30 供應（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午 市 點 心 、 炒 粉 麵 、 晚 飯 小 菜 、 任 食 火 鍋
YMK Real Estate & Management Inc.
李俊億 ROYCE LI (國/粵/英語) 403-891-3999

電話：403-540-0631
傳真：403-286-6628
Emal：chan_joyce@shaw.ca
˙加拿大聯邦政府註冊中、英、法文翻譯

專業服務，顧客至上

˙亞省法庭傳譯協會成員

今 期 特 別 推介

西南Aspen Wood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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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來電預約參觀

$2,388,000

西北Hidden Valley
獨立Bi-lev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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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幽靜內街，交通方便，近學校、商場及
公園。
$489,900 $455,000

Panorama Hills 城市屋
覆式四層，單邊單位，雙主人套房，共
三全浴廁，光猛廚房，不鏽鋼廚具，背
向公園。
$319,900

西北Evanston
獨立兩層，1442呎，3房，屋後雙車房。

$439,900

$434,900

一切資料絕對保密

˙省政府認證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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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來電查詢詳情

Joyce Chan

陳 桂 芳

友邦地產物業管理公司

翻譯及公證：

$4,5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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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Cougar Ridge城市屋
兩 層 式 ， 三 房 ， 2.5浴 廁 ， 1584呎 ， 冷 氣 ，
雙車房。

創業良機，高回報，易操作

$449,900

市中心Beltline柏文

MTY食肆連鎖集團馳名品牌

二房、一浴廁，916呎，一暖氣車位。

$285,000

Thai Express Southcentre Mall Calgary Food Court

商舖出租
西北 14 街近市中心，575呎，月租$2500全包。

MTY Group Franchise Opportunity Available

龍成商場主層，717呎，月租$1250。

龍成商場旺舖出讓
市中心繁忙商場，共三個相連舖位，可
分售。售價由$248,000起，勿失良機。

龍成商場主層，生意連物業 $320,000

For Franchising and location details, please inquire at

email: ross@mtygroup.com
Ross Winter: 403-542-6328
thaiexpress.ca/own-a-store/

一周全部內容逢周四上載

.trend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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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 大 卡 技 利 余 風采堂
YEE FUNG TOY TONG BENEVOLENT SOCIETY
202B Centre Street S.E. Calgary AB T2G 2B6
Phone: 403-263-4434

通

Fax: 587-296-5030

通告

告

啟者本堂謹定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日）
舉行聖誕聯歡會，是日中午十二時正在本堂禮堂舉行，
備有茶點招待。本堂堂員內外孫可獲聖誕老人派發利是，
希我宗親攜眷踴躍參加，共同慶祝。
另第二十八屆獎學金，余氏堂員子弟在學成績優良
者，請來本堂領取獎學金申請表格登記，以便評決，
截止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此致

卡城余風采堂理事會

啟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廿九日

省長爲亞省石油全力增值
亞省政府目前正採取行動，力圖通過
增加鐵路運輸能力以輸出更多的本地
石油。這是“亞省本土製造”戰略的
一部分，是爲了讓本地資源保有更高
的價值。
省長諾特利宣布，亞省已開始就新鐵
路運輸力的重要投資進行談判，以幫
助降低有史以來油價的巨大差距。由
於加拿大長達數十年未能建造新的輸
油管道，給國民經濟造成的每日損失
額超過8000萬。
諾特利說，“我們的資源被迫賤賣，
對此我們不會袖手旁觀。這種油價差
距是關乎真正需要付賬單人的生計，
也關乎大家對未來的真正擔憂。渥京
政府沒有理由不和我們站在一起，但
我們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亞省將自己
掏錢購買鐵路油罐車，我們會爲自己
的資源全力爭取最合理的價值，這是
屬於每個亞省省民的資源。”
亞省的目標是創造足夠的新鐵路運輸

力，每天可將12萬桶石油運出本省進
入市場，這樣，從2019年底開始，亞
省的石油可以三年內實現最高價值。
它將使每桶油的差價縮小至不超過$4,
每日可爲聯邦政府新創100多萬的財政
收入，並爲小型生産商提供更經濟實
惠的選擇，幫助他們把石油推向市
場。新增的鐵路運輸力和運油專用服
務還將確保糧食在內的農産品的運輸
不會因和現有列車上的石油爭奪空間
而受到影響。
由於製造新油罐車和相關設施還需要
一段時間，因此新增的鐵路運輸力將
在2019年末上線。在此之前，亞省將
通過“亞省本土製造”戰略繼續解決
能源價格差距的危機。這一戰略將通
過在本省進行更多的能源及相關産品
升級化來增加價值，創造數千個就業
機會並吸引數十億的私人投資。
資料提供︰

卡城華埠發展基金會

Government

卡城華埠發展基金會經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選出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董事會成員，現將被
選 出 成 員 名 單 公 佈 如 下︰

PRESIDENT（主席）
JACK C. YEE（余策源）
VICE PRESIDENT（副主席）
LYN CHOW（周仕栢）
TREASURER（財政）
RONALD LEE
SECRETARY（秘書）
LESLIE LOUIS（雷國華）
CHAIR OF BUILDING & OPERATION COMMITTEE
（大廈及營運委員會主席）
FRED LAU（劉恭存）
CHAIR OF LEGAL & GOVERNANCE（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
WESLEY BRIAN MAH（馬力偉）
PUBLIC RELATION（公關）
TOM DIXON
DIRECTOR（董事）
BYRON LEE（李相群）
DIRECTOR（董事）
HENRY CHAN（陳錫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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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利率
所有豐田汽車存貨*

現金回扣

金額由 $1,000 至 $12,000*

及 免供款
至2019年五月OAC*

費

優惠至本星期六止
所有成功購車顧客可獲
$
0 首期

延長
優惠
免

反應
熱烈

所有成功購車顧客可獲

冬季雪胎*

供款低！！ 零首期！！ 再加現金回扣！！

#P802321

萬勿錯過這次史無前例的現金回扣黑色星期五大特價！！
優惠袛限本星期五及星期六早上九時至下午六時

精彩一瞬間 美景不留人 勿失良機
請享受我們為閣下提供的2018年型號汽車存貨特價優惠
2018 C 300 4MATIC Sedan

借貸利率

包括

†

額外可獲

0.9% $2,750 三個月免供款優惠 ††
現金回扣

The best or nothing.

