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h 07, 2019 | NO.3710
#215 - 1110 Centre Street N.E. Calgary T2E 2R2
Te l : 4 0 3 . 2 6 2 . 0 0 6 6
Fax: 403.233.2172

www.orientalweekly.net

周
報

主辦

新春聯歡
聚餐歌舞會

聲女神
溫哥華靚 秋月
Alisha 黃

勁歌熱舞
狂歡
賀新歲

派歌手
溫哥華實力淑玲
Stella 溫

樂隊
卡城著名 場伴奏
d現
Elastic Ban

大會司儀 雄
朱國
Randy Chu

大會司儀 兒
u 朱婉
sa
Ro nna Ch

2019年3月16日
（星期六）
富麗宮海鮮大酒樓
全場爆滿
卡城華埠龍成商場三樓
多謝支持
晚上六時半
晚宴、醒獅表演
贊助名單
財神派利是
Point Sushi、T&T Honda、Deefoot Casino
賀年自拍照相棚
江壽緯先生、凌景彬伉儷
文娛節目表演
發記肉食公司、國泰參茸藥行
幸運大抽獎、現場樂隊
Grover LawFirm、Pizza 73
勁歌熱舞狂歡派對

堅持原則更重要
國庫委員會主席因SNC-案辭職
加拿大聯邦國庫委員會主席菲爾普(Jane Philpott)星期一(3月4日)宣布辭職。她在今年1月杜
魯多改組內閣時剛剛被任命為國庫委員會主席，
此前歷任衛生部長和原住民事務部長。據稱她是
杜魯多最信任的內閣成員之一。
她在辭職聲明中說，作為內閣成員，公開維護所
有內閣決定和其他內閣同僚、支持政府及其政策
是她的職責。但是關於前司法部長/總檢察長在
SNC-一案上受到壓力的證據以及有關官員如何施
壓的證據，使她無法再履行自己的職責。“我必
須遵守我的核心價值觀，我的道德責任和憲法義
務。堅持原則可能要付出代價，但是如果拋棄原
則付出的代價更大。”她還說:“司法獨立在
SNC-一案上受到了威脅。法治的一個基本原則是
總檢察長在罪案起訴問題上不能受到政治壓力和
政治干預。但是她在這件事上“對政府失去了信
任”。繼前司法部長王州迪(Jody Wilson-Raybould)上周作證後，比她早幾天因SNC-案辭職的
總理高級顧問巴施(Gerald Butts)將在本周三作
證。雙方各執一詞，調查遠未結束，但菲爾普的
聲明顯示她選擇相信王州迪。
保守黨領袖希爾(Andrew Scheer)召開新聞發布
會，稱內閣已經陷入混亂，他再次呼籲杜魯多辭
職並接受加拿大皇家騎警的調查。
聯邦新民主黨黨領駔勉誠(Jagmeet Singh)則重
申，事件需要一個公開聆訊。

總理杜魯多周一晚間在多倫多參加一場活動時，不
再堅稱政府在SNC事件中全無過錯的說法，而是採取
了一種更和緩的語調，似乎考慮到事件中有越線的
可能性。總理杜魯多周一晚間在多倫多參加一場活
動時，不再堅稱政府在SNC事件中全無過錯的說法，

王州迪和 Jane Philpott

而是採取了一種更和緩的語調，似乎考慮到事件中
有越線的可能性。他說﹕“在像我們這樣的民主國
家和如此重視多樣性的空間下，我們被允許有分歧
和辯論。我們甚至鼓勵它。”他說，他正在“仔細
傾聽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證人的不同聲音、證詞和意
見。”
聯邦自由黨SNC公司醜聞持續發酵﹐總理杜魯多剛剛
重新組閣﹐一名他倚重的部長費普真(Jane
Philpott)﹐昨天宣布因為對於政府“喪失信心”而辭
職。費普真被認為是杜魯多麾下其中最受信任的一

名部長。她在新的內閣中擔任庫務委員會主席。她
在一份聲明中說﹐“我必須服從我的核心價值﹐我
的道德責任﹐和憲法義務。”“依照一個人的原則
去行動將需要付出代價﹐但是如果拋棄原則付出的
代價更大。”
費普真是萬錦-史托夫維爾選區的國會議員。她說
道，她一直在考慮發生在聯邦政府的這個事件﹐
“經過嚴肅思考”﹐她覺得自己必須退出內閣。她
說﹐內閣團結的憲法慣例﹐要求部長們在公共場合
時﹐維護內閣和其他部長的權利﹐對外發言需要支
持政府及其政策。
“由於這個慣例﹐和我們目前面臨的局勢﹐使得我
難以繼續擔任一名部長。”“不幸的是﹐所有這些
證據﹐包括有關政客和/或者政府官員給予前司法
部長壓力、來干預涉及SNC公司刑事案的證據﹐和
上述這些努力的內容的證據﹐都讓我感到了嚴重的
關注。這些關注又被我的選民和其他加拿大人的看
法加重了。”
費普真是前司法法部長王州迪的一位切近同盟。她
說﹐在SNC公司事件中﹐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受到
了威脅。依法治國的基礎﹐是前司法部長對刑事案
件起訴的決定不受政治干預。“令人悲哀的是﹐我
對於政府怎麼處理這個問題﹐以及問題發生時如何
應對﹐喪失了信心。”王州迪昨天隨後發出推文﹐
向她致意﹐稱“我們共事4年﹐未來還可並肩前
行。”費普真和王州迪二人繼續以自由黨國會議員
身分，在國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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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新 建 住宅 樓 價 升 幅收窄
中國指數研究院公布二月內地一百個主要城市樓價指數，期
內新建住宅平均價格為每平方米14,724元（人民幣•下同），
較去年同期上漲4.62%，惟升幅較一月收窄0.28個百分點；期
內各線城市成交量亦有所下調。分析指，主要由於農曆新
年效應導致期內成交淡靜。中指院調查結果顯示，今年二
月百大城市中，有56個城市樓價錄得按月升幅，較一月份
減少10個，當中升幅在1%以上的有9個，較一月份的18個
銳減一半。期內，樓價錄得按月下跌的城市較一月增加8個
至39個，其中2個城市跌幅在1%以上；5個城市表現持平。
報告指出，二月適逢春節，是房地產市場的傳統淡季，樓
價按月升幅繼續回落，絕大多數城市價格波動在1%以內，
反映市場平穩發展，加上期內全國多個城市密集發布新年

二月銷售數據，受新年因素影響，大多房企銷售額均按月
下跌。中國恒大二月合約銷售金額約為215.3億元，按年
及按月分別減少55.27%及50.12%。首兩個月，恒大共錄合
約銷售額約647億元，按年下跌42.48%。
另外，萬科企業二月錄得431.9億元銷售額，按年升
21.32%，按月卻跌11.64%，首兩個月合併計按年跌11.11%。
花樣年錄得銷售額13.03億元，按年和按月分別跌7.25%和
23.44%。時代中國期內錄得31.22億元合約銷售，按年升
3.99%，按月比較則跌25.31%。合併一至二月銷售額計算，
金地商置表現最佳，按年升超過48%至62.49億元，其次為
中國奧園，升38.53%，景瑞控股亦升26.1%。

房地產市場政策基調，但是整體內容均是以「穩」為主，
相信未來房地產調控政策仍不會有太大變動。中指院上海
分院分析師方頏表示，未來房地產市場發展將趨於合理、
量價走向平穩，投資增速放緩，預期當局將繼續因城施策。
當中，一線城市加大有效供應，二線城市則增強吸引人才
競爭力以引導需求，三、四線城市受棚改政策（棚戶區改
造，即舊區重建）調整下行，未來銷售壓力加大。
中泰證券分析師倪一琛表示，農曆新年因素導致成交大幅
波動，但見近期有10多個省份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提出房地
產調控以穩為主，認為在因城施策、分類指導及「穩」的
主基調下，考慮到經濟下行壓力，市場條件適宜的城市或
存在陸續放鬆調控的可能性。另方面，多家內房企業公布

Ly f t 申 美 上 市 提 虧 損風險
召車應用程式（App）公司Lyft正式申請美國上市。文件
顯示，該公司去年收入按年升逾一倍至21.6億美元，惟成
本急升下，虧損擴大32%至9.11億美元。Lyft計劃在納斯
達克市場掛牌，上市代號「LYFT」，其上市或開啟今明兩
年的初創科企上市潮。市傳Lyft估值介乎200億至250億美
元，意味將是繼Snap Inc.兩年前上市後的最大初創科企

關鍵影響力。Lyft亦警告，雙重股權架構可能令該股無法
包含在一些股票指數之內，繼而影響股價。Lyft去年有
3,070萬用戶，以及190萬名司機。較特別的是，司機將按
活躍程度獲發現金花紅，由1,000美元至1萬美元，他們亦
可按上市價把有關花紅換取同額的新股。

上市規模。但Lyft虧損似未見盡頭，該公司在文件中列出
潛在風險因素，包括警告成本或續上升，而且未來可能無
法達到或維持盈利能力。
Lyft兩位創辦人――擔任總裁的齊默（John Zimmer）和
擔任行政總裁的格林（Logan Green）共持有約7%股權。
但據悉，二人控制近半投票權，在公司的重大決策上具有

Tesl a 預 警 今 季 蝕 錢
美國電動車生產商特斯拉（Tesla）行政總裁馬斯克預警
今季將出現虧損，與之前宣稱有信心持續賺錢的樂觀預測
有別。他並宣布，將關閉部分店舖，改以全球網上賣車，
故需裁減員工。馬斯克表示，受到大量一次性撥備拖累，
加上向中國及歐洲付運充滿挑戰，預期首季將不會賺錢，
不過，希望第二季恢復錄得盈利。根據外電統計顯示，分
析員平均估計Tesla首季每股虧損25美仙，而經調整後每
股純利63美仙。
為了達到 Model 3 每輛售價3.5萬美元的承諾，馬斯克表示，
Tesla需大幅削減營銷開支，未來將會轉向網上銷售模式，
估計可以減低成本 5 至 6 %，節省的開支亦可以使 Model S 及
Model X售價降低。Model 3一七年面世時售價為4.9萬美元，
最近每輛賣4.29萬美元，而最新減價為今年第三次。馬斯
克預期，很多店舖將於未來數月關閉，會保留約130間人
流多的店舖作為展覽和資訊中心，部分將變為服務中心，

