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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二時開始 免費角子機大賽
可贏取現金獎及特色禮品！

耆英會員

感謝日
於Zen 8 Grill內

每位$10包自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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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也要把塑料垃圾送回加拿大
據CTV報導，在菲律賓之後，馬來西亞成為要求加拿
大把其出口的垃圾運回加拿大的第二個亞洲國家。
星期二，馬來西亞政府官員打開一個從加拿大運來
的海運貨櫃後發現裡面全是印有加拿大主要超市連
鎖店商標的塑料袋和加拿大知名食品加工公司的塑
料包裝，比如Loblaws, No Frills, Walmart，
Costco，Dempster’s 和 Schneiders。
在發現這些這些來自加拿大的貨櫃裝的不是常規回
收塑料材料、而是既肮髒、又無法用常規辦法回收
處理的塑料垃圾後，馬來西亞環境部長Yeo Bin Yee
告訴加拿大廣播公司電視新聞攝制組說，加拿大應
該把這些垃圾運回去，這是不負責任的出口塑料垃
圾、而且是臭不可聞的家庭垃圾，加拿大人也應該
為此感到氣憤，並要求自己的政府採取有效措施監
控垃圾回收項目。
在馬來西亞之前，菲律賓也為來自加拿大的上百個
貨櫃垃圾與加拿大政府打了幾年的官司，甚至召回
駐加拿大大使以示抗議、並說要把這些垃圾貨櫃裝
上輪船送還給加拿大。現在，加拿大政府終於承諾
要把這些塑料垃圾運回加拿大，第一批六十多個塑
料垃圾貨櫃定在5月底起運。
目前還不清楚這些塑料垃圾是否來自加拿大城市的
廢品回收項目，也不知道是哪個公司把這些垃圾海
運出口到馬來西亞的。
即便這些塑料垃圾來自加拿大城市的廢品回收項

目，估計加拿大城市居民在把這些塑料垃圾放到
藍色回收箱時不會想到這些回收利用的塑料包裝
材料會被運到橫跨太平洋的亞洲國家，更不會想
到這些塑料垃圾還會被運回加拿大，而且加拿大
還會為此背上罵名。
當馬來西亞政府官員打開來自加拿大、美國、中

菲律賓環保人士示威要加拿大運回其塑料垃圾

國、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的貨櫃進行檢驗時，有一
百多名馬來西亞和不少國家的記者在場。
馬來西亞有50個有政府頒發許可證的塑料垃圾回
收處理公司，這些公司有權從加拿大等西方國家
進口塑料垃圾進行回收處理。但有專家估計馬來
西亞還有幾百個沒有許可證、或者是在有許可證
的公司保護傘下經營的小公司、作坊在進行塑料
垃圾處理工作，這些公司絕大部分不受環保法規

的約束。
據馬來西亞政府的估計，那些地下經營的塑料垃
圾處理公司所謂的回收處理辦法不過是把這些塑
料垃圾傾倒到江河裡、埋在土裡、或是燒掉；結
果是造成嚴重的水源、空氣和土壤污染。
過去多年來中國是西方國家塑料垃圾和工業垃圾
的處理國，幾乎是來者不拒。但在越來越惡化的
水源、空氣和土壤污染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從
2017年開始禁止塑料垃圾進口中國。
這讓加拿大這樣的西方國家一時塑料垃圾堆積如
山。看到商業機會的中國一些塑料垃圾處理企業
開始把生意轉到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這樣的
亞洲國家，與當地的垃圾處理公司一道在這些亞
洲國家大量接收來外國的塑料垃圾。
塑料包裝材料回收處理是一年幾十億美元的行
業，但只有一些高價值的塑料包裝材料才有回收
利用的價值，而回收利用這些塑料垃圾的處理能
力主要集中在美國。
統計數字顯示，加拿大人產生的塑料垃圾中只有
11%被回收，這些回收上來的塑料垃圾絕大部分被
送到遙遠的亞洲國家處理。
加拿大一些環境保護組織呼籲，在塑料垃圾回收
處理問題多多的情況下，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大幅
度減少消費商品的塑料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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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里 傳 於 香港 作 第 二 上市籌200億
市場傳出阿里巴巴計劃最快於今年下半年來港作第二上市，
目標籌集200億美元。摩根士丹利發表報告指，科技股來港
上市有利香港交易所的前景。大摩指出，更多科技公司來
港上市將有助提升港股交投，長遠而言可以增加交易率，
重申對港交所目標價340元及「增持」評級。而隨着內地
相關資金流入，將可推動港交所一九至二一年的盈利，其
現時估值為今年市盈率29倍，屬吸引水平。彭博引述消息
人士指，阿里巴巴正與顧問公司洽談來港上市相關事宜，
最快於下半年遞交上市申請及掛牌。據消息人士透露，阿
里為貫徹多元化融資渠道，以及增加集團流動性，一向不
排除其他上市地的選擇。若真的赴港上市，也是一個嚴肅
的商業決定。公司發言人回應本報查詢時表示，不會就市
場傳聞置評。
事實上，阿里巴巴並不是首次踏足香港市場。該集團旗下
B2B交易網站阿里巴巴網絡於二○○七年在港上市，當時