Lone Star Mercedes-Benz | 10 Heritage Meadows Rd. S.E. | lonestarmercedesbenz.com | 403.253.1333 | #lonestarinsider
© 2018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Lease and finance offers based on the 2018 C 300 4MATIC Sedan are available only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Cash
credit of $2,000/$2,750 only applicable on the 2018 C-Class Sedan (excluding AMG). ††First, second and third month payment waivers are capped for 2018 CLA (including AMG)/C-Class Sedan (excluding
AMG) up to a total of $400/$450 (including taxes) for lease programs and up to a total of $600/$650 (including taxes) for finance programs. Vehicle li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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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ers end November 30, 2018.

20 Freeport Landing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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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豐田汽車代理銷量總冠軍
最強華裔銷售團隊為閣下提供最優質服務
403.290.1111 www.ch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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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午餐派對
12月5日（星期三）

11:30am~1:30pm（於 Zen 8 Grill 內）

聖誕火雞自助午餐

每位 $13

2:00PM 舉行免費角子機大賽
現金獎共$300

4:00PM 舉行願望成真幸運輪抽獎
大獎可獲六人免費聖誕大餐

牌九
、百家 樂 、
九、百家
撲克
耍樂、 應 有 盡 有
克耍樂、

免佣百家樂並提供甩牌耍樂

350多部角子機、32張賭檯

多個食肆及酒吧大量地下暖氣停車位
尊貴高投注額貴賓廰提供最稱心服務

詳 情 及 查 詢請與華語 服 務 專 員 S andy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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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即可獲9折優惠

0.98/lb
Tomatoes on the Vine

番茄連籐

0.88/lb

0.98/lb
All Varieties of Apples

各種蘋果
Navel Oranges
Yellow Nectarines

甜橙

0.58/lb
椰菜

Green Cabbage

2 for
1.88/ea
Celery

1.98/lb
西芹

白蘑菇

網瓜

Cantalopes

周一至周五：9am-8pm

周六：9am-7pm

周日：10am-6pm

N
36 St NE

Unit 441-3508 32 Ave NE Calgary (403) 291-3232

甜柑

Honey Murcott Mandarins

34 St NE

提供批發送貨服務

White Mushrooms

0.98/lb

32 St NE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3.00

32 Ave NE

本周特價
11月29日－12月05日

7677 - 112 Avenue NW, Calgary, AB T3R 1R8
Tel : 403.296.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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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國際新聞

11月28日 (星期三)

二零一八年

十一 月 廿二 日 至 十一 月 廿八 日

烏克蘭指控 俄擬地面進攻美軍機克島馳援
俄羅斯攻擊及扣留進入克里米亞半島水域
的烏克蘭軍隊艦艇，引發兩國爭端，烏克蘭
總統波羅申科更指俄方準備發動地面攻勢，
全國十地區於周三起戒嚴三十日。俄羅斯指
控烏克蘭派情報人員隨船入境製造事端，又
警告戒嚴或導致烏東局勢升級。美國配合烏
克蘭，加派偵察機監視俄軍動向。
烏反對派斥總統炒作圖推遲大選
烏克蘭政府以對俄衝突為由頒布戒嚴令，
有反對派質疑波羅申科因民望下跌，藉戒嚴
剝削國民的自由，從而推遲原定於明年三月
舉行的總統選舉。
15俄戰機黑海飛近英艦
俄烏對峙加劇之際，英國傳媒於周一公
開紀錄片，顯示英軍驅逐艦鄧肯號（HMS
Duncan）較早時在黑海率領北約艦隊巡航
期間，遭到十五架俄羅斯戰機低飛掠過，指
揮官形容規模是過去二十五年從未見過。
美停派轟炸機半島演習
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於周一證實，美方已
在南韓的要求下，停止向朝鮮半島派出轟炸
機演習，以免影響無核化談判，但指這不影
響轟炸機的整體飛行次數。
日或增購F35B改裝準航母
日本政府下月公布新版防衞計劃大綱，料
包括向美國採購一百架F35A及F35B隱形戰
機，並為此改裝自衞隊兩艘「準航母」。每
架F35戰機索價超過八千八百一十萬美元，
意味日本今次增購總花費可達八十八億一千
萬美元。
特朗普插口英脫歐草案
英國政府於周一宣布，國會將於下月十一
日表決脫歐協議草案。首相文翠珊警告若不獲
國會通過，沒有人知道會發生甚麼事。美國總
統特朗普則「加把口」，指該協議似乎對歐盟
更有利，並可能損害美英之間的貿易。
Google研審查搜尋器全球抗議
美國科網巨擘Google近期風波不斷，繼
被揭放生涉嫌性侵的前高層，更被指為中國
開發具審查功能的搜尋器「蜻蜓」（Dragonfly）。國際特赦組織昨日在全球多個國家
地區的Google辦公室外示威，要求停止協助
中國政府網絡審查。其中在香港的Google辦
公室沒有派代表接收請願信，示威人士把信
件貼在牆上後離去。
特朗普擬徵華製iPhone稅
中美領導人將於周五在二十國集團峰會
會面前，美國總統特朗普預料如期於明年一
月一日起，把總值二千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
的關稅稅率，由百分之十提高至百分之二十
五，更不排除對iPhone手機徵稅。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則警告，中美貿易戰可能撕裂環