重申改善服務是今年首要目標。截至去年底，Tesla在全
球有378家店舖及服務中心。Tesla表示，客戶在北美洲透
過電話，只需一分鐘時間便可購車。但有分析認為，網上
賣車將減少親身體驗，這是消費者決定購買大價產品的重
要因素。馬斯克又預測，今年將生產介乎42萬至60萬輛電
動車。美國證交會（SEC）向聯邦法官提出，要求裁定馬
斯克上周於Twitter發文談論公司今年產量預測，違反去
年達成的和解協議，屬藐視法庭。
CFRA分析員納爾遜指出從策略角度，Tesla或犯下錯誤，
質疑售價3.5萬美元的Model 3可提供多少毛利率。他認為，
Tesla應集中搶攻高端電動車而非大眾化市場，尤其是現
時沒有產能，而擴大產能需大量額外資本投資。研究機構
Gartner汽車顧問拉姆齊指出，Tesla開創向消費者直銷汽
車，店舖作出宣傳用途，多過實際銷售點，關閉店舖做法
並非瘋狂，真正問題在於Tesla提供服務的能力。另外，

Tesla財政狀況一直備受關注，該公司有一筆9.2億美元可
換股債券到期，由於現時股價低於359.87美元的兌換價，
意味很大可能需要贖回債券。截至去年底止，Tesla手頭
現金約有37億美元，當中不包括客戶訂金，但其長遠負債
高達10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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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儲 局 快 公布 結 束 縮 表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到眾議院作證時指，很快會公布停止縮
減資產負債的行動。有批評指當局因去年底股市大跌而改
變加息立場，鮑威爾反駁稱當局以更廣闊的角度監察金融
市場環境，而金融市場受股市、債市和匯市變化影響。根
據聯儲局一月會議紀錄顯示，大部分官員同意今年內結束
縮表，並同意維持充足的儲備，但未有表明資產負債表規
模的最終水平。
鮑威爾坦言，實際水平仍存在許多不確定性，但稱資產負
債表規模可能會維持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約16或
17%水平。相比之下，發生金融危機前，當局資產負債表
規模相當於GDP約6%。聯儲局曾稱希望資產負債表主要由
國債組成，鮑威爾表示，決策者尚未決定是否於某個時間

沽出所持有的按證。雖然美國總統特朗普吹噓放寬銀行和
其他企業監管成功刺激經濟，但鮑威爾認為這個說法難以
證實。至於稅改，鮑威爾稱短期而言有助提振增長，但長
遠仍需要觀察。
鱷王達利奧指，由於經濟已降溫，加上聯儲局已轉為更寬
鬆的貨幣政策立場，把美國明年大選前出現衰退的機會率
降至約35%。他於約一年半前，曾預期美國大選前有逾50%
機會出現衰退。美國去年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GDP）按
季以年率計增2.6%，增幅雖較前一季的3.4%放緩，但高於
預期的2.2%。期內個人消費增長2.8%，略低於預期，商業
投資則增6.2%。全年計經濟增長3.1%，略高於美國總統特
朗普的3%目標。

財 新 中 國 服務 業 P M I 遜預期
今年二月份財新中國服務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創四個
月以來新低，報51.1，按月回落2.5個百分點，並大幅差
過市場預期的53.5。受服務業大幅回落拖累，財新中國綜
合PMI繼續回落0.2個百分點至50.7，亦為去年十一月以來
新低。據財新報告顯示，有部分企業反映服務業需求相對
疲弱。儘管上周出爐的製造業新訂單總量出現回升，但服務
業的新訂單總量仍然低迷，增速放緩至四個月來低位，令綜
合新訂單表現只有小幅增長，整體增速續處於較低水平。
內地製造業及服務業的企業對前景信心均見下滑。在未來
十二個月的生產與經營前景信心度方面，服務業界的信心

度更降至三個月低位。財新智庫莫尼塔研究董事長兼首席
經濟學家鍾正生指，二月製造業內需明顯修復回穩，但在
就業形勢受壓情況下，服務業景氣度明顯下滑。野村發表
報告指，今年一及二月官方製造業PMI分別為49.5及49.2，
即今年首兩個月平均值低於去年十一及十二月平均水平，
反映行業環境惡化。該行預計，規模以上工業生產增長及
零售銷售增長在一月至二月將持續低迷，與去年底大致持
平，但將差過去年全年增長率。值得留意的是，為免受今
年農曆新年長假較去年提早影響，分析近月內地數據時宜
調整至一及二月平均值再作觀察。

美股牛市本周將滿十周年。金融海嘯期間，標指於○九年
三月九日跌至676點收市低位，被視為本輪十年牛市的開
端。美股去年底暴瀉後持續反彈，以上周五標指收報
2,803點計，較○九年低位飆升近314%。不少投資者看好
本輪牛市仍可最少升多一年。
美股去年十二月暴瀉主因包括衰退疑慮，以及擔心聯儲局
加息過度進取。以盤中表現計，標指去年十二月更一度自
高位跌逾20%，但市場一般會以收市水平量度牛市和熊市。
BTIG首席股市和衍生工具策略員伊曼紐爾形容，這只是牛
市中的技術性熊市，因為僅在盤中出現，而且股市之後已
迅速反彈。伊曼紐爾又表示，雖然這輪牛市已持續多年，

但單是這個原因不足以導致牛市結束，當前市場條件幾可
肯定有利大市延續升勢，特別是股市去年已見回調。截至
上周五止，標指自去年平安夜收市低位反彈19.2%。
美股反彈，部分受惠於聯儲局去年十二月加息後貨幣政策
立場有所改變，表明願意對加息保持耐性並觀察經濟數據
發展。美企今年一月和二月份公布的上季業績表現，未有
如預期般差，儘管分析員紛紛下調之後數季的盈利增長預
測，但未有打擊美股的反彈勢頭。QMA首席投資策略員基
翁稱，儘管今年企業盈利或零增長，但股市仍可望溫和上
升。美國經濟雖放慢，但歐洲、中國和日本亦然，最大問
題是當前經濟放慢是否衰退的開端，而答案是否定的。若

美 股 牛 市 滿十 年 有 力再上

數量有限

中美貿易談判有進展，勢推動股市進一步上升。事實上，
標指今年首兩個月累漲超過11%，是一九九一年以來最強
開局表現。LPL Financial 統計數據顯示，自一九五○年
以來，標指在一月份和二月份均上升的次數僅廿七次，當
中廿五次在餘下十個月繼續上升，平均升幅超過12%。

數量有限

相等於
$1.27/磅

利利代爾牌
雞上腿
(5kg盒裝)

EPB特級T骨牛扒

妮娜牌
有頭白蝦

海燕牌小鸚鵡魚

最佳海鮮牌
急凍梭子蟹盒裝

幼

三小姐牌
沙河粉

海燕牌米粉

李錦記
熊貓牌蠔油

珀寬牌
辣碎蟹/蝦

家樂牌雞粉

數量有限

袛限

家樂牌醬油

數量有限

Sunridge 店!

袛限

Sunridge 店!

家樂牌
酸子湯料

美味牌
斑蘭布甸粉

Tao Kae Noi
紫菜小食

馬來西亞
咖哩海鮮叻沙

好運
原隻燒鴨

好運香蕉蛋糕

海洋媽媽牌
急凍金鯧魚

海燕牌鰭魚

幸福比內牌
竹莢魚

幸福牌
巴沙魚扒

三魚牌魷魚

老雞

7 99

for 2

Old Chicken (Pack of 2)

Halal
清真

越金牌白蝦
(有頭/去頭)

NIPSSING牌
急凍鵪鶉

海燕牌
酸子鯰魚湯料

海燕牌香茅碎

幸福牌
熟甜粟米

布娜牌
急凍嫩椰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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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RT & CASINO
3777 Grey Eagle Drive (corner of 37 St. SW and Glenmore Trail)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3E 3X8

Phone: 403-385-3777

購票: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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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值早餐
午市
自助餐
晚市
自助餐
3月 2 6 日晚 上 10時 舉 行 大 抽
抽獎
獎

每晚
5:00PM
至
10:00PM

星期一至六

699/位

$

9:30AM - 11:00AM

星期一至六

11:00AM - 2:30PM $1699/位

星期日早/午餐

10:00AM - 2:30PM

星期一/二 全新推出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六/日

熱帶風情之夜
泛亞美食
海鮮美食
燒焗牛排

（以上價格未包括GST及小費）

2499/位

$

1999/位
$
2699/位
$
3899/位
$
2799/位
$

PRESENTS
By JO-LEE
Created by Pam Tzeng
Saturday, March 16, 2019 @ 7pm
Big Secret Theatre, Arts Commons
Tickets: www.puppetfestival.ca
Box Office: 403.294.9494

POST-SHOW ARTIST TALK HOSTED BY ASIAN HERITAGE FOUNDATION
演出前由亞裔傳統基金會主辦「藝人發佈會」

來見證藝人Pam Tzeng另一個甜蜜又充滿困惱的自我Jo-Lee的人生悲劇，你會深深愛上她。「By Jo-Lee」
包括兩場融合舞蹈、戲劇和木偶戲的演出；在活潑動人的表演中探討異國風情、種族成見，死亡與悲傷。
《奧瑞岡藝術守望報》評論︰「⋯⋯理念強大又極度感人的演出。兼具精準性和流動性⋯⋯
[Tzeng] 編創的舞劇節奏緊湊、幽默而且一針見血。」
Full festival dates: March 13-1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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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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加拿大最多商戶多元文化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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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正 出 租：月租 $1,000起 已 有 70 多 間 商 鋪 啟 業
請盡 速 與 我 們 聯 絡 1-855-851-2888 NEWHORIZON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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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0,000

全新舗位
月租$750至$1,200
即可交吉

一切資料絕對保密

˙省政府認證專員

西南 Aspen Wood 豪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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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東方天地商場
旺舖出租

Joyce Chan

陳 桂 芳

友邦地產物業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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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Evanston

便，即可入伙。

各項代書服務

宣誓聲明：正式文本認證，戶籍，平安書。

全 新 兩 層 式 孖 屋 ， 1840呎 ， Walkout土
庫，石英廚櫃檯面，3房，3浴廁。交通方

◆

臨睡前記得將時鐘撥快

1

小時

$499,990

商舖出租
西 北 14街 近 市 中 心 商 廈 內 ， 兩 個 獨 立 辦

東南 Forest Height 獨立平房

公室出租，月租$150~ $ 3 5 0 全包。
龍成商場主層，717呎 ，月租$ 1 2 5 0 。

內外大量翻新裝修。包括主層全新地板、廚房
及浴室；主層三睡房、土庫完成。廚房、浴廁
及書房。位幽靜內街，屋後暖氣雙平房。
請來電預約參觀

$3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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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時間
3月10日（周日）02:00 am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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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佛學居士林