以過百倍市盈率集資近116億元，成為市場焦點。然而，
集團於一二年宣布以上市價13.5元私有化阿里巴巴網絡，
阿里巴巴網絡最終於一二年六月退市。相隔兩年，集團便
於一四年在紐約交易所上市，集資250億美元，成為全球
最大型新股個案。有市場消息指，阿里巴巴到美國上市前
曾考慮在香港上市，但最終因其同股不同權架構未能成事。
對此，港交所於一四年曾就「同股不同權」（WVR）進行
市場諮詢，討論兩年後最終擱置。直至去年四月港交所進
行上市改革，允許WVR企業上市，又設立便利第二上市通
道。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上月亦公開表示，阿里巴巴百
分之百會回歸港股或A股市場。
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表示，現時絕對不是大型新股上
市的好時機，指阿里巴巴若真的來港上市是「夾硬嚟」，
認為明顯是受中美貿易糾紛及科技戰陰霾，迫使美國上市
的中資企業要謀求退路，例如中芯國際日前宣布，計劃將其

美國預託證券股份（ADR）從紐約證券交易所退市。他續
說，雖然阿里巴巴或集資200億美元，是近年新股大刁，
「但不要想得太美麗」，因為現時市場消化不了。他預期，
阿里巴巴來港第二上市，招股時可能引入「國家隊」資金
支持，認購不會出現大問題，但作為貿易戰風眼的科技公
司對投資者而言目前並不吸引。

中美打貿戰 越南率先成為大贏家
越南率先成為中美貿易戰的最大贏家！美國統計局數字顯
示，美國首季從越南入口按年急升40.2%。若能維持此增
速，越南全年計對美出口將升至689.95億美元，超越意大
利、法國、英國及印度，成為美國第七大進口國。越南近
年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反映當地擁有成本低
廉和充足的勞動力，加上營商環境不斷改善，外資紛紛在
當地設廠，而中美貿易戰進一步加速供應鏈轉移至當地，
有望成為新世界工廠。
越南去年對美國出口492.12億美元，成為美國第十二大進
口來源。今年首季越南對美國出口升逾四成，超過南韓的
18.4%增幅。相反受貿戰影響，首季中國對美出口減13.9%，
倘以該速度下降，雖然中國今年仍是美國最大進口來源，
但金額由去年5,395億美元減至4,645億美元。在貿易戰打
擊和電子業進入放緩周期影響下，全球多個出口引擎均見

「死火」，日本、南韓、新加坡及台灣的四月出口均呈萎
縮，但期內越南整體出口仍有7.5%增長。另外，據彭博經
濟師的經濟模型估算，美國五月十日向2,500億美元的中國
進口貨品加徵關稅至25%，中方亦向部分美國貨品報復，
倘關稅維持現有水平，對經濟的衝擊料在二一年中達到高
峰，中國及美國的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屆時將分別
下調0.5及0.2個百分點。
倘中美未能達成協議令貿易戰升級，美國25%關稅覆蓋至
所有對華進口，中國、美國及全球二一年中的季度GDP將
分別減少0.8個百分點、0.5個百分點及0.5個百分點。如
果美國對華所有進口的關稅調高至25%並導致環球股市下
跌10%，對消費和投資進一步造成打擊，在這情況下，彭
博經濟師估計，中國、美國及環球二一年中的季度GDP將
分別降低0.9、0.7及0.6個百分點，全球經濟損失約6,000

億美元。彭博經濟師又認為，中國輸美大減最受打擊是台
灣，當地約1.6%的GDP與中國對美出口緊扣，南韓及馬來
西亞的比率分別為0.8%及0.7%。
野村首席美國經濟師亞歷山大周二指出，證據顯示，華府
徵收的關稅是由美國企業和消費者埋單而非中國，故會拖慢
美國經濟，影響非中性。然而，他認為貿戰的衝擊不足以
支持聯儲局減息，即使所有中國進口產品徵收25%關稅，
美國未來十二個月核心通脹僅升0.5個百分點。出席同一
場合的哈佛經濟學教授萊因哈特雖然稱，中國放緩是全球
經濟的噩夢，但亦認為聯儲局對利率保持耐性是正確做法，
因為美國失業率處於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新低，接近全面
就業，她又指部分央行的刺激經濟彈藥有限，相信宏觀調
控工具可發揮更重要作用。

華 經 濟 勢 放緩 大 行 沽亞幣
中國和美國六月底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前達成貿易協
議的機會愈來愈低，投資者在投資新興市場時更趨謹慎。
花旗和富國銀行均指，加徵關稅會導致中國經濟放慢，繼而
影響整體亞洲經濟，相信沽空這些亞洲貨幣可帶來回報。
隨着投資者風險胃納下跌，發展中國家本月股市，勢是去
年十月後最差單月表現，同時大部分新興亞洲貨幣本月以

來均下跌。花旗策略師維勒主張採取防守性策略，預期亞
洲貨幣兌每美元會繼續下跌，看淡印度盧比和離岸人民幣
前景。
富國銀行策略師麥克納表示，投資者應押注所有容易受到
中國風險影響的貨幣下跌，並透露正沽空韓圜、菲律賓披
索和新台幣。至於亞洲以外的貨幣，他建議避免沾手巴西

雷亞爾、墨西哥披索、智利披索和南非蘭特。相反地，法興
新興市場策略主管 Jason Daw 建議投資者，在未來兩至四
周迎來G20峰會前，押注美元兌離岸人民幣下跌，因為若中
國推出更多政策工具，以及若中美貿易談判取得進展，人民
幣短期內將顯著增強。他建議，在美元兌離岸人民幣6.9045
的水平沽空美元，目標是跌至6.82，並於6.94水平止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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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 Watermelon (MEX)

美國椰菜花

美國大甜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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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竹汶粿條

原箱 6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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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腩連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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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

新鮮火雞翼

亞萊地牌椰奶

新鮮將軍斑

原箱10kg

原箱18kg

$24.99

$89.99

相等於
$1.14/磅

Pork Belly Rib Bone In

02

雞嘜甜辣醬

嫩炒牛肉 /
新鮮牛肉眼扒
（原袋）

Halal
清真

羊蹄

Sunridge 店
!