球市場，若兩國未能及時解決經貿糾紛，恐
削弱外界對全球經濟的信心。
英機場聘地勤零審查 反恐漏洞
英國埃塞克斯郡的斯坦斯特德機場被揭因
人手緊絀，於未有面試及背景審查的情況下招
聘地勤，應徵者入職數天後更可「無王管」地
深入禁區，並接觸停機坪的客機。傳媒擔憂一
旦有恐怖分子掌握漏洞，後果堪虞；英國民航
局（CAA）已就事件展開調查。
華府警示暖化 特堅拒減排
美國政府多個部門上周發表氣候評估報
告，指氣候變化的影響將不斷加劇，對社會和
經濟構成威脅。惟總統特朗普對此嗤之以鼻，
他周一指不相信有關結論，又指在其他國家採
取相應措施前，美國絕對不會考慮減排。
澳擬五月大選 總理搶先拉票
澳洲總理莫里森於周二宣布，將於明年四
月二日發表聯邦財政預算案，這代表可幾乎
肯定下屆大選於明年五月初至中舉行。莫里森
亦乘機拉票，指自由黨執政令國家經濟繁榮。
消費模式變 網絡星期一破頂
美國今年的「黑色星期五」減價促銷日，
錄得破紀錄的營業額。緊接感恩節長假的「
網絡星期一」，亦傳來打破往年紀錄的消
息，銷售額高達七十九億美元。
劉鶴訪德商維護自由貿易
正在德國訪問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與德國副總理兼財長紹爾茨（Olaf Scholz）
會晤時表示，目前世界貿易受單邊主義、保
護主義等影響下出現問題，應以尊重和平等
基礎上磋商解決，中德應共同維護自由貿易
規則和多邊體制。
華六千萬美元助瓦努阿圖神秘項目
在剛過去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
上，中國官員宣布與多個太平洋島國簽署
新的協議，但未有公布內容。澳洲廣播公司
（ABC）及瓦努阿圖《每日郵報》日前取得
中方在會前與瓦努阿圖簽訂的七份文件，當
中包括提供六千萬美元予瓦努阿圖作神秘項
目，但暫未有任何有關的資訊。
整治娛樂圈 阻追星禁高片酬
內地今年推出多項政策整治娛樂圈，中宣
部副部長、國家廣播電視總局黨組書記、局長
聶辰席周二在全國廣播電視與網絡視聽文藝節
目管理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指出，要求廣播電
視與網絡視聽文藝工作要嚴把「四關」。
韓國瑜推辭兩岸企業家會議
台灣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邀請高雄新任
市長韓國瑜，參加下月在大陸舉行的兩岸企
業家會議，惟韓國瑜辦公室周二傍晚發新聞
稿表示，基於身體健康因素及忙於籌組小內
閣，決定不出席福建廈門兩岸企業家會議。

11月27日 (星期二)

11月26日 (星期一)

克島再起硝煙烏國戒嚴備戰
烏克蘭與俄羅斯周日爆發四年來最嚴重
衝突。俄軍在克里米亞半島水域，攻擊及扣
押烏軍三艘艦艇，拘捕廿三名船員，其中六
人受傷。俄方指控烏海軍入侵領海，出動軍
艦、戰機封鎖事發海域。烏克蘭總統波羅申
科亦不甘示弱，要求俄方立即放人，更宣布
全國戒嚴六十日對俄備戰。北約及歐盟呼籲
雙方克制，聯合國安理會將召開緊急會議。
基輔民眾 向俄使館掟煙霧彈洩憤
俄羅斯攻擊及扣查烏克蘭海軍艦艇，激起
烏國民眾不滿。約一百人在俄駐基輔大使館
外聚集，掟煙霧彈及火燄筒表達不滿，大使
館範圍冒出火光及濃煙，警方隨即清場。
特朗普再促歐承擔更多軍費
烏克蘭與俄羅斯爆發海上衝突之際，美國
總統特朗普於周日再就軍費問題炮轟歐洲盟
友，要求對方承擔更多「軍事保護費」。波
蘭總理莫拉維茨基立即呼應稱，美國是歐洲
安全的唯一擔保人。
數百人圖爬鐵絲網闖關難民壓境 美射淚彈堵截
中美洲多國難民向美墨邊境大進軍，其中
一批約七千人聚集在接壤美國加州的墨西哥
蒂華納，當中數百人周日試圖闖關，與美國
邊防人員爆發第一輪衝突。難民嘗試跨過鐵
閘或爬過鐵絲網，遭邊防人員以催淚氣體和
橡膠子彈阻止。美方事後表示，拘捕了四十
二名闖入境的難民。
亞馬遜雨林 砍伐面積如五個倫敦
巴西政府於上周五公布最新數據，顯示亞
馬遜雨林於過去一年的砍伐面積為七千九百
平方公里，相當於五個倫敦的大小及十一億
八千五百萬棵樹被斬。大部分伐林活動在馬
托格羅索州和帕拉州，砍伐面積比上年度增
加近一成四，為十年間最高。
反貪組織劣評Google Fb 華為
國際反貪組織「透明國際」調查一百零
四間跨國巨企，追蹤它們在政治活動的保密
性，並列出A至F的指數評級，結果發現每
五間公司當中，就有四間的相關透明度非常
差，被劣評的包括Facebook、Google、華
為等科技公司。
先天抗愛滋傳首誕基因改造孖B 全球爭議
深圳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周一宣
稱，成功編輯人類胚胎的基因，令一對雙胞胎
天生免疫愛滋病，內媒更形容這是全球首宗愛
滋病免疫的基因編輯嬰兒案例。消息隨即惹起
道德論理及真偽爭議，一百二十二名內地科學
家更發聯合聲明強烈譴責。南方科技大學澄清
賀今年二月已被停薪留職，對研究毫不知情，
表示震驚。國家衞生健康委周一晚回應指，
對事件高度重視，已立即要求廣東衞健委調查
核實，依法依規處理，及時向社會公開結果。