INDO-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2405-Centre St. N.W. CALGARY

Tel:(403)276-3962

通告
為紀念創林三十五周年及第十五屆理事會
成立典禮事由，本林將相應於本年三月下旬舉
辦慶祝宴會。

茲將各項細節概列如次︰

卡城華人童軍第288旅舉辨

回收舊衣物公益
大行動
所有收集得益捐贈
"亞省腦性麻痺協會" 和 "亞省癌病基金"
請於3月15日至22日期間，將衣物送到卡城華人文化中心
(197 1st Street SW, Calgary, AB T2P 4M4)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郵 megan.wong288@gmail.com

舉行日期︰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日（星期六）
舉行時間︰下午六時
舉行地點︰粵食粵美酒家

加拿大亞省卡城客屬崇正會館

饌宴主軸︰素宴招待
餐

券︰每位四十元

衷誠 邀請社區各界人士、鄉梓會友撥冗光
臨慶典宴會。
謹此

通告
本會因於二月四日受水管爆裂影響，需時清

週佈

理及裝修，未能如常辦公，如各會員於裝修期間

卡城佛學居士林 謹告
二零一九年三月七日
謹註︰由於方便訂座，前來本林購買餐券之日
期，訂為自本告見報日起至三月廿二日（即宴
會舉行日期之前一星期）截止出售餐券。
06

需有任何咨詢或需購買春節聯歡宴會門票，請移
玉步至卡城越南華裔聯誼會（204A, Centre Street S.E.）
或 請 致 電 劉 務 昌 (403)701-3418查 詢 ， 不 便 之 處 ，
敬希見諒！
卡城客屬祟正會 謹啟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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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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587-296-5030

鳴謝啟事
卡城余風采堂於二月十六日（星期六）舉行己亥年春節聯歡暨本堂成立九十九周年雙慶誌喜。當日中午十二時正在本堂舉行
祭祖典禮，以紀念先賢之功德。祭祀儀式完成後，並設有茶點招待宗親鄉誼。同日下午六時，假座華埠富麗宮海鮮酒家舉行
雙慶宴會及頒發第廿九屆獎學金。
當晚筵開三十一席，出席嘉賓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卡城總領事館 – 單剛剛領事、遲煥春領事、亞省財務廳長史施（Joe
Ceci）、亞省省議員麥弗遜（Karen McPherson）、卡城市議員朱文祥、卡城馬氏世表、卡城風采校友會代表和多個社團首
長及代表等。
宴會先由司儀余慕慈、余國祥介紹風采堂歷史及嘉賓。隨後由主席余策源致歡迎辭，感謝各位嘉賓及宗親友好的蒞臨，令大
會增光不少。當晚筵席豐富味美，文娛節目多姿多彩，包括有卡城中樂推廣曲藝社成員演奏精彩的國樂，Adam Yee小朋友自
彈自唱多首中英文金曲助興，大會還有獎品豐富的幸運大抽獎，場面非常熱鬧。席間由理事余卓操等主持頒發獎學金給予學
業成績優秀的子弟，以資鼓勵。
余風采堂再次感謝下列宗親及商號之贊助︰
獎學金贊助︰余風采總堂 $1,200．余慕慈 $1,000
抽獎贊助︰華埠發展基金會 $200．余策源 $100．余慕慈 $100．余卓操 $100．
富麗宮海鮮酒家 – 餐券五張．高雅髮廊 – 護髮素兩樽
金豬贊助︰余慕慈伉儷贊助金豬乙隻
特別贊助︰卡城中樂推廣曲藝社贊助全場音響

卡城余風采堂理事會仝人 敬謝
二零一九年三月七日

亞省文化日津貼幫助組織機構
現正尋找夥伴建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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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HONE: (403)262-1077

亞省文化日津貼幫助組織機構建立夥伴關係，加強社區精神和發掘本地人

通 告

才。有意舉辦慶祝活動以宣傳和分享亞省文化的社區及組織最高可獲得
$10,000資助。 歡迎大家提交分享藝術、音樂、歷史和文化活動的資金申
請。 社區組織可于4月4日前上網站AlbertaCultureDays.ca申請。詳情查
詢：https://www.alberta.ca/alberta-culture-days-grant.aspx

卡城龍岡親義公所清明春祭
查公曆四月五日（農曆三月初—）是清明節，卡城
龍岡親義公所特提前六天於三月三十日〔星期六〕
上午十一時半，虔備金豬、三牲酒醴和糕點果品等，
在 本 公 所 禮 堂 先 舉 行 拜祭四先祖儀式。
禮成後隨即出發前往新、舊華人墳場掃墓，春祭先
僑，以表慎終追遠之敬意，希望我四姓昆仲踴躍參加。
當日並於下午二時在本公所禮堂設雞尾酒會招待四姓
宗親及友好嘉賓。

資料提供︰

Government

卡城龍岡親義公所 謹啟
二零一九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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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善 樂 社

Sien Lok Society of Calgary
P.O. Box 251, 919 Centre Street NW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2E 2P6
Phone: 403-874-7572 Website: www.sienlok.org

鳴謝啟事
卡 城 善 樂社於2月2日(星期六)晚上假座卡城 華 埠 富 麗 宮 大
酒 樓 舉 辦成立50周年暨春節聯歡籌款晚宴。當 晚 到 賀 嘉 賓
超 過 600人 ，特別嘉賓包括國會議員夏堅(K e n t H e h r ) 、
亞 省 財 政廳長史施(Joe Ceci)、卡城市長 南 施 ( N a h e e d
N e n s hi)、中國駐卡城總領事舘 陸旭總領事、 多 位 省 議 員

及市議員及各大社團、機構代表、商界精英等，政商雲集，嘉
賓 滿 堂 。 當 晚 大 會 能 得 以 順 利 進 行 ， 全賴 各 熱 心 人 士 、 各 大 商
戶 社 團 的 鼎 力 支 持 。 各 表 演 團 體 的 傾 力 演 出 及 義 工 們 的 全力 以
赴 ， 令 全場 氣 氛 高 漲 ， 籌 款 成 績 斐 然 。 特 此 向 各 贊 助 及 支 持 者
致以萬分感謝。

Emperor Sponsor

Live Auction Items & Sponsors

Donors

Mr. John Dong of

71Million Year Old Ammolite Fossil

ROYAL LIQUOR MERCHANTS

($15,000+)

Roast Pig Sponsor

Supplied by Korite

Kevin Wong

His and Hers Ammolite Watches ($1,500)

Table Sponsors

Donated by Korite

Cowboy’s Casino

RCA LED 48’’ TV ($800)

HSBC

Donated by Candian Tire Richmond

Calgary Chinatow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Gold Fish Statue ($500)

Riddell Kurczaba Architecture

Donated by Hung’s JewelleryJ

Community Sponsor

Johnny Gaudreau Jersey (Priceless)

Shaw Communications

Donated by Calgary Flames

Anita Luszszak
Brad Moore
Brenda Lee
Bronson Ha
Calaway Park
Calgary Flames
Candian Tires
Candian Tire Richmond
Carlton Restaurant
Chinese Community
Derek Wong
Dr. Eugene Chieng
Dr. Yu Lik Hua
Dr. Yu Lil Haun
Fung Kee BBQ
Gaylene Redman
Ginny MacDonald & Rick Grol
Glenmore Museum
Grace Mah
Grey Eagle Casino
Hohn&Todd Family
Immigrant Services Calgary
Jason Wong
Jim Kinnear
John Dong
Kaveh & Tranel Sahebkar
Kevin Wong
Korite
Louis Family
Malcolm & Shariole Albery
May Fashion
MLA Jamie Kleinstuber
MLA Karen McPherson
Pat Higgerty
Patricia Hyndman
Pizza 73- Bin Ha
Progress Printing
Regency Palace Restaurant
Stan Wong
Suet Chan
Superstore 1575
Tamara Rosenblum
TELUS Spark
The Shooting Edge
Tony Arevalo
Van Ginkel Art Gallery
Village Barber
West Jet
Westsid Recreation Centre
Wings Fitness

3L Bottle of Caymus Conundrum
White Wine (Priceless)
Donated D’arcy Potoroka
Rare Eagle Whiskey Decanter
(Priceless)
Donated by Les and Annie Louis
Beam Kentucky Bourbon Whiskey Decanter
(Priceless)
Donated by Les and Annie Louis
Glass Horse Brandy (Priceless)
Donated by Malcom & Shariole Albery
Glass Slipper Brandy (Priceless)
Donated by Malcolm & Shariole Albery
( Photo by Ben Tsu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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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即光臨加入
ELITE 55日間優惠卡會員

牌 九、百家樂
撲克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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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佣百家樂並提供甩牌耍樂

應有 盡 有

會員可享有

六次到訪後可獲特別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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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即可獲贈5磅紅蘿蔔

0.68/lb
特大富士蘋果

Large Fuji Apples

0.68/lb

0.48/lb
Clementine Mandarins

甜柑
Salish Apples
Yellow Nectarines

BC蘋果

1.88/ea
西芹

Celery Bunches

c/s of 6

1.98/lb

0.48/lb

Red Seedless Grapes

無核紅提

啤梨

Local 5lb Long English Cucumbers

英國長青瓜 (5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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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 Sweet Mango

34 St NE

提供批發送貨服務

Bartlett Pears

6.98/ea

32 St NE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3.88/ea

32 Ave NE

芒果 (每箱6個)

本周特價
3月07日－3月13日

888 Meridian Road NE, Calgary, AB T2A 2N8
403-291-1444 | sales@tandthonda.ca | www.tandthonda.ca
09

Oriental Weekly March 07, 2019

一周國際新聞

3月6日 (星期三)