原箱30磅

$3.49/磅

相等於
$2.27/磅

豬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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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建 稀 土 加工 廠 防 中國停貨反擊
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正當外界揣測中國可能運用其在稀
土市場的主導地位去反擊美國之際，美國化工企業Blue
Line與澳洲稀土商Lynas最近宣布組成合營公司，興建美
國多年來首家稀土加工廠，此舉不但可減輕對中國進口的
依賴，同時振興當地沉寂多時的稀土業。稀土是17種稀土
金屬的統稱，廣泛應用於電子產品、電動車、發電渦輪機，
甚至是國防設備，故此稀土被視為戰略資產。美國一八年
進口的稀土中，八成來自中國，涉及金額1.6億美元，較
之前一年增加17%。
一○年前中國控制全球97%稀土市場，之後設立出口限制，
冀優先向內地電子生產商供應稀土，刺激稀土價格狂飆30
倍，部分更因此而貴過黃金。美國及其他國家曾向世界貿
易組織（WTO）投訴，迫使中國出口更多稀土，而稀土價
格急升，亦鼓勵其他地區如美國和澳洲的開採活動，減少
對中國供應的依賴。不過，自美國稀土商Molycorp一五年

破產後，當地已沒有大型稀土加工廠，而在加州Mountain
Pass的美國唯一稀土礦，開採商MP Materials一直靠把礦
石運往中國加工。然而，由六月一日起，運回美國的稀土
的入口關稅，將由現時10%調高至25%，令運作不及以往有
利可圖。
事實上，Blue Line行政總裁Jon Blumenthal不諱言，合
營公司的目標是確保美國及海外市場的稀土原料的供應，
作為綠色及高科技工業用途。佔合營加工廠大部分股權的
Lynas，未有透露投資金額，但按其現有馬來西亞的加工
廠，或涉資10億美元。中資企業○九年曾向Lynas提出收
購，但遭澳洲外商投資審核委員會否決。之後短短十年，
Lynas由一家澳洲小型稀土生產商，一躍成為中國以外的
最大供應商。
現時Lynas將西澳洲開採的稀土，運往馬來西亞的廠房加
工，由於當地政府擔心會產生低放射性廢料，日後續獲發

虛擬貨幣比特幣（Bitcoin）升勢持續，周一曾逼近9,000
美元關，高見8,944美元，創逾一年新高。散戶更全面進
場，市場上持有0.1個比特幣的戶口數目大增。不過，國
際清算銀行（BIS）警告，若想將比特幣取代法定貨幣必
定失敗。比特幣周一多次上試9,000美元。
外電報道指，隨着近期比特幣價格「報復式反彈」，令不
少大淡友損手，涉及金額達1.31億美元。分析更指，升值

潮再次吸引散戶重投虛擬貨幣市場，由於購買一個完整的
比特幣門檻較高，令市面上持0.1個比特幣的戶口數目增
至270萬個，創有紀錄以來新高。事實上，比特幣於一七
年底時曾逼近兩萬美元，惟泡沫爆破後未能扭轉跌勢，最
殘跌至約3,200美元水平，直至今年初開始回升，儘管現
時再升上近9,000美元，從高位計仍累挫五成半，令市場
擔憂第二輪泡沫隨時再現。另方面，BIS總經理Agustin

快意佳士拿正式向法國雷諾汽車提出合併建議，組成全球
第三大汽車生產商。據方案披露，雙方將佔設在荷蘭的控
股公司五成股權。受消息刺激，快意佳士拿及雷諾周一股
價分別急漲19.48%及16.7%，高見13.688歐元及58.33歐元。
快意佳士拿及雷諾在上周五公布交易前，市值合共約330億
歐元，交易作價意味雷諾投資者將獲10%溢價，而創辦快意
的阿涅利（Agnelli）家族控股公司Exor，將成為新公司最
大單一股東。此外，兩家車廠預期每年協同效益超過50億
歐元，包括來自共同採購，但沒有交代關閉廠房詳情。
全球汽車業近年經營上面臨重大挑戰，一方面需要大量投
資新科技和適應新趨勢如汽車共享，另一方面，中國、美
國及歐洲三大市場汽車銷量急跌，令整合壓力日增。快意

佳士拿及雷諾去年產量合共達870萬輛，一旦成功合併，將
超越南韓現代及通用汽車（GM），只僅次於福士及豐田。
雷諾表示，董事局周一稍後會就合併建議進行討論，而快意
佳士拿行政總裁曼利向員工透露，合併過程需時逾一年，
而合併後得益會延伸至聯盟夥伴的日產和三菱。快意佳士
拿稱，兩家車廠將有廣泛和互相補足的品牌組合，覆蓋大
眾化和高檔市場，當中高級品牌包括Jeep、瑪莎拉蒂、愛
快羅密歐及Infiniti。此外，快意佳士拿有助雷諾打入北
美洲市場，亦可透過雷諾的俄羅斯子公司Avtovaz進入當地
市場。Bankhaus Metzler分析員Juergen Pieper指出，上述
兩家車廠合併肯定為了追求規模效益，對大眾化汽車生產
商而言無可厚非，但最大難關在於執行。事實上，將兩家