反徵油稅 香榭麗舍大道淪戰場
法國總統馬克龍計劃加徵汽油稅，觸發全國
逾十萬人上周六參與新一輪的「黃背心」示威
運動。多地示威均演變成警民衝突，至少一百
三十人被捕。平日熙來攘往的巴黎香榭麗舍大
道變成街頭戰場，示威者焚燒雜物及車輛，並
向防暴警察投擲雜物，警員則發射催淚彈及水
炮驅趕。內政部長卡斯塔納歸咎極右國民陣線
煽動暴力示威，惟該黨黨魁瑪琳勒龐否認。
直布羅陀達共識 英脫歐掃障礙
歐盟周日舉行特別峰會，就英國脫歐協議
作最後協商。在峰會前夕，西班牙宣布不會
因為直布羅陀的主權爭議而否決協議，為脫
歐進程掃清了一大障礙。
警誤殺非裔美軍 200民眾抗議
美國亞拉巴馬州一間購物中心日前發生
槍擊案，警方承認誤把一名非裔美軍工程師
當成槍手殺死。逾二百名民眾上周六拉起橫
額，在購物中心外抗議警員執法行動。
美官員：多番與俄軍在敍國衝突
美國與俄羅斯在中東的角力升級，美國國
務院一名高級官員日前披露，美俄在敍利亞
的部隊曾多次正面衝突，在部分情況下更交
火。與此同時，敍利亞國營傳媒指反抗軍發
動毒氣襲擊，逾百名平民呼吸困難要送院。
華領館恐襲 巴國鎖定13疑犯
中國駐巴基斯坦卡拉奇領事館恐襲，巴國
警方前日指控印度情報機關協助襲擊，以破
壞中巴關係；又透露已鎖定十三名疑犯，包
括幕後主腦人、分離組織俾路支解放軍的流
亡領袖馬里（Harbiyar Marri）。
台北市柯文哲險勝三千票丁守中斥不公求覆點
台灣九合一地方選舉，以民進黨慘敗告終，
選情一直膠着的台北巿長選舉經歷近十一小時點
票，至周日凌晨二時許才有結果，無黨籍的柯文
哲僅以三千多票之差擊敗國民黨丁守中。惟丁守
中事後指選舉出現前所未有的「邊投票邊點票」
做法，是重大違法行為，已提出選舉無效訴訟，
令驚險連任的柯面對變數。就連串投票亂象，中
央選舉委員會主委陳英鈐引咎請辭。
國台辦斥台獨不得人心 陸委會促勿干台事務
台灣地方選舉落幕，兩岸官方隨即隔空
嗆話。大陸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選舉
結果反映台灣民眾重視經濟，希望繼續與大
陸保持和平發展關係，並且批評台獨不得人
心；台灣陸委會則警告陸方，勿干涉台灣事
務，「分化台灣民眾」。
王毅晤印官員 邊界問題達共識
中國與印度近年因邊界問題屢生摩擦，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上周六，出席
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二十一次會晤時，
與印方代表、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就邊界問
題、雙邊關係等議題取得重要共識。

加樂旅行社

Dragon City Mall ( 龍城商場二樓 )

I & J TRAVEL INC.

卡城以外免費長途電話﹕1-877-700-7780

Bay #255, 328 Centre Street, S.E.
Tel:403-234-0553 Fax:403-265-8641

出 發日期：即日起至2 0 1 9 年 3 月 3 1 日

首爾轉轉卡

首爾5天3晚隨意樂遊遊

（包停香港）（機票+酒店套票） 雙人房：$898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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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洞 Myeo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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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大門 DongDaemun

ULJiro Co-op
Best Western Arirang Hill

首爾轉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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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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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人房 $898起
雙人房 $908起

單人房 $1048起
單人房 $1100起
另加稅$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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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有其他選擇，不能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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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入場
推介景點

免費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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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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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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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優惠
加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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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 (星期六)

11月23日 (星期五)

11月22日 (星期四)

黑色星期五美網購破紀錄
美國感恩節過後，前日迎來「黑色星期
五」，有大批民眾冒嚴寒在商店外大排長
龍，網購金額更破歷年紀錄。但在消費狂潮
中，網購巨擘亞馬遜被批評虧待員工，歐洲
多地有僱員罷工，指控公司安全紀錄惡劣及
薪金低廉，把他們當作機械人，西班牙馬德
里的物流中心當日只餘一成工人工作。
巴黎3萬人穿黃背心抗議油稅
法國總統馬克龍加徵燃油稅，引發民眾發
起「黃背心運動」抗議，約三萬人昨日參加
首都巴黎的第二波示威。由於擔憂有極端分
子或幫派成員滲透，三千名警員在場戒備。
示威期間雙方爆發衝突，警員發射水炮及催
淚彈驅散示威者，至少十八人被扣留。
購物中心槍擊 警追捕殺錯人
美國「黑色星期五」前夕，亞拉巴馬州
一間購物中心上周四晚發生因口角而起的槍
擊案，導致兩人受傷。警方一度稱已把槍手
擊斃，未料其後公布錯殺一名非裔美軍工程
師，真正槍手仍在逃。
美眾院 查狂人與沙特利益關係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沙特阿拉伯異見記者卡
舒吉被殺案上，力撐沙特王儲穆罕默德‧薩勒
曼無辜。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候任主席希夫上
周五表示，將深入調查特朗普與沙特政府的
利益關係，是否影響他作決定。土耳其傳媒
則引述消息指卡舒吉死前被放血。
巴國華領館恐襲 拘主腦及一疑兇
中國駐巴基斯坦卡拉奇的領事館上周五遭
俾路支解放軍（BLA）襲擊，死者包括兩名
巴國警員。警方昨日為二人舉殯，多名政要
到場致哀。首名趕抵現場、英勇對抗槍手的
年輕女警司阿齊茲（Suhai Aziz）獲高度讚
揚，她與兩名殉職的同袍被譽為國家英雄。
巴基斯坦政府指控印度向BLA提供施襲所用
的炸藥。
藏華軍事機密 日兩男被控諜罪
兩名日本男子去年三月在中國山東省及海
南省作地質調查時被拘留及控以間諜罪，共
同社日前引述消息指，當局在二人及另四名
日籍男子的手提電腦及USB記憶體內，發現
共八十份與中國軍事設施有關的機密文件。
台地選大敗 蔡英文辭民進黨主席
台灣的執政民進黨於昨日的九合一地方
選舉慘敗，在全台廿二個縣市長中輸剩六
席，比上屆大削七席。全台藍綠政治版圖大
洗牌，不少原為綠營票倉的縣市「綠地變藍
天」，包括執政廿載的南部重鎮高雄。今次
選舉被認為是二○二○年總統大選前哨戰，
台灣的蔡英文總統在選舉失利後宣布辭任民
進黨黨主席一職，令該黨將來的大選部署蒙
上陰影。