二零一九年

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六日

新西蘭搗值5500萬冰毒
新西蘭海關上周破獲該國史上其中一宗最
大型偷運毒品案，關員在入口的高爾夫球車
電池內，檢獲一百一十公斤俗稱冰毒的安非
他命以及兩柄手槍，毒品市值約五千五百萬
新西蘭元。兩名涉案的大陸男子及台灣男子
其後被捕，他們於周一再次提堂但否認藏毒
及管有毒品罪，案件排期至本年五月再審。
印稱擊落無人機 巴指驅離闖入潛艇
印度及巴基斯坦衝突未平，印度有匿名官
員周一宣稱，印軍戰機擊落一架進入領空的巴
基斯坦無人機。巴基斯坦隨即發布影像，指一
艘印度潛艇試圖闖入領海，但已被驅離。
希拉妮來屆不選總統 首明確闢謠 拒離開政壇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妮周一首次明確表示，
自己不會參加二○二○年總統選舉，但強調
不會離開政壇。這終止了外界對她可能再次
參選總統的流言。
美在以色列部署薩德 牽制伊朗
中東局勢日益緊張之際，美軍趁演習
之機首次在以色列部署薩德導彈防衞系統
（THAAD），應對長程導彈威脅。以國指薩德
並非針對特定對象，但外界認為薩德是警告
近年積極發展彈道導彈的伊朗。
瓜伊多安全返委國 數千人迎接
自立為委內瑞拉看守總統的反對派領袖
瓜伊多訪問鄰近多國後，周一返回首都加拉
加斯，在機場獲數千支持者迎接。他呼籲民
眾周六再上街示威，向總統馬杜羅施壓。美
國副總統彭斯警告，一旦瓜伊多受到任何威
脅，華府將立即作出回應。
轟6K進駐廣東懾台 美B52東海南海繞圈挑釁
台灣持續炒作大陸武力攻台、美國軍艦多
番穿越台灣海峽之際，距台僅四百五十公里的
廣東興寧機場，日前被發現首次部署了四架可
空射巡航導彈的解放軍轟6K轟炸機，數分鐘內
可抵達台海空域，有分析指台海緊張局勢或再
升級。而美軍兩架B52H轟炸機周二就分別繞飛
中國的東海防空識別區及南海空域，台軍方對
此回應稱，台軍二十四小時掌握海空動態，三
軍各部隊皆能對周邊狀況即時應處。
解放軍演習頻失誤 疑未適應數碼化
解放軍近年加強練兵備戰，惟內地軍媒日
前發表文章，當中披露解放軍去年演習頻頻
出現失誤，包括地面部隊演習中，出現攻方
內部的偵察網絡數據傳送未能迅速發出，因
而令步戰車暴露於敵方火力點前，另有部分
官兵未能適應新裝備。
金正恩抵平壤 朝媒避提河內峰會
北韓領袖金正恩在美朝河內峰會擱淺後，
提早結束訪問行程，乘坐專列經中國返朝。
朝中社周二證實金正恩結束對越南訪問回
國，獲多名官員迎接，但報道對美朝河內峰
會隻字未提。

銀保監主席：美誤會華操控匯率
中美達成貿易戰停火共識後，雙方迄今舉
行了多輪貿易談判。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銀
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周二表示，中美在金融業一
直保持交流，美方對中方操控匯率等指摘是出
於誤解，可以消除。商務部長鍾山則指出，中
美經貿磋商過程艱辛，但要達成最終協議，中
美雙方必須相向而行，共同努力。
政府工作報告 未提「中國製造2025」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周二於北京開
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發表政府工作報告，
指今年中國國防開支預算為一萬一千八百億
元人民幣，較去年增加百分之七點五，增幅
較去年的約百分之八低。而在中美貿易戰中
多次被美國批評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
今次報告並未如去年般提及。
台同性婚姻法二讀 蘇貞昌捱告
台灣同性婚姻法案周二在立法院逕付二
讀（不經一讀審查，直接二讀議決），國民
黨、親民黨的立委曾在立法院內抗議，要求
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惟因民進黨控制
立法院，法案最終獲通過。反對同婚的團體
「下一代幸福聯盟」不滿行政院准用民法婚
姻規定，認為違反公投民意，周二上午到台
北地檢署控告行政院長蘇貞昌，指其涉嫌廢
弛職務釀成災害罪。
中梵主教臨時協議限兩年
中國和梵蒂岡去年九月廿二日達成歷史
性的主教任命臨時協議，中國天主教愛國會
主席房興耀周二於北京表示，該協議時限兩
年，之後若中梵沒異議，便簽正式協議。該
會副主席孟青錄早前指在臨時協議下，梵方
有一個月研究中國天主教會推薦人選。
美擬結束印土關稅優惠待遇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周一發聲明，擬結束
向印度和土耳其提供貿易優惠待遇，此舉代
表美國將會向兩國的貨品徵收關稅。USTR指
印度和土耳其將不再列入美國的「普遍性優
惠關稅制度」受惠國之一。聲明補充，印度
沒法提供足夠理據說服華府，而土耳其則屬
「已發展國家」。
日產前董事長准10億保釋
雷諾-日產-三菱聯盟前董事長高恩去年十
一月涉嫌違反《金融商品交易法》在日本被
捕。東京地方法院周二批准他的保釋申請，
保釋金為十億日圓，期間不准離開日本。高
恩已被羈押逾一百天，今次是他第三次申請
保釋。檢方提出上訴。
教宗：2020年公開二戰密件
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周一宣布，決定於二○
二○年三月二日公開二次大戰期間、時任教
宗庇護十二世任內的機密文件。他強調，教
廷並不畏懼歷史。部分猶太人指控庇護十二
世在任期間，未有強烈譴責納粹大屠殺。猶
太團體對教廷的決定表歡迎。

3月5日 (星期二)

3月4日 (星期一)

反擊引渡程序 孟晚舟告加國侵人權
加拿大司法部上周五啟動引渡中國科技巨
企華為太子女孟晚舟到美國的程序，孟同日
隨即反擊，提出民事訴訟反告加拿大政府及
執法部門，指控遭到非法禁錮、侵犯憲法權
利。中國官媒周一亦披露加拿大前外交官康
明凱一案取得重要進展，指他涉嫌為境外竊
取及刺探中國情報。消息指，華為計劃入稟
控告美國政府，立法禁止聯邦政府部門使用
華為設備屬於違憲。
多國憂華為壟斷5G 美同業無懼
面對孟晚舟案和美國封殺下，華為持續
陷入風波中心。惟全球最大網絡設備製造
商、美國巨企思科的行政總裁羅賓斯（Chuck
Robbins）則開腔指，外國政府毋須擔心華為
會壟斷5G技術競爭，暗示外界過分憂慮。羅
賓斯周日受訪時表示，現今各地的基建均有
歐洲、中國、美國等地的通訊設備商參與，
認為未來情況亦不會有變，又明言5G技術的
發展「不會只得一家」。
傳華大讓步換達協議 美欲保關稅威脅
美媒引述消息指，只要中國履行加強保護
知識產權、進口更多美國商品等承諾，並調
低對美國農業、化工、汽車產品關稅，美方
或撤銷對中國商品大部分甚至全部關稅。據
報中美領導人將於本月二十七日見面，敲定
貿易協議。
傳健康轉差金正恩無訪京
北韓領袖金正恩在美朝河內峰會擱淺後，
提早結束訪問越南的行程，乘坐專列經中國
返朝。南韓傳媒引述消息指，金正恩因未能
與美國達成協議而情緒低落，健康甚至出現
轉差迹象；專列以最短路線駛回平壤，而非
如外界原先預期，在途中前往北京與中國領
導人會面。
白宮顧問不認失敗 稱峰會保障美
對於第二次「特金會」破局，美國總統特
朗普周日把責任歸咎於民主黨，在峰會期間
舉行國會聽證會召見其前私人律師科恩，形
容做法令人羞恥。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
則否認特朗普「空手而回」代表峰會失敗，
反而保障美國國家利益，但承認北韓仍然生
產核原料。
委國副總統 斥瓜伊多勾結外國
自立為委內瑞拉看守總統的反對派領袖
瓜伊多流亡國外後，連日呼籲支持者上街示
威，據報他準備於日內返國。委國副總統羅
德里格斯在訪問俄羅斯時，直斥瓜伊多試圖
推翻政府。
普京簽令 俄正式退《中導條約》
美俄軍事角力全面升級之際，俄羅斯總統
普京周一簽署法令，正式停止俄方履行《中程
導彈條約》。克里姆林宮表示，這是回應美國
違反條約的義務，而華府暫未回應事件。

美韓軍演縮水 圖消平壤疑慮
第二次美朝峰會擱淺後，朝鮮半島局勢
走向備受關注。正當北韓領袖金正恩乘坐專
列回國之際，美韓為讓北韓消除疑慮，宣布
取消每年春季舉行、被北韓視為預演入侵的
「關鍵決斷」及「鷂鷹」大型聯合軍演，並
改以較小規模及重新設計的軍演取代，而首
場新演習今日起展開。
金正恩最快今日抵京
隨着美朝河內峰會觸礁，北韓領袖金正恩
提早結束訪問越南的行程，乘坐專列回國。
專列昨日經武漢向北行駛，最新消息指金正恩
最早今日訪問北京；韓媒則指由於峰會未有共
識，金正恩或不經北京而直接返朝。專列昨日
早上九時經過長沙，下午兩時則駛過武漢；石
家莊、天津、山海關鐵路附近的所有工地，據
報已被官方要求前日至今日期間停工。
世銀報告促國企改革 北京禁發表
美國《華盛頓郵報》上周五報道，世界銀
行一份早已完成、建議中國國營企業改革的
報告，被中國政府禁止發表。報道指該報告
不少建議，與美國等工業化國家要求中國建
立公平貿易的立場一致，而今次事件亦反映
華府要求北京改變貿易政策有一定難度。
桑德斯斥特朗普種族主義
美國明年將舉行大選，不少政客均表態
參選，挑戰有意連任的總統特朗普。宣布角
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佛蒙特州參議員桑德
斯，上周六在出生地紐約布魯克林舉行首場
競選集會，他形容特朗普是美國近代史上最
危險的總統，號召選民支持他的社會改革
主張。特朗普再次警告左傾帶來社會主義噩
夢，強調美國不能成為社會主義國家。
Fb涉游說多國政客 阻收緊私隱條例
Facebook多次捲入私隱外洩事件，英國
傳媒上周六取得內部文件，揭示該社交網曾
秘密游說多國政客，希望他們反對收緊保護
個人資料私隱的條例，更威脅若拒絕協助就
撤回在當地的投資。Facebook發言人回應表
示，外洩文件只是一面之詞。
瓜伊多將返委國挑戰禁令
自立為委內瑞拉看守總統的瓜伊多，違反
馬杜羅政府的旅遊禁令出國，返國時可能被
捕。他於上周六與厄瓜多爾總統莫雷諾（Lenin
Moreno）會面後，宣布日內返回委內瑞拉，並
呼籲反對派的支持者於周一及周二上街。
王金平籲黨內團結 無意獨立參選
爭取國民黨提名競逐總統大位的台灣前立
法院長王金平，將於本周四宣布參選，惟國
民黨內部有不同意見，有人提出進行第二階
段初選，不排除臨陣易帥事件再次重演，王
金平近日受訪時批評有關做法破壞團結，但
不動搖他參選到底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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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周一休息