生產牌照成疑。即使如此，由於Lynas業務獨特，早前吸引
澳洲大型綜合企業Westfarmers出價15億澳元或每股2.25澳
元收購，但已遭拒絕。澳洲券商Curran & Co分析員懷特指
出，中國早年大幅擴大稀土產能，重挫美國稀土的供應鏈，
雖然這是規模相對小但具戰略的市場，美國需要重建本身
的稀土工業，尤其是中美處於貿易關係緊張時刻。

比 特 幣 逼 九千 關 淡 友輸1 . 31億

Carstens認為，虛擬貨幣的發展相當有趣，亦有一定的空
間成為金融資產的一種，但不能視為一種貨幣，更不應試
圖以比特幣取代法定貨幣的地位。他又指，虛擬資產需要
有更清晰的條款，解釋細節，又認為背後涉及的區塊鏈技
術，有助企業後台結算金融交易。

受 合 併 刺 激 快 意 雷 諾漲近兩成

覆蓋北美洲、歐洲和日本廠房的車廠合併並非易事，平治
母公司戴姆勒就因文化差異，十年前解除與佳士拿合併。

數量有限

BLW免治和牛肉

廣式糯米糉

5

99

三魚牌
急凍魷魚筒

海燕牌
去頭老虎蝦

三魚牌
急凍梭子蟹

Lucky Sticky Rice
Cantonese Style 2x300g

海燕牌米粉

超Q牌米粉

李錦記
熊貓牌蠔油

幸福牌
芥花籽油

雞嘜鹹酸菜

家樂牌雞粉

多款選擇
多款口味
袛限

東埠橋牌
黃冰糖

中原牌咖啡粉

幸福比內牌
雜果糖漿

霸王仔牌
即食粟米粒

Sunridge 店
!

好運叉燒

八折
好運蛋糕

辣味
甜味

幸福比內牌
吞拿魚

妮娜牌
去頭白蝦

海燕牌
有頭白蝦

幸福比內牌
菲律賓醃豬肉

海燕牌
辣椒香茅碎

海燕牌
原條秋葵

海燕牌螺肉

布拉勤牌
菲律賓腸仔

爽口牌肉丸
(魚/蝦/墨魚)

海燕牌鹼水粽

幸福比內牌
木薯葉

金沙巴牌急凍
原條蒸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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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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 9 月 1日- 11 月 3 0 日

韓國首爾5天3晚隨意樂遊遊
**包括韓國48小時轉轉卡**

卡 城出發 包 停 中 國 （ 瀋 陽 / 大 連 / 西 安 / 廣 州 / 北 京 /上 海 ）
（ 機 票 + 酒 店 套 票 ） 雙人房：$998 起

另加稅$ 450

卡城 出 發 包 停 臺 灣 臺 北（機票+酒店套票） 雙人房：$998 起

另加稅$350

48小時玩轉韓國轉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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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個合作景點享有入場優惠。
包括景福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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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入場
推介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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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麗愛3D美術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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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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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扣優惠
加盟店

音樂劇「CHEF」（7折）、功夫喜劇「JUMP」(75折)、東大門都塔免稅店（店内優惠）
樂天世界觀景塔等。
首爾轉轉卡

3晚首爾酒店自選
雙人房
雙人房
雙人房
雙人房

Nine Tree Premier Hotel
Hotel President
Hotel Shinshin
ULJiro Co-op
停中國另加稅 $450 停臺灣另加稅 $350

$ 103 8 起
$ 103 8 起
$ 998 起
$ 998 起

（尚有其他選擇，不能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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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I KOREAN RESTAURANT

傳統韓國美食

#35, 3616 - 52 AVE. NW CALGARY
(Sir Winston Churchill 中學對面，前漢江韓國餐廳)

訂座電話︰403-282-6551

本餐館現已啟業
六月份特價優
優惠
惠

辛辣豬骨鍋
（袛限堂食．不設外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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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特惠午市點心

超
正

粥
豬膶生菜

粉
牛腩蒸河

必
食
3個)

蒸叉燒包 (

臘腸卷 (2個)

每
款

* * 祗限堂食，每 款特惠點心，需連同一款正價點心同時 享 用 **

$3

95

祗限堂食 不設外賣

鳳
鳳鳴
鳴鮮
鮮石
石斑
斑套
套餐
餐
爆 炒斑 球西 蘭花
(菜芯/芥蘭/豆苗另加$2.50)

龍
龍鳳
鳳配
配套
套餐
餐

游水龍蝦1隻

貴妃/蒜香雞 (半隻)

(自選食法)

鮮斑2食 (4款任選2款)

*伊麵底另加$
*伊麵底另加
$ 5.00
*脆麵底另加$3 . 0 0

如選兩款魚球 另加$ 12.00

$48

88

香酥金沙斑球

(2-4位用)

例 湯 & 自助 甜 品 吧

送

避風塘 或 椒鹽頭骨腩

醬皇枝竹豆腐炆骨腩

雞半隻 ( 貴 妃 /蒜 香 )
十人或以上每檯可享用2個套餐
十人或以上每檯可享用 2個套餐

$3388

例 湯 & 自助甜品吧

每個套餐須連同一款正價小菜及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清蒸/五柳

貴妃雞

送

新鮮碧古 $9.99 / $18.99/
條

2條

自助任食火鍋 全天候供應每日下午5時起

時代曲&流行歌曲
歌唱班招生

友邦地產物業管理公司
YMK Real Estate & Management Inc.
李俊億 ROYCE LI (國/粵/英語) 403-891-3999

專業服務

個別教授、悉心指導

由資深戲曲、歌唱導師孟霞伶女士親自教
導。孟女士，自幼從6歲開始學習中國國
粹京劇多年。後努力鑽研時代流行曲演
唱。現誠意將歷年所學心得，與各位對中
國傳統文化及歌唱有興趣人士分享。