巴國華領館恐襲4警民被殺3槍手伏法
中國駐卡拉奇總領事館昨日成為恐襲目標，
三名隸屬武裝組織「俾路支解放軍」（BLA）
的槍手強闖入內，並亂槍掃射及投擲手榴彈，
殺死至少兩名警員及兩名平民。幸使館警衞及
時關上大門，並以雜物阻塞，成功保住全部二
十一名領事館員工的安全。其後，大批保安部
隊到場增援，擊斃三名槍手。襲擊共造成包括
槍手在內的七人死亡，一名警員重傷。
特朗普：望與習達協議 結束貿戰
中國外交部周五宣布，國家主席習近平將
於本月底前往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巴拿
馬進行國事訪問，期間將在阿根廷出席二十國
集團峰會（G20）。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
已做好「十足準備」在峰會上與中方領導人會
面，希望屆時能達成協議，結束中美貿易戰。
美游說盟國棄用華為設備
美媒周四報道，華府正游說盟國，不要使
用中國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的通訊設備，擔心
會令部分設有美軍基地的國家，面對網絡風
險，並憂慮中國干預5G網絡。
伊朗警告美國：航母在射程中
中東安全局勢日趨惡化。伊朗革命衞隊指
揮官周三強硬警告，美國在阿富汗、卡塔爾
及阿聯酋的軍事基地，及部署在波斯灣的航
空母艦，都在伊朗的導彈射程範圍之內。
星執政黨選舉 王瑞傑可望接任總理
新加坡執政人民行動黨周五宣布，五十七
歲財政部長王瑞傑，獲選為黨內第一助理秘
書長，可望成為第四任總理。六十六歲總理
李顯龍，續任執政黨秘書長﹔衞生部長顏金
勇則任黨主席領導權力過渡。
台地選今爆發聚焦台北高雄
台灣今日舉行九合一地方選舉，全台各候
選人昨晚均趁選舉前夕舉辦造勢晚會，共逾
百萬人參與。其中以選最激烈的高雄及台北最
受關注，各候選人均邀請多名歌手及知名政客
助選作最後衝刺。警方再將保安升級，並於投
票日加強警力，以防「突發事件」左右選情。
周永康薄熙來等 庭審照列反腐展
內地的國家博物館日前重開，舉行「偉大
的變革──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大型展覽」，最
備受矚目的「反腐成果展區」內，將包括周
永康、薄熙來等九人的庭審照罕見「同框」。
病毒基因證豬瘟國外傳入
非洲豬瘟發現近百年後首次在中國爆發，
中國動物衞生與流行病中心副主任黃保周五
在農業農村部記者會指出，分子流行學研究
發現，傳入的非洲豬瘟病毒屬基因二型，與
格魯吉亞、俄羅斯及波蘭公布的毒株，全基
因組序列同源性約為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五，
反映中國的非洲豬瘟是從國外傳入。

早料死劫中箭亡傳教士：勿仇土著
印度政府為推廣旅遊業，今年九月宣布解
除部分偏遠島嶼的旅遊禁令，然而新措施實行
不久，就發生命案。印度警方周三證實，一名
美國華裔遊客被安達曼群島的土著亂箭殺死。
死者為傳教士兼資深探險家，打算向土著傳播
基督教，他的遺言稱一旦死了，「不要對土著
或神生氣」。其遺體尚未尋回，警方亦無權逮
捕殺人的土著。
Fb抹黑對手 離職副總裁認責
社交網巨擘Facebook（Fb）被揭曾與公
關公司合作抹黑Google、Apple等競爭對
手，以及國際金融大鱷索羅斯。Fb一度否認
指控，而宣布離職的全球通訊、市場與公共
政策副總裁施拉格（Elliot Schrage）周三主
動認責，承認聘用涉事公關公司。
特朗普標籤立場 首席大法官反擊
美國聯邦法官泰格（Jon S. Tigar）頒布臨
時限制令，暫緩停止向非法入境美國的移民提
供庇護，令總統特朗普極為不滿，怒斥泰格是
「奧巴馬法官」。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
伯茨周三罕有發聲明反擊特朗普；特朗普隨即
回應，堅稱「奧巴馬法官」確實存在。
美韓縮明春軍演規模 推動朝棄核
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周三宣布，美國與南
韓同意縮減明年春天舉行的「鷂鷹」聯合軍
演規模，以促進及避免破壞棄核的外交努力。
美朝無核化談判進展緩慢，但無阻兩韓愈走愈
近。兩韓非軍事區江原道鐵原郡的「戰術道
路」，周四正式連接，雙方官兵在工地碰頭交
流，韓媒形容是象徵和解和平的歷史性一幕。
俄國會針對北約 擬修改核武政策
美俄軍事角力持續之際，俄羅斯國會一個
委員會周三要求克里姆林宮，審視動用核武
的政策，並認為在遭高超音速等戰略常規武
器攻擊時，可使用核武反擊。有議員直指，
提議是劍指北約。
遼寧官二代逆線衝輾學童6死17傷
遼寧葫蘆島市建昌縣一輛房車於周四中午
十二時左右，突然逆線高速撞向正在校門前
過馬路的多名年幼學童，釀成至少六死十七
傷。傷者中還有兩人為教師，一人為路人。
涉事司機已被捕，官方已排除毒駕及酒駕，
消息指其父親為村黨支部書記，暫未知其行
兇動機。由於內地近年時有發生學童集體遇
襲慘劇，事件引起高度關注。
世貿會議 中美互斥虛偽
中美兩國的代表就貿易糾紛問題，周三在
世界貿易組織（WTO）會議上開火，互斥對
方虛偽。美方指控中國利用世貿推行「非市
場」政策；中方反指美國向世貿提出的申訴
虛偽，並作出虛假聲明。華府經濟顧問則暗
示，或研究把中國逐出世貿。