8 AVE. NE

5 AVE. NE

36 Street NE

Tel: 403.452.8881

33 Street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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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

大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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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 (星期六)

3月1日 (星期五)

2月28日 (星期四)

加國啟動引渡孟晚舟
加拿大政府去年十二月應美國要求，拘捕
涉嫌違反華府制裁伊朗的中國電訊用品商、
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案件發生至今已三個
月，加國司法部上周五發出授權進行書，批
准啟動引渡孟晚舟至美國的聆訊，並排期周
三在卑詩省最高法院開審。中方批評美加濫
用雙邊引渡條約，又指事件是對中國高科技
企業的政治迫害，要求立即釋放孟晚舟。
特朗普促華撤美農產品徵稅
總值二千億美元的中國貨品加徵至25%的
關稅期限，於上周五屆滿，美國貿易代表辦
公室近日宣布暫緩加徵，直至另行公布。總
統特朗普同日在社交網站表示，已要求中國
立即移除對美國農產品的所有關稅，原因是
雙方的貿易談判進展良好。
金正恩專列返國或訪京
美朝河內峰會沒有成果，美國總統特朗
普早已回國，北韓領袖金正恩昨日提早結束
在越南的訪問，乘坐專列啟程經中國回國，
未知途中會否停留北京與中方領導人見面。
「特金會」破局再有內情曝光，有指金正恩
對簽署宣言充滿信心，因此沒有後備方案，
豈料特朗普不滿朝方拆除核設施的提案而離
場，令他指示官員放話稱感到意興闌珊。
巴國釋印機師 仍續交火14死傷
巴基斯坦上周五釋放被俘的印度空軍機
師，但局勢並沒有好轉，雙方當晚在喀什米
爾交火並造成八死六傷。印巴互相指摘對方
挑釁在先，違反二○○三年停火協議。
再有2閣員請辭 打擊澳執政黨
澳洲將於本年五月大選，惟總理莫里森領導
的政府接連有內閣成員「跳船」。其中國防部
長派恩（Christopher Pyne）和國防工業部長喬
博（Steven Ciobo）分別於上周六早上請辭。
輿論認為，消息對莫里森和執政自由黨帶來重
大打擊。最新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反對黨工黨
上月的支持率為53%，領先自由黨和國家黨執政
陣營的47%，與去年十二月的形勢相同。
彭斯狙擊 諷民主黨社會主義
美國明年舉行大選，白宮大打反對社會主
義的議題，繼續狙擊民主黨。副總統彭斯於
上周五出席國內保守派政治會議的時候，形
容下屆大選是「自由與社會主義」之爭，試
圖將民主黨的政策描繪成與美國民眾脫節。
蔡英文冀與日互換解放軍情報
台灣的蔡英文總統近日頻頻接受外媒訪
問，當中不少言論挑撥起大陸神經，令兩岸
緊張關係升級。日媒《產經新聞》上周六大
篇幅刊登蔡英文專訪，蔡首度表明想與日本
直接對話，互換解放軍情報，並希望將來可
實現美台高峰會談。大陸官媒則引述台灣民
眾評論，斥蔡的言論是「媚日求榮」，一心
把台灣推向戰爭邊緣。

特朗普翻臉武力恐嚇
第二次美朝峰會擱淺令半島局勢再蒙上陰
影，美國總統特朗普抵美時隨即警告若被迫抵
抗，美方將戰鬥並壓倒性地勝出。保持沉默的
北韓領袖金正恩昨日繼續訪問越南，外相李勇
浩及副外相崔善姬罕有於凌晨召開記者會，反
駁美國的說法，否認曾「開大口」要求全面撤
銷制裁。美朝各說各話，朝方認為美浪費千載
難逢的機會，暗示已令金正恩意興闌珊。
金正恩或今乘專列提早半日離越
北韓領袖金正恩繼續留在越南河內，於周五
開展兩天的官方訪問行程，但至下午才出發。
他與越南國家主席阮富仲會面，一同檢閱儀仗
隊。有消息指出，金正恩或會於周六提早半日
乘坐專列離開，回國前或會順道訪問北京。
談判破局 文在寅加緊爭取建永久和平機制
外界關注美朝峰會破局後半島局勢走向，
南韓總統文在寅昨表示，將與美商討重啟兩
韓經濟合作項目可能，又指將與北韓共同建
立全新的和平合作秩序，以實現永久和平機
制。俄羅斯則將於下周一至周三在莫斯科，
與北韓舉行經濟、貿易及技術合作會議。
脫北者團體千里馬民防 成立流亡政府
北韓領袖金正恩兄長金正男遇刺後，金正
男兒子金韓松獲支援脫北者的神秘組織「千
里馬民防」庇護。該組織周五宣布成立北韓
流亡政府，揚言致力廢除「大惡」，矛頭直
指金正恩政權。
美卿訪菲 斥中國在南海造地
蓬佩奧周五轉到菲律賓訪問，與該國外長
洛欽會面後舉行記者會。蓬佩奧就南海問題
強硬表態，批評中國在南海的填海造地和軍
事活動，威脅菲和美國的主權、安全和經濟
福祉，指一旦菲律賓在該海域遇攻擊，美會
提供防衞。他強調，南海的重要經濟海道會
保持開放，中國不會構成威脅。
公投結果 沖繩知事通報安倍
日本沖繩縣日前就美軍普天間基地搬遷問
題公投，結果逾七成人反對。該縣知事玉城
丹尼周五向首相安倍晉三及美國駐日本大使
館通報結果。玉城與安倍會面時稱，直接的
民意十分重要，應當尊重，要求終止搬遷工
程。惟安倍回應稱，搬遷今後將繼續推進，
但會致力減輕居民負擔。
孟晚舟引渡案加國今公布
中國科技巨企華為太子女孟晚舟被指違反
美國禁令與伊朗貿易，在加拿大被扣留至今
近三個月，加國司法部須於當地時間周五決
定是否將她引渡到美國。在此關鍵前夕，美
國政府起訴華為子公司竊取商業機密、電訊
詐騙及妨礙司法公正等廿三項罪名的案件，
於周四進行答辯程序，華為否認全部控罪。
案件明年三月二日正式審訊。

美先撤制裁朝始全棄核 金正恩企硬氣走特朗普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北韓領袖金正恩周四再
續峰會，先單獨會面後擴大會談。惟在一片
樂觀氣氛下，白宮突宣布取消工作午餐，談
判亦告擱淺，《河內宣言》告吹，令外界始
料未及。特朗普高興入場，氣沖沖離場，其
後獨自召開記者會，透露破裂關鍵是金正恩
企硬，要求先撤銷所有經濟制裁，才完全棄
核，但美方不能答應，於是提早結束峰會，
未能簽訂任何協議。
巴國封空域數千航班改道
印度與巴基斯坦在喀什米爾爆發空戰，令
南亞局勢急劇升溫。巴國事後關閉空域，至
今仍未重開，多達數千班航班受影響。四川
航空公司周三一班由成都飛往杜拜的客機在
空中盤旋六小時後被迫折返，泰國航空翌日
宣布取消數十班前往歐洲的航班，多達五千
名旅客滯留在曼谷的蘇凡納布米國際機場。
有指印度已向查謨與喀什米爾邦增派米格-29
及蘇-30戰機加強防衞，巴國士兵亦向印度方
向開火，令局勢進一步緊張。
瓜伊多訪巴西晤總統 商議委內瑞拉危機
委內瑞拉亂局持續至今，仍未有平息迹象。
自立為看守總統的瓜伊多據報周四到訪巴西，
與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以
及多位官員會面，預料會談及委內瑞拉危機。
搜彈藥 拘雙重國籍漢 荷蘭粉碎恐襲陰謀
恐怖襲擊陰霾籠罩歐洲，荷蘭日前宣布維
持第四級恐襲威脅級別後，情報人員於周三
通報瓦解一宗恐襲陰謀，在接壤德國邊境地
區逮捕一名擁有荷蘭和阿爾及利亞雙重國籍
的男子，並檢獲槍械及彈藥。
白宮確認對華暫緩加關稅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周三發聲明，表示
將會按總統特朗普的指示，於本周刊登聯邦
公報，暫緩提高總值二千億美元中國貨品的
關稅稅率。美方強調中國必須推行結構性改
革，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稱，美國的要求需
五至十年才可做得到。
德擬有條件式引進華為5G
德國傳媒報道，總理默克爾希望與中國達成
互不作間諜行動的協議，作為交換，德國會容
許華為進入當地5G建設市場。美國企業研究所
專家巴菲爾德指，德國一方面擔憂華為破壞安
全，但又不想破壞與中國關係或禁用華為。
兩國關係緊張之際 華關閉駐土總領館
中國和土耳其近期因新疆問題而關係緊
張，中國駐土耳其大使館周二公布，中國決
定自周四起暫時關閉駐土耳其伊茲密爾總領
館。通告指，該決定完全是中方出於工作整
合考慮，中方近期已向土耳其政府通報此項
決定，土方表示理解。