顧客至上

西南Parkhill重建筍盤
MC-1地段，現建有獨立平房，現上下分租，收入好。可重建發展成8個兩睡房

$700,000

單位Condo，地點好，近公園、輕鐵及大型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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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9,000

新東方天地商場
旺舖出租
全新舗位
月租$500至$800 即可交吉

商舖出租
西 北 14街 近 市 中 心 商 廈 內 ， 兩 個 獨 立 辦
公室出租，月租$150~ $ 3 5 0 全包。
龍成商場主層，717呎 ，月租$ 1 1 5 0 。

龍成商場旺舖出讓

私人個別
教授

*時代曲演唱技巧
*京劇文武生 *花旦 *武旦 *功架
*做手 *舞臺上基本功架

上 課 卡城西北基督教馬可樓
地 點 1810-10 ave NE, Calgary

查詢及報名
403-607-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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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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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hotics & Senior Health
Supplies

（位於東南 17Ave. 與 48 Street 交匯處）

亞 省 長者政府福利

重點推介

所有65歲以上長者均能申請（須符合條件）
 只需攜帶醫療卡

 本店提供申請協助

應用福利，自付低至$0，購買以下商品。
免費
送貨

免費
送貨

免費
送貨

豪 華 提 升 按 摩 椅

員 工 保 險 福 利

受保產品

（#1 及 #440 巴士可直達）

電話︰403-930-6990
電郵︰info@best-care.ca

營業時間

N

星期一至五︰10am - 6pm
星期六
︰10am - 5pm
星期日
︰12pm - 5pm

Address: 215-1110 CENTRE ST. NE CALGARY T2E 2R2
Website: www.trendweekly.com
Telephone: 403-262-0066 Advertising: 403-617-2100
Fax: 403-233-2172 Email: info@trendweekly.com

17 Ave. SE

全部内容逢周四上載

詳 情 請 登 陸 本 報 網 站 www.tr e n d we e kly.co m
06

#1 及 #440
巴士站

49 Street SE

地址︰Unit 102, 4908 - 17 Ave SE
Calgary AB T2A 0V4

48 Street SE

．矯型鞋墊 (Custom Made Orthotics)
．壓力襪
(Compression Sto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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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省 全 僑聯合慶 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文藝晚會

【代 柬】
2019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亦逢「改革開放40周年」及「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在這意義深重的時刻，
讓我們一起緬懷過去艱苦奮鬥年代，開創更富強未來，振興中華民族，完成統一大業。
今年亦是「全加洪門機構成立一百五十六周年」紀念，其各大機構全方位鼎力支持今次慶祝活動。
謹定於本年九月七日（星期六）晚上，假座卡城「積聲家音樂演藝中心(JACK SINGER CONCERT HALL)」 隆重舉辦慶祝文藝聯
歡晚會。將敦請國內數位一級頂尖藝術家蒞臨擔當各項藝術演出。屆時「中國致公黨」代表團及加拿大各大「洪門機構」代表團，
將出席盛會，與眾僑社，各界華冑共同歡渡盛典。
亞省全僑國慶籌委會 敬邀

現將各贊助單位詳列如下
盛世集團

列城洪門機耩

香格里拉協會

鐵城崇義會

卡城中樂推廣曲藝社

亞省華人社團聯會

東方藝校

卡城佛學居士林

加中文化商貿協會

五邑同鄉會

卡 城 龍 岡 親 義 公 所 卡城越南華裔聯誼會 美加樂建築裝修公司

卡城洪門民治黨

亞省中文學校

卡城洪門達權社

卡城黃氏宗親会

卡城越棉寮華裔聯誼會

卡城馬氏宗親會

阮麗香中醫師

漢聲音樂社

亞伯達針炙中醫學院

金紫音樂社

錢有金博士

至孝篤親公所

卡城洪門體育會

密城華人聯誼會

公正蔘茸行

關榮光

卡城福建同鄉會

卡城洪門振華聲

密城洪門民治黨

黃泓夫婦

卡城龍珠會

（贊助單位排名不分先後）
大會謹定於六月卅日（星期日）下午四時，在卡城洪門民治黨禮堂舉行第二次籌備會議，希望各界能大力支持，踴躍參與。

聯系人：文偉建（403-850-6868） 夏來和（403-650-3773） 李烱輝（403-318-7723） 劉端河（403-809-2668）

現定合辦及贊助辦法如下列
鑽石贊助$3000送60張票．金贊助$2000送40張票．銀贊助$1000送20張票．銅贊助$800送16張票
合辦單位 $500送10張票．友情贊助$200送4張票．票價︰$50，$30，$20，$10

Joyce Chan

陳 桂 芳

2019 卡城蘭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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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省法庭傳譯協會成員

一切資料絕對保密

˙省政府認證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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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Y食肆連鎖集團馳名品牌
Thai Express Southcentre Mall Calgary Food Court

MTY Group Franchise Opportunity Available
For Franchising and location details, please inquir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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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節日

社團

健康

娛樂

電器

居家

天氣

汽車

生活

廣告

美食

時事

未能如願取到《東方報》?
你可上網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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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卡城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會員
敬啓者︰
卡城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於2019年6月22日星期六晚上
六時三十分，假座於卡城中華文化中心地庫粵食粵美
酒家貴賓廳舉行本年度會員大會，選舉新一屆理事及
會長。餐費每位$25，歡迎攜眷參加，敬請預先報名。
聯絡人吳小姐，電話403-710-4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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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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Pending AGLC Approval. Grey Eagle Resort & Casino is not responsible for continuing or
completing a promotion. Promo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subject to
AGLC Regulations. Prize may not be exactly as shown. No purchase necessary. Prizes are
awarded as is, no prize substitutions. Winners must be 18+.