Google涉造假虛構網站扮格價
美國互聯網巨擘Google去年因旗下購物
格價服務被歐盟裁定壟斷，需要繳付廿四億
歐元罰款。有傳媒揭露，指Google為了迎合
歐盟規例，向廣告商提供優惠，鼓勵對方設
立虛假格價網站，並連同該公司格價服務的
搜尋結果一併顯示，以製造有競爭的假象。
歐盟稱注意到有關指控，並密切跟進。
特朗普回應卡舒吉案 沙特王儲縱知情 美
沙關係不變
沙特阿拉伯異見記者卡舒吉被殺案，令該
國與美國的關係緊張。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二
發聲明，承認沙特王儲穆罕默德‧薩勒曼可能
一直知道卡舒吉被殺的事件，但強調兩國關
係不變。特朗普表示，中央情報局（CIA）
從未肯定誰人殺害卡舒吉，並警告如果美國
和沙特關係有變，或損害全球經濟。
慰安婦問題韓日再掀外交風波
在朝鮮半島局勢緩和之際，南韓與日本的
關係卻因慰安婦問題而掀起波瀾。繼南韓最
高法院早前裁定日企須向二戰強徵的朝鮮勞
工賠償後，政府昨日宣布，將解散日韓三年
前根據《慰安婦問題協議》所設立的「和解
與治愈基金會」。日媒分析指，南韓單方面
解散基金會，意味協議可能淪為廢紙。
美兩B52闖南海挑機
中美南海軍事角力持續升級，美軍印太
司令日前指控中國在南海建造「防空導彈長
城」後，美國空軍周一即派出兩架B52H戰略
轟炸機飛入南海，接近有主權爭議的島嶼，
並宣稱行動是配合美國自由及開放印太戰
略。另有美國智庫指，中方於西沙群島浪花
礁新設置軍事設施，搜集航路情報。
中菲聯合聲明 ：南海不訴諸武力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周三結束對菲律賓的
國事訪問，中菲發表聯合聲明，就南海問題
同意由直接有關的主權國家，通過磋商和談
判，以和平方式處理爭議，不訴諸武力。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同日表示，期待中菲全
方面推進海上各領域務實合作。
美指未改不公貿易 華駁斥
中美領導人即將會面討論兩國貿易糾紛之
際，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周二指控中國未改變
不公平貿易行為，不但未有「建設性地」回應
美方最初的貿易調查報告，更未有採取具體措
施，處理美方關注的事宜。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耿爽周三駁斥美方的指控，並拿出中方今年九
月公布的白皮書，強調當中已對有關指控作出
權威回應，建議美方仔細閱讀。
高雄搗選舉投注網 涉逾一億三千萬
台灣的九合一地方選舉臨近，高雄警方周
一搗破選舉賭盤投注網站，涉案總額高達一
億三千萬元（新台幣‧下同），並繳獲六百多
萬元賭金。目前，十二名涉案疑犯因妨害投
票正確及賭博罪，被警方移送地檢署偵辦。

一周國際新聞

11月25日 (星期日)

二零一八年

十一 月 廿二 日 至 十一 月 廿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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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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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式

三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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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f / 牛肉

Chicken / 雞肉

周末加添更多甜品及小食
Pork / 豬肉

每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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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d Cut / 冷切肉

Veggie / 蔬菜

5

$ 00
起

多種美食甜品 應有盡有 常備大量中、越雜貨 歡迎選購

營業時間：周二至周日 10am - 6pm

8 AVE. NE

5 AVE. NE

36 Street NE

Tel: 403.452.8881

33 Street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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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

大統華

/ 周一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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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華人耆英會

公民權益

｢公民權益服務小組｣拓展服務專欄

如需協助或有任何疑問，歡迎向耆英會外展部 (403)269-6122 查詢

卡爾加里市政府「年長友好策略」
隨著卡爾加里人口逐漸老化，卡城市議會與年長市民、各級政
府、醫療部門、專上院校、非牟利團體及私人企業共同發展出一套
社區通用的「年長友好策略」，並經市議會於2015年通過實施。
此策略因應長者需要提出以下六個重點及有關對策：
(一) 方便獲取信息和服務：
˙增加讓長者可以容易獲得他們隨年齡增長而需要的資料和服
務的渠道。

卡城市議會通過實施的「年長友好策略」尚有以下重點及有關對策：
(四) 參與和包容：
˙鼓勵社區為長者創造改善體能，豐富社交，貢獻社會和增長知
識的機會，讓長者感到自己受歡迎和有價值。
˙宣揚長者就業的好處，鼓勵僱主為願意工作的長者提供就業機
會和適合的工作環境。
˙支持現行的教育、訓導和訊息提供機制來協助長者就業，包括
自僱形式。

(二) 社區支援和保健服務：
˙為長者提供社區安全及保健支援讓他們可選擇在家安老。
˙促進家居安全，避免發生可預防的傷害。

（五）防止和應對虐老行為：
˙提升公眾對虐待和疏忽照顧長者的警覺，教育公眾如何發現、
防止和應付這類行為。

˙確保有充足及可負擔的家居服務。

˙確保為長者提供服務的專業人士具備發現、防止和應付虐待和
疏忽照顧長者行為的能力。

˙改善支援服務機構間的溝通合作。
˙支持社區發展和實施對弱勢長者的支援和居屋需求的反應。

˙發展社區協調計劃，合力應對虐老行為。

˙對負責照顧長者的家庭成員有所支援。
˙針對長者需要推廣相關的教育和訓練。

(六) 交通接載和流動能力：

˙增加認識現有改善長者家居安全和通道的資源。

˙適當的交通工具對方便長者出入，保持活躍和參與社區至為重要。

˙爭取修訂現行政策以保長者家居安全。

˙市府以令任何年齡人士均可在市內方便地自由流動為目標。

˙與相關機構合作解決囤積雜物的問題。

˙鼓勵各類現有交通運輸行業為長者提供方便、包容和可負擔的
服務。

(三) 適當居所及家居支援：

˙提供資源以支持長者保持駕駛能力。

˙關注長者對方便出入房屋的需求。

市府計劃於2019-2022年間全面落實「年長友好策略」。如需更多
資 料 可 參 閱 市 府 網 頁 ： http://www.calgary.ca/CSPS/CNS/Pages/Seniors/Seniors-Programs-Services.aspx?redirect=/seniors

˙增加方便長者出入房屋的供應。
˙根據社區廉租屋策略修訂現行政策，鼓勵增加廉租屋供應。
˙增加接觸可以減輕住屋支出的各式計劃的渠道。

卡城2026年冬季奧運會公投正式結果

˙鼓勵發展對長者友善的房屋選擇。

卡城應否主辦2026年冬季奧運會公投正式結果已公佈。全市投票
人數 304,774, 其中贊成票132,832 (43.6%)，反對票171,750 (56.4%)，
主辦建議被否決。唐人街所屬第7選區706號票站新中央圖書館共有
1,069人投票，贊成票612，反對票454。全市詳細投票結果可參閱市
府網頁 http://vote2018.calgary.ca/Vote-2018-results.html。

˙協助長者搜尋房屋資訊。
˙支持實踐市政發展計劃的願景，建造完整社區。
˙鼓勵發展對長者友善的鄰舍和商業。

必定順牙醫診所

（全科牙醫）

113 - 8120 Beddington Blvd NW Calgary
(由華埠乘坐3號巴士可直達)