金正恩答允特朗普「會盡力達成最好結果」
第二次美朝峰會在越南河內展開，兩位主角
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北韓領袖金正恩周二先後抵
達河內。特朗普周三在與金正恩會面前先談生
意，與越南國家主席阮富仲見證兩國商界代表
簽署千億港元經貿合作。特金兩人傍晚於索菲
特傳奇大都市酒店單獨會面，握手九秒，期間
金正恩表現拘謹。兩人互派高帽，金正恩表示
希望能盡力達成人人歡迎的最好成果。
美欲拉攏平壤跟從越南模式
第二次美朝首腦峰會在兩國盟友、越南的
首都河內舉行，具象徵意義。北韓及越南均
曾與美國兵戎相見，而後者其後則與美國建
交，經濟發展蓬勃。分析認為，華府有意拉
攏北韓跟隨越南改革開放的腳步，惟平壤在
擁核與市場經濟兩者之間，意向仍然難料。
河內洗太平地 禁民運者外出
越南為主辦美朝峰會，做了不少準備工夫。
有美媒指，平常擠滿小販的河內街道，警方事
前都要求商販在峰會期間要保持街道清潔，
如今沒有密密麻麻的膠櫈和電單車，似是不想
外界看見上述情景。十多名越南民運人士則聲
稱，警方在峰會期間加強監控他們，派員到寓
所監視，他們於三月一日前都不准外出。
美眾院動議續駐軍南韓
美國眾議院十九名民主黨議員周二動議
要求正式終結韓戰，但容許美軍繼續駐守南
韓。消息指，五角大樓關注撤走駐韓美軍問
題，除非特朗普下令取消，否則美韓將如期
舉行春季的年度軍演。五角大樓發言人警
告，美軍維持高度準備，全力支持為朝鮮半
島帶來和平、繁榮和穩定的外交努力。
印巴空戰互擊落戰機
在東亞局勢因美朝峰會而有所緩和之際，南
亞火藥庫卻出現新一輪緊張形勢，印巴首次互
相空襲及擊落戰機。巴基斯坦周三宣稱擊落兩
架侵犯領空的印度戰機，並俘虜一名機師，但
印度承認只損失一架戰機，並聲稱擊落一架巴
軍戰機。巴基斯坦事後關閉空域，禁止民航機
升降，多班國際航班需折返或繞道。
日企封殺華為 阿聯酋選用
流動通訊世界大會於周一至周四在西班牙
巴塞隆拿舉行。日本電訊公司NTT社長澤田純
周二在會上稱，發展5G通訊技術時，不會用
中國科技巨企華為產品。而美國中東主要盟
友阿聯酋，在同一場合宣布將部署由華為開
發的5G網絡。
王金平下周四發表參選總統宣言
已表明會爭取國民黨提名競逐二○二○
年台灣的總統選舉的前台灣立法院院長王金
平，確定將於下周四上午在台北國際會議中
心舉行記者會，正式對外發表參選宣言。

一周國際新聞

3月3日 (星期日)

二零一九年

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六日

全 新

特惠午市點心

超
正

寳(4隻)
元
金
巢
蜂

(3隻)
上素粉果

每
款

$3

95

(3個)
貴妃薯蓉包

包(3個)

海鮮雞

**祗限堂食，每款特惠點心，需連同一款正價點心同時享用**

游水大肉蟹

特價美食
全日供應

(自選食法)

$24

95 隻

游水龍蝦(麵底)
(自選食法)

95 隻 以上兩款特價海鮮

每款必須連同兩款正價小菜同時享用

金元寳併海蜇牛腱
需連同一款正價小菜同時享用

$11

95

以上特價美食祗限堂食，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優惠期有限，每日售完即止。

自助任食火鍋

$28

必
食

全天候供應
每日下午5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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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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義工報稅計劃是否可以
替留學生和海外引進僱員(外勞)報稅
報稅季節就快開始了，本會今年繼續參與稅局的社區義工報稅計劃，為
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費報稅服務。

非居民 (Non Resident)、準非居民 (Deemed Non-Resident) 和準居民
(Deemed Resident) 必須用非居民及準居民報稅表格5013-R (Income Tax and

去年開始稅局批准社區義工報稅計劃電子報稅使用自動填報收入資料功
能，客戶可現場授權已在稅局登記成為代理人的義工從稅局下載個人的收入
資料以提高報稅效率及減少出錯機會，該項授權在當日午夜後即自動撤消。
由於實踐證明成效甚佳，今年本會已有多位報稅義工獲得稅局批准提供此項
服務，敬請各位客戶留意。

Benefit Return for Non-Residents and Deemed Residents of Canada) 。注意非

由於歷年均有不少沒有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的低收入留學生和外勞要求社
區義工報稅計劃代為報稅，經諮詢稅局後，本會確定社區義工報稅計劃祗能為具
備實際居民 (Factual Resident) 身份及採用T1 General 報稅表格的人士提供服務。

(Employment Income)，他們可以用該省份的T1 General 報稅表格報稅。

那麼留學生和外勞是否具備實際居民身份呢？那就要看個別情況而定。
按稅局規定，實際居民必須和加拿大維持顯著的居留聯繫(Significant
Residential Ties with Canada)，主要是：
•家居在加拿大 ( a home in Canada)

居民和準非居民從屬於同一套稅務規則，故此表格對兩者均適用。
不過社區義工報稅計劃不能填報非居民及準居民報稅表格5013-R。
但是如果非居民、準非居民和準居民在加拿大任何省份有受僱收入

但即使是用同一套報稅表格報稅，實際居民和準居民與非居民和準非居
民的報稅要求是有分別的。
•實際居民和準居民要申報當年全球收入[must report world income
(income from all sourc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Canada) for the entire tax year]。
•非居民和準非居民祇須申報源自加拿大的收入。[income you receive
from sources in Canada]
留學生和外勞如果不能肯定自己的稅務居民身份，可以填寫稅局「入境

•配偶或同居伴侶在加拿大

居民身份審定表格」NR74 [Determination of Residency Status (Entering

•子女在加拿大
此外還有其他因素有助於確立實際居民身份，例如：

Canada)]請求稅局裁決。
總而言之，本會社區義工報稅計劃祗能為經稅局確認為實際居民，同意

•有個人財物如傢具、汽車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有社交聯繫，如有加拿大康樂或宗教團體的會籍。
•在加拿大有經濟聯繫，如有加拿大銀行戶口或信用卡。
•持有加拿大駕駛執照。

申報全球收入而並符合稅局規定 – 個人收入不超過$35,000，二人家庭收入不
超過 $45,000，無收租及自僱收入-及使用T1 General 報稅表格的留學生和外
勞提供服務，希望大家理解。

•持有加拿大護照。

耆英會2019年度免費社區義工報稅時段為:

•持有加拿大任何省份的醫療保險卡。

2019年3月2日至4月30日（逢星期二、三、四、六）

實際居民必須用T1 General 報稅表格填報個人入息稅。
另一方面，祇要符合以下情況，這些人亦可能被稅局界定為非居民(Non
Resident)、準非居民 (Deemed Non-Resident) 或準居民 (Deemed Resident)。
•如果你並未與加拿大建立顯著的居留聯繫而且在加拿大居住未
滿183日，你將被視為非居民 (Non Resident)。
•即使你已和加拿大建立了顯著的居留聯繫，但你同時是一個和
加拿大簽有稅務協議國家或地區的實際居民，你可能被稅局視為準非
居民 (Deemed Non-Resident)。中國、香港、台灣及菲律賓都和加拿
大簽有稅務協議。
•如果你並未與加拿大建立顯著的居留聯繫而已在加拿大居住超過
183日，你可能被視為準居民 (Deemed Resident)。

華埠商業促進區

Chinatown
District

BIA

208, 328 Centre Street SE Calgary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4時

地址：耆英會地下室

以下人士符合本會免費報稅服務的資格:
•個人全年總收入不超過於三萬五千元
•二人家庭全年總收入不超過四萬五千元
•三人家庭或以上每名家庭成員加二千五百元
•銀行利息及投資收入(T3、T5)不超過一千元
如需免費報稅服務，請即致電耆英會(403)269-6122預約登記，如有疑問
，請與本會社區參與部李姑娘聯絡，電話403-269-6122 内線224。

卡城華埠商業促進 區
最新資訊

據卡城華埠商業促進區執行董事黃健磊 (Terry Wong) 向本報

城多元化的優勢

稱，卡城市議會的優先事項 (City Concil’s Priorities) 及財政委員

·通過認可卡城非營利性文化部門和營利性創意產業的經濟和創造潛

會 (Finance Committee)已批核了行政局建議的50萬元文化計劃

力，發展卡城的文化產業和創意產業

及倡議地區計劃的資金，並建議通過市議會創新基金 (Council

·通過增加社區發展文化豐富的公共領域的機會，激活具有文化活力

Innovation Fund) 資助部分計劃(25萬元)。自2016年起，市議會

的社區和地區

對此計劃已經花費了40萬元，作出很多方面的討論，尤其是以10

·通過實現該地區支持蓬勃發展的文化，旅遊和創意產業部門的潛

萬元外聘顧問（Engagement Consultant), Evan Woolley 議員對

力，加強中心城市作為城市的文化中心

此提出極不滿的聲音。他認為，自2016年以來已經花去足夠金錢

·通過包含自然，文化，有形和無形資源的遺產願景，保護和慶祝卡

去收集各類資料，市政府應該已經得到足夠的信息。市議員

城的建築，自然和土著遺產

Farkas支持此計劃，但希望將聘請顧問費用降至5萬元。

此計劃其他策略性的優先事項包括：

聘請一名顧問(Engagement Consultant) 是由華埠商業促進區執

·建立民族文化社區，土著社區和卡城藝術和文化組織之間的聯繫

行董事黃健磊提議的。他認為，這是首次完成的文化計劃，並且

·發展和推廣卡城作為音樂，電影和數字城市。

是與華埠商業發展計劃相連，華埠社區需要更瞭解此計劃及與華

·加強卡城的創意產業

埠商業作出更好的溝通。其次，外聘顧問是與華埠作為合作夥

·增加社區文化表達空間的造訪性

伴，而不僅僅是選民成員，而是在區内的居民與業主。

·保護和激活卡城的建築和自然遺產資源

市議員朱文祥亦公開指出這一點的重要性，在幕後游說有極
大幫助。
黃健磊續稱，此文化計劃及華埠區内發展計劃對華埠發展有莫
大幫助：
·通過發展創意產業增加就業
·增加文化旅遊
·促進我們社區的文化活動
此發展計劃需具備以下五個策略重點：
·通過欣賞，吸引和聯繫卡城多元文化社區，最大限度地發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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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尿失禁

(Urinary Incontinence in Women)
是由於膀胱受刺激、情緒緊張或帕金森病或中
風等腦部疾病引起的。在許多情況下，醫生並
不清楚原因。

主題概述 (Topic Overview)
什麼是尿失禁？
(What is urinary incontinence?)

有哪些症狀？(What are the symptoms?)