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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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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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美食之夜
泛亞美食
海鮮美食
燒焗牛排

（以上價格未包括GST及小費）

80ATE 中 印 和 菜 屋

2499/位

$

1999/位
$
2699/位
$
3899/位
$
2799/位
$

營業時間
Tuesday-Sunday
11:30-2pm 5-10pm
(Closed Mondays)

101-111-2ave
101-111-2ave SE,
SE, Calgary
Calgary TEL:
TEL: 587-500-7614
587-500-7614 WWW.80
WWW.80 ATE.CA
ATE.CA

午市自助餐
LUNCH BUFFET

$

14

特別啟事

Tuesday-Friday
99每
位

暫時
，
足
不
手
人
因
店現
本家
備 14 款 精 選 客
菜
座。6
訂
餐
聚
對
派
受
及印度美食供
接擇
祗選
業。如
營
常
照
將
起
Saturday&Sunday
月4日
9 9每
位
6
1
星期六/日
$
諒。
原
請
敬
，
便
不
* 加 設 多 款 特 色 小有
食*
星期二至五

晚市自選晚餐

數選
十佳
款肴 任 選 擇
數十款精
精選佳肴任選擇
凡惠顧2款主菜

可獲贈自選 飲 品 1 杯
Purchase 2 Entree,
receive one free beverage.

推廣期間買3 送1

Special Offer: Buy 3 get 1 Free
（ 祗 限 堂 食 Dine in only）

Airdrie Honda 服務至誠 以客為先
Customer Driven

最值得您信任的本田代理
www.airdriehonda.ca

403.945.8808
2971 Main St. SW Aird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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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賽

熱愛唱歌的你，一定不容錯過！
一年一度“文化中國，水立方杯”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全球海選
現已開始！中國音，中國心，心心鄉音；聲飄海外，歌傳四方，同
聲同情，相聚水立方。五洲華人同賀祖國70周年華誕，海外僑胞以
歌曲助力2022北京冬奧會。
本次大賽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北京冬奧組委新聞宣傳
部、北京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北京市文化局以及北京市國有資
產經營有限公司主辦，卡城洪門民治黨承辦，卡城華埠發展基金會
協辦，並由盛世地產冠名贊助。
大賽優勝者將在北京奧運場館水立方與中國知名歌手同台獻藝！卡
城賽區現已正式啟動，敬請熱愛歌唱人士踊躍報名！期待懷抱夢想
的你，勇敢發聲！
成績優異參加者，更有機會參與9月7日在卡城 Jack Singer
Concert Hall 舉行的亞省全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周年國慶
文藝晚會。

大賽 不 接 受 以 下 人 群

報名條件及須知

1.出國留學人員和因公出國人員；
2.在專業團體從事歌唱職業人員；

1.選手須具備華僑或華人身份（擁有加拿大國籍或PR的人群，不包括持工
簽及學簽人群）。
2.大賽分設為青少年組和成年組。青少年組參賽年齡為12周歲（含）至18

3.以往曾在北京總決賽中獲得過金、銀、銅獎中
任一獎項的選手，不得再次參加北京總決賽；

周歲（含），即於2001年7月20日至2007年7月20日之間出生；成年組參賽
年齡為18周歲以上，即於2001年7月19日至1959年7月20日出生。
3.參賽選手須使用中文演唱，唱法不限。
4.大賽將從演唱水平、中文水平和藝術表現力等方面對選手進行考核，鼓
勵原創作品參賽。
5.卡城賽區決賽中，獲青少年組前2名、成人組第1名的選手，將獲得前往

4.以往參加過兩次以上（含）北京總決賽的選
手，不得再次參加北京總決賽。

微 信 二 維 碼

報名方式

北京水立方參加總決賽的資格。

*沙省分賽場反應熱烈，報名從速*
聯系電話報名：403891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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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即可獲贈3把羅馬生菜

3.48/ea
Jumbo Cauliflower

特大椰菜花

Apricots

杏

3 for

White Nectarines

白油桃

1.28/lb
紅椒
香蕉

Red Peppers

2 for

0.98
Large Lemons

1.68/lb

1.98/lb

0.88/lb
特大檸檬

意大利瓜

芫荽

Cila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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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Crop Green Grapes

34 St NE

提供批發送貨服務

Zucchini Squash

2.48/lb

32 St NE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0.98

32 Ave NE

新鮮綠提子

本周特價
5月30日－6月05日

888 Meridian Road NE, Calgary, AB T2A 2N8
403-291-1444 | sales@tandthonda.ca | www.tandthond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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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國際新聞

5月29日 (星期三)