電話︰403-27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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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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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牙和拔除智慧齒比你想像便宜 專業醫生團隊
Dr. Lai
黎柱峰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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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Tull
杜振邦
Cell : 403-863-2888
e-mail : jamestull8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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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Wong 黃順欣醫生
Dr. William Tunison
Dr. Patti Bueckert
Dr. Rok J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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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適美”隱形矯正牙套採用最新
科技無托槽、無鋼箍透明牙套。
能輕鬆地矯正閣下子女的牙齒，
同時讓他們在治療期間維持原有
的生活方式，令他們重拾自信，
展現真實自我的笑容。
光臨myORTHODONTIST，
Dr. Dhol牙醫會為每位客人作出個人
不同付款計劃，包括：
■

$0首期

■

富彈性供款計劃

■

可要求保險公司直接付費

■

可預約晚間或周末診治

■

無需轉介

請來電預約作免費咨詢

“令卡城充滿 真 摯 的 笑 容 ” 是 我 們的承諾

東方
商業分類
廣告熱線：

AC T I V E AU TO B O DY
永久車身修理公司

403.617.2100

danny@trendweekly.com

www.activeautobody@hotmail.ca
林友团主理
三十多年經驗
Discount Deductable 修理期間，有車提供
加設輪胎服務 * 經 驗 技 師 * 快 捷 便 利
* 車身修理 * 品質保證
* 免費估價 * 取價公道

BUS: 403-277-1710

207 - 36 Ave. NE Calgary AB

Cell: 403-617-6500

墓碑 灰龕
最優質的石碑
最齊全的款式
最相宜的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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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1925 - 18 Ave NE T2E 7T8

舊碑加字
中文服務

翻新修理
中文排字

價錢特別優惠
特別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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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全亞省：愛民頓、卡加利、紅鹿市、列必殊...

未能如願取到《東方報》?
你可上網

www.orientalweekly.net
SERENITY

Memorials Canada Ltd.

百福石業有限公司
4119 - 17 St. SE Calgary AB

請致電：何先生 403-619-1033／Mike Nghi 403-370-1316

(英語、
越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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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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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全國的社區領袖齊集渥太華
支持關慧貞訂立南京大屠殺紀念日主張

關慧貞感謝所有協助收集簽名和簽名支持運動的市民，當中她特別要感

就國會議員關慧貞向聯邦政府提出定立全國南京大屠殺紀念日的
主張，來自哈里法斯、滿地可、渥太華、多倫多、愛民頓和溫哥
華的社區領袖在28日齊集渥太華，向政府表達希望能夠定立全國
的紀念日。
去年11月30日，關慧貞在國會宣讀紀念南京大屠殺80週年的宣
言，並且詢問總理杜魯多會否訂立全國的紀念日。當時杜魯多沒
有回答，政府由傳統文化部長喬美蘭(Melanie Joly)作答，說她
樂意與關慧貞坐下來研究如何做這件事。當關慧貞跟文化部長見
面時卻被告知此事應屬外交部長的權責。關慧貞隨即聯繫身在歐
洲開會的外交部長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並與他的幕僚
長商談此事，之後卻被告知訂立紀念日是傳統文化部長的權責。
當關慧貞再聯絡傳統文化部長時，她承認這是她的職責，但已經
來不及在12月13日訂立為南京大屠殺紀念日了。
關慧貞在今年4月再次在國會發表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宣言，並且
詢問傳統文化國會秘書維拉尼(Arif Virani)。稍後關慧貞與維
拉尼見面談及訂立南京大屠殺紀念日的事，維拉尼說政府可以考
慮以文告(proclamation)的方式來進行，並且要求關慧貞提供相
關的資料和文告的內容。
今年7月，總理改組內閣，改由羅德里格斯(Pablo Rodriguez)和
桑戈雷(Gary Anandasangaree)擔任傳統文化部長及多元文化國
會秘書。自他們上任後，關慧貞多次跟羅德里格斯、桑戈雷和保
守黨的相關評論員蔡報國(Bob Saroya)相談訂立紀念日的事。
經過跟多個城市的社區領袖諮詢後，關慧貞發動社區簽名運動，
她先後跟多倫多、渥太華、滿地可、哈理法斯、卡加利、愛民頓
和域多利的華人社團領袖會面，並且在當地推出簽名運動。
同一時間，關慧貞亦與其他族裔的領袖接觸，並在6月中召開了
多元族群支持訂立南京大屠殺紀念日的記者會。和平哲學中心創
辦人乗松聰子(Satoko Norimatsu)更和一群日裔加拿大人成立一
個名為日裔加人支持訂立南京大屠殺紀念日的組織。著名日裔作
家，加拿大勲章和日本＂旭日勲章＂得主小川樂（Joy Kogawa)
也公開表態支持關慧貞的行動。
另一方面，一些日裔加拿大人發起運動反對政府訂立南京大屠殺
紀念日。他們成立委員會，透過媒體的推動發動群眾簽署樣版信
件給國會議員。關慧貞合共收到百多封這樣的信件。
經過半年時間各方的努力，要求聯邦政府訂立南京大屠殺紀念日
運動合共收集了近4萬個簽名。
關慧貞說，這些簽名疊起來有半個人的高度，是全國不同城市朋
友的努力成果。為了向政府表達意願，大家用不同的方式接觸不
同的人宣揚訊息，讓更多加拿大人知道這個被稱為＂被遺忘浩劫
＂的事實。在滿地可和卡加利，有華人朋友在街上擺放枱椅收集
簽名，在哈里法斯有年青人在大學向師生講述南京大屠殺的歷
史，在溫哥華有人自發到商場收集簽名。我在溫哥華辦公室多次
見到有熱心人士把簽名送過來，其中一位還是八十多歲的長者。
聯席會陳主席的太太，更是全家出動，桑女士跟我說簽名支持的
有很多非華人和日裔加人。