尿失禁是指尿液意外流出。當您咳嗽、大笑
、打噴嚏或慢跑時都可能發生這種情況。或者是
您可能突然需要去洗手間，但無法馬上找到洗手
間時也可能會發生這種情況。膀胱控制的問題十
分普遍，而在年長人群中尤為突出。這種現象通
常不會引起重大的健康問題，但會令人尷尬。
尿失禁是由尿道感染、藥物或便秘引起的
短期問題。如果處理好這些問題，尿失禁的情
況也會好轉。但是本次話題主要關注的是持續
尿失禁問題。
尿失禁主要有兩類。一些女性，尤其是年
長女性，患有兩類尿失禁症狀。
•壓力性尿失禁，當您打噴嚏、咳嗽、大笑、
慢跑或做其他對膀胱施加壓力的事情時會發生壓
力性尿失禁。這是女性最常見的膀胱控制問題。
•急迫性尿失禁，當您迫切需要排尿但無法馬
上到廁所時會發生急迫性尿失禁。即使膀胱只積
存少量尿液，也會發生這種情況。一些女性在意
外漏尿之前可能沒有任何預兆。而其他女性在喝
水或聽到或觸碰到自來水時也可能會漏尿。膀胱
過度活動症是一種急迫性尿失禁。但是，並非每
個患有膀胱過度活動症的人都會漏尿。

•如果您患有壓力性尿失禁，當您咳嗽、打
噴嚏、大笑、運動或做類似的事情時，可能會
有少量到中等量漏尿。
•如果您患有急迫性尿失禁，可能會突然有
小便慾望，並且經常需要小便。如果您患有這
類膀胱控制問題，可能會大量漏尿，尿液會浸
透衣服或順腿流下。
•如果您患有混合性尿失禁，則可能會出現
以上兩種症狀。

(How is urinary incontinence diagnosed?)
您的醫生會詢問您喝了什麼，喝了多少。
此外，醫生也會詢問您排尿及漏尿的頻率和量
。在您看醫生之前，採用膀胱日記記錄這些事
情3或4天可能有幫助。
您的醫生會對您進行檢查，並且可能做一
些簡單的檢驗，找到膀胱控制問題的原因。如
果您的醫生認為這種情況可能是由多個問題引
起的，那麼您可能會接受更多檢驗。

每個人的治療方法各不相同。具體取決於
尿失禁類型以及它對您生活的影響程度。醫生
了解到導致尿失禁的原因後，會為您制定治療
方法，包括運動、膀胱訓練、藥物、子宮托或
這些方法的組合。 一些女性可能需要手術。

•下尿道肌肉鬆弛。
•尿道或控制排尿的神經出現問題或損傷。
壓力性尿失禁是可能由分娩、體重增加或
其他拉伸盆底肌肉的情況引起。當這些肌肉無法
正常支撐膀胱時，膀胱會下垂並推擠陰道，從而
無法收緊用於關閉尿道的肌肉。因此，當您咳嗽
、打噴嚏、大笑、運動或做其他活動時，可能會
因膀胱受到額外壓力而漏尿。
急迫性尿失禁是由於膀胱過度活躍的肌肉
，將尿液推迫出膀胱而引起的。這種情況可能

•保持健康的體重。
•嘗試簡單的盆底練習，如凱格爾(Kegel)運
動。
•每天在多個規定時間去洗手間，穿著可以
輕鬆脫下的衣服。通往洗手間的路應當盡可能
暢通快捷。
•採用膀胱日記記錄症狀和所有漏尿情況。
這有助於您和您的醫生為您找到最佳治療方法。
•如果您患有尿失禁的症狀，請不要感到尷
尬，告訴您的醫生即可。大多數人都可以得到
幫助或治愈。

如何診斷尿失禁？

如何治療？(How is it treated?)

膀胱控制問題可能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不要抽煙。如果您需要得到戒煙的幫助，
請與您的醫生討論戒煙計劃和藥物。這些做法
可以增大您戒煙的機率。

主要症狀是尿液意外流出。

什麼原因會導致尿失禁？
(What causes urinary incontinence?)

•多吃富含纖維的食物，有助於避免便秘。

此外，還有一些方法您可以在家裡完成。
在許多情況下，這些生活方式的改變足以控制
尿失禁。
•減少咖啡因飲料，如咖啡和茶。同時，減
少像蘇打汽水這類碳酸飲料。並且每天飲酒不
要超過一杯。

如何可以預防尿失禁？
(How can you prevent urinary incontinence?)
通過凱格爾(Kegel)運動增強骨盆肌肉可以
降低尿失禁的風險。
如果您抽煙，請嘗試戒煙。戒煙可能會減
少咳嗽，從而有助於緩解尿失禁。

如需獲取全天候護士建議和一般健康信息
，請致電 Health Link ： 811
如果您需要電話傳譯，只需說出您需要的
語言即可獲得。

生效日期：2018 年 5 月 15 日
來源：www. myhealth.alberta.ca
經 Healthwise Inc. © 允許翻譯。本資料僅
供參考，並非旨在代替您從醫療服務提供者或
其他醫療保健專業人士處獲得的護理建議。請
務必諮詢保健專業人士進行醫療診斷和治療。

展鵬地產
地址: Suite 516, 922 - 5th Avenue SW Calgary, AB T2P 5R4 (免費室內停車場)

電話:

587-955-9988

電郵:

admin@wexcel.ca

住宅／商業物業及土地買賣，餐館／商舖／辦公室／貨倉出租
酒店／汽車旅館買賣，代客管理住宅物業及出租，專長Inner City土地投資買賣

Jack Liu 廖 展 鵬
Broker
403-606-9899

Alex Liu 廖 展 豪
Property Manager
403-890-6383

市中心北 Crescent Heights

埠仔 Linden

中央街 Tuxedo Park

東南 Forest Heights

全新三層豪華孖屋2427呎+土庫全部完成

新 移 民 絕 佳 投 資 機 會 。 1100呎

11,000呎黃金地段出售，投資回報豐厚。

孖屋2 Storey 1018呎3睡房，鄰
近動物園、公園、公車站、
C-Train站 、 商 場 包 括 大 統 華 、
Wal-Mart、Home Depot。開車
10分鐘到達市中心。

，2主人套房，三樓全層主人套房陽臺俯
瞰市中心。全屋大量落地玻璃窗，9呎樓
底，睡房舖發熱地板，廚房連不鏽鋼家電
及石英檯面。可步行至公園、學校、商場
、公車站、 唐 人 街 及 市 中 心。

中餐館物業出售。土庫裝修3

可作商業，住宅或多戶型單位開發，樓底
最高可建至26米，可建面積將近4萬呎。

睡 房 1全廁 ， 另 加 三 間 汽 車 旅

地理位置極佳，可步行至學校、公園、公

館套房及10個停車位。

的升值空間。

車站。未來綠線輕軌的開通還會帶來更大

7677 - 112 Avenue NW, Calgary, AB T3R 1R8
Tel : 403.296.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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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周報 | 談加論政
張子豐

SNC-蘭萬靈事件
與加國的經濟困局
困擾聯邦自由黨政府的SNC-蘭萬靈（SNC-Lavalin，以下簡稱SL公司）醜聞正在急速發酵。前
司法部部長王州迪（Jody Wilson-Raybould）的一
通證詞，前前後後指向杜魯多政府十幾名高官。一
時間，原本波瀾不驚的加國聯邦政壇，大有山雨欲
來之勢。素來和杜魯多不敵對的中文網域，也不出
意料地一陣歡騰，大家奔走相告：這個討厭的小土
豆，終於要滾蛋了，耶！
的確，杜魯多聯邦政府正在經歷著大麻煩。先是杜
魯多的私人幕僚兼多年好友、被王州迪指認的巴施
（Gerald Butts）請辭，雖然回避了事態，但是也
隱性坐實了指控：心不虛，為何要跑路？然後是國
庫委員會主席（President of Treasury Board）
費爾普（Jane Philpott）於3月4日宣布辭職，這
個動作被媒體形容為一場“針對杜魯多的叛亂”。
與此同時，也不斷有報道聲稱，“民意調查”顯
示，聯邦自由黨以及小杜魯多的支持率，在全國以
及魁北克省範圍內都在下跌。雖然事件還在發酵，
此類“民意調查”的準確度也向來成問題，但是應
該說，如果自由黨最終為此失去5到10個百分點的
支持率，也算不上奇怪。
然而，話雖如此，這件事給筆者的印像，與其說是
徹徹底底的憤慨，不如說是“別扭”——支持杜魯
多團隊自然談不上，但是個中的一些因素，不但沒
能讓筆者惱火，反而覺得有點感慨、同情。這個因
素簡單來說，就是一個關鍵詞：就業。
王州迪的證詞中反覆提到，小杜魯多及其團隊全力
要為SL公司開脫，一大關鍵動機正是為了保住這家
總部設於滿地可的建築巨頭，為加拿大人提供的上
千就業機會。要知道，如果SL進入司法程序，一旦
被定罪，就會受到為期十年禁止接手聯邦政府項目
的處罰。加國的建設項目本就少，這其中政府資助
的項目所佔的比重與地位，相信大家都能體會。
因此，有傳聞所說的SL公司如果真輸了官司，會

中國武漢大學社會學學士
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社會學碩士
現於卡城任職教師
為省議員競選團隊核心志願者
emai: zifengz1992@gmail.com
Oriental-CZ.blogspot.com

選擇離開魁北克、離開加拿大，只怕也不是空
穴來風。
數據顯示，SNC-蘭萬靈在加國提供的就業崗位約
有9,000個，其中大約有3,400個左右在魁北克
省。這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在最近的熱點新聞
中，我們有一個現成的數據，可以作為對比：通
用汽車在安大略省奧沙華（Oshawa）將要關停的
工廠，雇員數量大約是2,500人。通用關廠帶來的
失業問題，此前已經轟動了安省。橫向比較起
來，如果SL公司有甚麼裁員動作，於魁省、於加
國，造成的社會影響規模很可能會更大。
由此一對比，杜魯多想力保SL公司的現實意義，
就顯現出來了。雖說，從王州迪的證詞看，杜魯
多的動機也不那麼單純，他很大程度上是盯著今
年聯邦大選當中，魁省的八百萬張選票。但是我
們也不得不承認，如果魁省居民的飯碗遇上了大
麻煩，自由黨聯邦政府表現得再高風亮節，也未
必能拉到魁省的票。生活在此時的亞省的我們，
應該最能體會，糟糕的經濟狀況，會帶來多少壓
力與焦慮，而又有多少人在這種環境下，會有心
思欣賞一個政府的“正直”。現任的新民主黨亞
省政府，實際上一直在積極地尋求為能源產業解
困的方法；但有多少人願意因為這些努力，重新
看待諾特利政府，大家也有目共睹。說到底，最
有效的拉票方式，是和選民的基本利益站到一
起。杜魯多的團隊雖然做的不太光彩，但是他們
對於自己動機的表述（從王州迪的嘴裡轉述出來
的），卻暗合這一基本定律。也正是因此，筆者
心裡很難徹底厭惡起來，總存有幾分同情感。
無獨有偶，故事的另一面——SNC-蘭萬靈公司，
似乎也沒有那麼十惡不赦。SL公司游說政府的事
跡，犯了金錢與政治掛鉤的大忌，自然是自毀公
眾形像，筆者也不想為它開脫。然而此前SL公司
的行為，也就是它吃官司的原因，是賄賂前利比