二零一九年

五月廿三日至五月廿九日

特朗普登準航母加賀號 高調宣揚美日同盟
美國總統特朗普昨天結束訪日之旅，
他離開前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視察海上自
衞隊「準航母」加賀號，展示牢固的美日
同盟關係。二人親口證實該艦將改造並搭
載美製F35B隱形戰機，應對區內及區外的
威脅。特朗普表示美國需要更多軍艦、潛
艇及戰機，確保美軍實力永遠是「全球第
一」，他亦期望自衞隊能增援美軍。
心不在日 全程發文鬧民主黨
在為期四日的訪日之旅期間，美國總統
特朗普被指全程心不在焉，不斷在社交網
發文批評國內的政敵。有美媒評論認為，
他根本不重視與日本的同盟關係。
孔鉉佑任駐日大使 稱不能向美妥協
中日關係變暖之際，中國外交部周二宣
布，副外長兼朝鮮半島事務特別代表孔鉉
佑，被任命為中國新任駐日大使，將於周四
赴日履新。他接受官媒訪問時表示，目前中
美關係與三十年前美日經貿摩擦根本不同，
所以妥協退讓不可能解決問題。
漢光軍演意外 兵車撞崗哨15傷
台軍的漢光35號實兵演練周二繼續舉行，
包括清晨六時起在彰化進行戰備公路戰機起
降。空軍特別將愛國者防空導彈部署在戰備
跑道旁，台軍唯一的電子作戰飛機C-130HE也
罕有亮相。不過，新竹軍營一輛運兵車同日
下午發生車禍，車上十五人受傷。
澳洲艦隊過南海稱遭華跟蹤
澳洲聯合特遣艦隊過去三個月舉行代號
「印度─太平洋奮進2019」行動，與亞洲七
國作聯合軍事演練，並於周一結束。澳洲海
軍同日指，艦隊經南海來往越南港口期間，
都受到中國解放軍軍艦的近距離監視。
日本川崎雙刀漢校巴站斬學童2死17傷
日本神奈川縣川崎市昨日早上發生隨機
斬人血案，一名五旬男子在一個公園手持
雙刀施襲，令很多正等校巴接送上學的大
人及小孩猝不及防，造成十七名學童及兩
名成人受害，其中一名女生及一名男子死
亡。刀手行兇後割頸自殺，送院搶救後不
治。當局正追查疑犯行兇動機，但案件令
學童返校的安全問題再成為焦點。
日逼殘障絕育裁違憲拒理賠
日本數十年前強推優生保護法，逾兩萬
名被視為有缺陷的國民被迫絕育，其中多
人早前入稟控告政府。仙台地方法院周二
裁定優生保護法違憲，成為全國首例，但
卻拒絕兩名入稟老婦向政府索償的要求。
奧地利小鮮肉總理誓重來
奧地利內閣一宗與俄羅斯富豪勾結的醜
聞，導致執政聯盟分裂，國會周一通過不信
任動議，罷免歐洲最年輕領袖、總理庫爾

茨。庫爾茨政府周二正式解散，但庫爾茨即
表明會捲土重來參加九月的大選，有信心
會重新掌政。庫爾茲成奧地利現代史上首個
遭國會罷免下台的總理，在任僅五百二十五
日，是一九四五年以來最短命總理。
班農讚脫歐黨黨魁 可問鼎英首相
脫歐黨成為英國的歐洲議會選舉大贏
家，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前「國師」班農受
訪時，祝賀該黨黨魁法拉杰，更稱其有力
問鼎首相。競逐首相之位的英國環境大臣
高文浩，則聲言如上台會向三百萬名符合
條件的歐盟人士，送出英國公民身份。
中日韓等多國 停購伊朗石油
波斯灣局勢愈趨緊張，美國上月底宣布
終止此前給予八個國家及地區，購買伊朗
石油的豁免權。美媒指包括中國在內等直
接買家，已經停止進口伊朗石油。
涉84公斤山西23人販冰毒5主犯判死
山西晉城市中級人民法院日前公開一審宣
判一宗二十三人特大販毒案，涉案冰毒逾八
十四公斤。被告張正武、陳新民等五人因販
賣、運輸毒品罪被判死刑；胡丹、李改青、
姚杰等七人分別被判處死緩及無期徒刑；其
餘被告被判處三年零八個月至十六年不等的
有期徒刑，同時沒收財產及處以罰款。
爆非洲豬瘟 海南究責
內地非洲豬瘟蔓延三十一省區市，最後淪
陷的海南省疑再爆非洲豬瘟，繼萬寧和儋州
等地早前發現疫情後，海南陵水縣紀委監委
近日發布消息指，該縣各鄉鎮部門的防控責
任和工作，存在未能落實或拖延等問題，已通
報批評十四人，立案審查五人和約談十人。
郭台銘：當選只領薪一元新台幣
已宣布參加國民黨總統提名初選的鴻海集
團董事長郭台銘，周一接受傳媒採訪，在談
及兩岸關係時，他強調如當選總統，「不會
當特首」，且只會領取一元新台幣的薪金。
另一名也已表態參加初選的前立法院長王金
平就表示，只有他能為台灣解困。
台中選委會主委投票 藍綠毆鬥
台灣的行政院提名前民進黨黨員的前雲林
縣縣長李進勇，出任中央選舉委員會（中選
會）主任委員，引起國民黨反對，立法院周
二就此方案進行投票，雖民進黨佔多數，國
民黨立委仍全力阻止，雙方爆發推撞衝突，
惟最終仍獲通過，由李出任中選會主委。
華為包裹無故運美國 聯邦快遞道歉
據外電報道，一直和華為有合作關係的
聯邦快遞，在沒有被授權和解釋下，將華
為兩個由日本送往中國的包裹轉運美國，
更企圖將另外兩個由越南送往新加坡及香
港的包裹轉運美國；聯邦快遞周二對此致
歉，並指是無心之失。