謝加拿大華人社團聯合會的朋友，因為有一半的簽名都是由這個組織所
獲得的，顯示出新僑對這件事的關心和投入。
28日到國會的團體代表包括加拿大史維會共同主席黃裕佳醫生、加拿大
華人社團聯席會主席陳永濤率領的代表團、全加華聯全國行政主席蔡宏
安及全國4個地區的主席、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主席張怡專博士、渥太
華洪門主委王輝、渥太華華人社區中心主席Robert Parungao、安省華聯
會主席林性勇、加拿大南京同鄕會會長王海澄、北美亞洲二戰史實研究
院行政總監段宇豪、加拿大專業人士協會行政總監時安迪、溫哥華中華
會館副理事長吳俊譽和溫哥華開平會館代表等。日裔加人代表有小川樂
和來自滿地可的Tomoe Otsuki博士，還有現居哈里法斯的南京大屠殺幸
存者的後人，以及烏克蘭社區人士等合共六十多人。
28日在國會的推動工作包括中午在國會的記者席舉行全國直播記者會(東
部時間下午12:30可以在CPAC頻道修看)，之後關慧貞將會在國會的答問
時段發表宣言，並向總理提出訂立紀念日的訴求，她亦會在國會遞交社
區簽名和提出動議。
之後，關慧貞聯同國會議員陳聖源、綠黨黨魁梅爾(Elizabeth May)在國
會舉行招待會和南京大屠殺圖片展覽，邀請國會議員、參議員和社區代
表參加，讓參與者能夠認識這段歷史。
對於政府能否訂立南京大屠殺紀念日，關慧貞持審慎樂觀的態度。她表
示加拿大官方是有紀念五宗發生在外國的大屠殺事件，當中沒有一宗是
在亞洲發生的，加上全國社區的強烈訴求，希望政府能夠採納。關慧貞
續說，加拿大和世界人民必須從歷史中學習，即使在今天，世界仍然有
把虐殺平民百姓和婦女用作為戰爭的手段，今年諾貝爾和平獎便是頒給
向世界揭露也斯迪族人被殘害清洗的Nardin。
關慧貞說，無論成功與否，過去一年的行動讓為數不少的加拿大人認識
到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就全國社區朋友為這件事的參與和努力，她很感
動和表示感激。

圖/文：由國會議員関慧貞辦事處提供

一所視華人如要好朋友的希臘餐廳

* 現提供各社團、公司舉行晚宴

歡迎華人社團預訂一切宴會，提供特價優惠，場地可容納100人。

* 大型Party美食供應

凡惠顧餐廳之華人顧客，可獲免費甜品 (Baklava)，請知會服務員。

* 歡迎預早訂座

每 天 提供不同菜式特惠 午 餐 及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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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henian Seafood Pasta (雅典海鮮闊麵)

* Pork Loin

(豬嫩肉)

* Kleftiko — Roast Lamb (烤羊肉)

* Seafood Special (時令海鮮)

* Mousaka

(姆撒卡茄子肉碎)

* Salmon

* Pork Souvlaki

(希臘薄餅包豬柳)

* Suckling Pig

(希臘式乳豬)

(三文魚)

* Greek Salad
(希臘沙律)
— 逢星期五至星期日晚市供應

來自美國 的 B e tt y Ch a n
與餐廳東 主 Pe te r 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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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接受新症
請聯繫本診所預約
由 Marlborough 輕鐵站
前往本診所

Dr.
Joanna
Wong
黃醫生
( 國、粵、英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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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候時間短 歡迎預約或街症

逢星期一至星期六應診

社區和社會服務部長薩比爾（Irfan Sabir）向個人和組織頒發了25個獎
項，以表彰他們在社區反暴力方面做出的突出貢獻。

省府嘉獎反暴力
貢獻突出的人士
亞省政府近日向來自全省各地的傑出人士頒發靈感啓示獎，以表
彰他們在防止家庭暴力及性暴力、防止虐待兒童和反欺淩方面做
出的傑出貢獻。
“今年靈感啓示獎的獲獎者來自各行各業，但他們都有共同的目
標。 這些亞省省民每天都在努力地改善人們的生活，倡導健康的
親密關系並防止暴力。 我要祝賀所有25位獲獎者，感謝他們做的
重要工作，這使我們省成為一個更好的居住地。我重視他們的努
力，這些努力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
- 亞省社區和社會服務部長 薩比爾 (Irfan Sabir)
2018年靈感啓示獎獲獎者包括社會工作者、學者、青年和支持亞
省新移民的人士。
獲獎者包括
Tina Guo：新興卓越獎
Tina Guo的動力、自我責任感和遠見卓識
使她能夠在2016年獨自成立了反家庭虐待
協會（SADAA），這是加拿大第一個由學生
運營的此類組織。 Tina 從朋友受到家庭
虐待的遭遇中獲得啓發，創辦了社區急需
的SADAA。 她一直是遭受虐待者的榜樣和反虐待的倡導者。Tina
的不懈努力，不僅改善了幸存者的生活，也有助于改變卡城大學
和周邊更廣泛社區的家庭暴力文化。
資料提供︰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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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Pilot

Black Edition

LEASE FROM

0.99

%*

FEATURES INCLUDE:

APR

 RUGGED NEW STYLING

 APPLE CARPLAYTM / ANDROID AUTOTM

 EXCLUSIVE CANADIAN TRIM: BLACK EDITION

 AVAILABLE 2ND ROW CAPTAIN’S CHAIRS

 ALL WHEEL DRIVE

 AVAILABLE 8 PASSENGER SEATING

*Limited time lease offer from Honda Canada Finance Inc. (HCFI), On Approved Credit. Lease and finance rates will vary with length of term. Offers valid from November 1, 2018 through November 30, 2018 at participating Honda retailers. Offers
valid only for Alberta residents at Honda Dealers of Alberta locations. Offers subject to change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prior notice. Offer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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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 Cheung
Product Advisor

403-667-7618

Charlie Vo

Senior Product Advisor

403-803-6888

Danny Deng

Internet Product Advisor

403-918-3338

Michael Lee

Raymond Li

403-291-1444

403-291-1444

Assistant Service Manager

Finance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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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 業 部

Lone Star Mercedes-Benz
lonestarmercedesbenz.com

Dominic Wong

403-850-1882
國、粵、英語
Sales Administration Manager

The best or nothing.

Vans. Born to run.
國
、
粵
、
英
語

國
、
粵
、
英
語

Kevin Fong

J M Wong

403-809-1318

403-390-1118

Sales Consultant

Sales Consultant

維 修 部
粵
、
英
語

Coli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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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8.479.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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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
英
語

Tony S Wong

Service Coordinator

Diagonostics Technician B. Eng.

403-253-1333

403-253-1333

Tel: 403.253.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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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