亞獨裁領導人卡扎菲的家族。這一做法從某種意
義上來說，不但有情可原，而且可以說是必須，
畢竟在當時的利比亞，不討好權貴的工程公司，
幾乎拿不到項目。雖然總體上來說，對SL的賄賂
行為，可能存在檢討、追責的必要，特別是在方
式、地點（卡扎菲之子被請來加國吃喝玩樂，這
可能是SL在加國受指控的依據之一）、金額等方
面；但若是為此，給SL公司套上一個前面所說的
十年期懲罰，讓其業務績效大為折損，甚至最終
被迫撤離加國，想下來似乎也有點得不償失。
筆者認為，SNC-蘭萬靈事件，實際上凸顯了加拿
大面臨的一大困境：有實力的跨國企業數量不
多，而且經營狀況不佳。從宏觀層面上來看，加
國經濟在當前巨頭玩家主導的全球市場，容易受
到衝擊；而從微觀層面上來看，則是就業市場容
易受影響，個人就業狀況存在不穩定性。SL公司
作為為數不多的本土跨國企業，正是在這種大背
景下，被放到了一個打不得吹不得的位置上，讓
聯邦政府保也不是（有違政治原則），不保也不
是（就業怎麼辦，經濟怎麼抓？）。這種困局經
過一連串的事件發酵，造就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哭笑不得的場景。
目前，“SL門”正在激起聯邦自由黨的內部風
暴。杜魯多的領導地位正在受到衝擊，他能不能
穩住自己的位置，全看他自己的手腕。而在這場
風暴之外，筆者希望看到的，是來自加國社會的
更多思考：加國的經濟環境，能否有所改善，讓
我們不至於再被迫把這類有爭議的大企業供起
來？因為顯而易見，如果類似SNC-蘭萬靈的大公
司在加拿大更多一些、更容易出現，加國人民以
及聯邦政府本不必如此進退兩難。

本專欄内容僅屬作者個人意見，與本報立場無關

歡迎登入 Oriental-CZ.blogspot.com 或 電郵至 zifengz1992@gmail.com，與專欄作家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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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分類
廣告熱線：

AC T I V E AU TO B O DY
永久車身修理公司

403.617.2100

danny@trend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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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 403-277-1710

207 - 36 Ave. NE Calgary AB

Cell: 403-617-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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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rientalweekly.net

未能如願取到《東方報》?
你可上網 http://orientalweekly.net

周
報

www.orientalweekl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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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方便廣告客戶
現歡迎以信用咭付款

SERENITY

百福石業有限公司

Memorials Canada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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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省政府加大對
高科技項目的支持
亞省創新局 (Alberta Innovates)將推出一項技術加速器計劃，幫助高科技行業企
業家將創意轉化為可投放市場的產品及應用。該計劃將提供基礎設施和指導，
將創業公司與工具、資源、種子資金和專業技能人才庫聯系起來，以發展業務
和創造就業新機會，同時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潛在客戶和投資者建立聯繫。
「亞伯達擁有一些世界上最優秀的高科技人才，我們希望為這些人才在本地取
得成功創造更多機會。這種支持（計劃）為他們提供工具，使我們的經濟成長
和更趨多樣化，同時也為現在和未來創造了就業新機會。」
- 亞省經濟發展和貿易部長 畢德龍Deron Bilous
亞省政府最近投資1億元 ($100 million) 用於擴大本省人工智能的研發能力 - 其中
包括為亞省創新局提供3100萬元($31 million)和為亞省機器智能研究所(AMII)提供
2700萬元 ($27 million)。
亞省創新局獲得3100萬元撥款，專門用於技術加速器和其他三項措施 – 包括應用
研發、行業解決方案以及為亞省建立更強大的全球市場份額。
據估計，1億元總投資將直接支持5600個高薪職位，並為亞省企業及其附屬初創
公司帶來約15億元($1.5 billion)的總價值 。

亞省主要高速公路
將新增更多休息站

亞省經濟發展和貿易部長 - 畢德龍 (Deron Bilous) 宣布建設亞省科技未來的下一步措施

此外，政府投資人工智能項目還會吸引其他主要高科技業界的領袖加入
進來，這意味著對亞省私營部門的新投資將增加數百萬元，並為亞省人
提供數百個就業新機會。
「亞省一直以來都沒有世界級的加速器計劃，但世界上一些最具創新的
城市裡卻可以找到。我很高興聽到世界級的加速器計劃將來到亞省，幫
助創造新的就業崗位，把畢業生留在這裡，讓我們能夠培養出優秀和多
元化的人才，並帶來更多的投資資本。」
- Rising Tide風險投資合夥人Ashif Mawji
亞省的研究人員目前在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領域排名世界第三。
資料提供︰

Government

新增的三個高速公路休息站將為駕駛者提供更多停車位置，
用於休息和檢查車輛。亞省政府將在卡加利和愛民頓之間的
QEII高速公路上建造一個新的安全休息站，並在愛民頓以西
的Yellowhead高速公路上再建兩個安全休息站。在繁忙的交
通走廊上提供休息站是亞省政府促進交通安全整體方案的一
部分。
「確保高速公路安全是我們政府的首要任務。建造休息站可
以讓運貨司機及時休息，從而避免疲勞駕駛。對我們所有人
來說，休息站都是個可以停下車來伸展雙腿的好地方。」
- 交通部長 Brian Mason
安全休息站將設置於以下地點：
．QEII 高速公路南行線上：位於Lacombe以北的Wolf Creek
．43號公路以西Yellowhead高速路西行線上
．43號公路以西Yellowhead高速路東行線上
亞省政府還支持在Bowden附近開發一個新的私營部門休息站

交通部長Mason在亞省機動車運輸協會AMTA培訓設施開幕式上宣布新增休息站的消息

資料提供︰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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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市北
頂級豪華汽車
購買體驗
因為閣下與家人都值得擁有
一個安全保護的冬天！

請親臨

LEXUS

LEXUS

LEXUS

IS

RX

1.9

39個月分期

每兩星期租賃供款由

$258

*

首期$7,930*

$2,000

^

PAYMENT INCLUDES $2000^ DELIVERY CREDIT

起

F SPORT Series 2 shown

2019 IS 300 AWD

取車優惠獎賞高達

0.9%

F SPORT Series 1 shown

2019 RX 350 AWD
%*

貸款利率由

NX

F SPORT Series 2 shown

租賃利率

卡城西北區
凌志汽車代理商

租賃利率

0.9

%*

39個月分期

每兩星期租賃供款由

$208

*

首期$6,720*

取車優惠獎賞高達

$1,000

^

PAYMENT INCLUDES $1000^ DELIVERY CREDIT

lexusofroyaloak.com | 403.296.9600

2019 NX 300 AWD
租賃利率

0.9

%*

39個月分期

每兩星期租賃供款由

$188

*

首期$6,722*

取車優惠獎賞高達

$2,500^

PAYMENT INCLUDES $2500^ DELIVERY CREDIT

優惠至4月1日止，請親臨本車行查詢詳情。

我們的售價與服務，定能令您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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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wart Lum
Sales Consultant

Sales Consultant

Sales Consultant

Financial Services Manager

精通國、粵、英語
手提︰403-397-8978

精通粵、英語
手提︰403-375-2331

精通國語、英語
手提︰403-926-9938

精通國語、英語
手提︰403-966-1173

精通國、粵、英語
手提︰403-656-9683

Sales Manager

Zihao Li

Ricky Li

Candice He

Tel : 403.296.9600

^Delivery Credits are available on retail purchase/lease of select new 2019 Lexus vehicles from a Canadian Lexus Dealer and will be applied after taxes have been charged on the full amount of the negotiated price. Vehicle must be
purchased/leased, registered and delivered by April 1st, 2019. *Lease offers provided through Lexus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Representative lease example based on a 2019 RX 350 sfx ‘A’ on a 39 month term at an annual rate of
1.9% and Complete Lexus Price of $59,626. Bi-weekly lease payment is $258 with $7,930 down payment or equivalent trade in, $0 security deposit and first bi-weekly lease payment due at lease inception. Total of 84 bi-weekly lease payments
required during the lease term.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29,770. *Representative lease example based on a 2019 IS 300 AWD sfx ‘A’ on a 39 month term at an annual rate of 0.9% and Complete Lexus Price of $47,826. Bi-weekly lease payment
is $208 with $6,720 down payment or equivalent trade in, $0 security deposit and first bi-weekly lease payment due at lease inception. Total of 84 bi-weekly lease payments required during the lease term.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24,336. *Representative lease example based on a 2019 NX 300 sfx ‘T’ on a 39 month term at an annual rate of 0.9% and Complete Lexus Price of $48,426. Bi-weekly lease payment is $188 with $6,772 down payment or equivalent trade in, $0 security deposit and
first bi-weekly lease payment due at lease inception. Total of 84 bi-weekly lease payments required during the lease term.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22,658. 52,000 kilometre allowance; charge of $0.20/km for excess kilometresComplete Lexus
Price include freight and PDI ($2,075), Dealer fees ($1,809), block heater ($264), air conditioning charge ($100), tire charge ($20), AMVIC fee ($6.30) and Filters (up to $1.90). Licens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if applicable), and taxes are extra.
Lexus Dealers are free to set their own prices. Limited time offers only apply to retail customers at participating Lexus Dealers. Dealer order/trade may be required (but may not be available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Offers are subject to change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notice. Offers are subject to change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notice. Offers are effective beginning March 1st and expire on April 1st unless extended or revised. See your Lexus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1.888.479.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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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8 - 24th Ave., Calgary, NE
WWW.STAMPEDETOYOT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