5月28日 (星期二)

5月27日 (星期一)

日本購105架F35戰機 美尖兵布亞太制華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一繼續第三天的訪日
行程，他批評兩國貿易逆差巨大，聲稱八月
有貿易相關的重磅公布；在中美關係緊張的
背景下，特朗普宣布日本增購一百零五架美
製F-35隱形戰機，涉及一萬二千億日圓。
分析指美方此舉不僅獲得巨額軍售收入，更
試圖在亞太建立「F-35包圍網」圍堵中國。
朝射導彈 特朗普：極小事 安倍：違決議
特朗普今次訪日的其中一個焦點議題是
半島局勢，他周一與安倍晉三在北韓近月兩
度試射導彈一事再唱反調，前者稱沒有受此
事困擾，又讚北韓領袖金正恩是聰明人，知
道自己必須棄核，否則會發生不好的事；後
者則直指平壤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安倍：願做美伊中間人
波斯灣緊張局勢亦成為美日首腦會談議
題，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一重申，華府不尋
求伊朗政權更迭，但要求對方放棄核武。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出做中間人化解美伊
危機，對於有傳他下月出訪伊朗，特朗普
亦「開綠燈」表示歡迎。
美未準備達協議 華推反傾銷措施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一訪日期間，談及中
美貿易問題。他表示相信中國希望達成協
議，但指「我們還未準備好」；又揚言美
國可輕鬆並大幅地提高針對中國進口貨品
的關稅。中國外交部同日回應時強調，應
透過友好協商解決分歧。
任正非反對抵制蘋果 否認下月推OS
受到美國封殺的中國科技巨企華為，其
創辦人任正非周日受訪時強調，若中國政
府因此而抵制中國市場內最大的美國企業
蘋果公司，他必然反對。他解釋：「蘋果
公司是我的老師，它在領導我們。作為學
生怎會反咬老師？」
歐洲議會溫和派失利 綠黨 民粹 極右 崛起
歐洲議會選舉初步結果周一出爐，兩
大立場溫和親歐的傳統黨團失利，雖穩住
議會控制權，首次失去合共的絕對多數優
勢；民粹和極右黨派與綠黨迅速崛起，成
為對抗親歐建制的新力量。是次的選舉投
票率達51％，比上屆急增八個百分點，為
二十年來最高，分析指今次選舉結果反映
歐盟更分裂及極端，難為決策取得共識。
台軍演模擬陸導彈攻擊
兩岸關係持續緊張之際，台灣軍方「漢
光35號演習」軍演的大型實彈對抗周一登
場。在台軍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指揮下，海、
陸、空三軍部隊將展開五日四夜的聯合作戰
演練，首日演習模擬針對大陸解放軍對台發
動第一波導彈攻擊，台軍進入「戰力保存」
階段，周二起各作戰區將演練反擊項目，包
括淡水河反滲透操演、聯合灘岸殲敵作戰、
反空降作戰與登陸作戰等。

特朗普 安倍 高球外交 美日難掩分歧
美國總統特朗普展開上任後的第二次訪日
行程，在中美貿易糾紛及軍事角力加劇背景
下，他昨日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形影不離，
一起打高爾夫球、觀看相撲比賽及共進晚
餐。惟二人友好及團結的表象，難掩蓋兩國
的分歧，不但在貿易問題仍未達成共識，特
朗普更唱反調稱不對北韓發射導彈感到煩擾。
朝轟韓參與美軍演 欺騙輿論
朝鮮半島核問題是美國總統特朗普訪日
的重點議題，惟北韓官媒上周六發表評論文
章，批評南韓軍方參加美軍針對北韓的核攻
擊演習，無視南北韓簽署的兩份宣言及軍事
協議。朝媒亦敦促南韓不要以人道援助及交
流，欺騙輿論。
官媒斥美要求超貿談範疇 侵經濟主權
中美貿易談判前景仍不明朗，內地官媒
連日發文披露，美方在談判中不僅要求限制
中國國企發展，更超出貿易談判的領域和範
疇，觸及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試圖侵
犯中國經濟主權」。官媒同時強調，拒絕競
爭的一方必將失敗。
華為：不受WiFi聯盟除名影響
無線網絡認證組織WiFi聯盟（WiFi Alliance）上周五宣布，暫時限制華為參與
該組織活動。華為周日發表聲明，指出旗下
產品和服務不受影響。聲明稱，WiFi聯盟不
能因為任何國家、組織或個人的政治行為，
而阻礙全球產業界在公開標準中的合作與貢
獻，否則將破壞標準與產業組織自身原則，
影響組織目標的達成，造成「標準碎片化」
等問題，甚至給組織自身及成員帶來涉嫌觸
犯反壟斷法的風險。
伊朗擬公投 定核路向
波斯灣局勢持續緊張，伊朗總統魯哈尼上
周六提出舉行公投，讓國民就核計劃的去向
表達立場。外長扎里夫則到訪鄰國伊拉克拉攏
關係，重申伊朗有能力面對任何形式的戰爭，
並呼籲區內阿拉伯國家簽署互不侵犯協議。
歐洲議會選舉 極右政黨勢坐大
在極右抬頭、加上英國脫歐亂局未明之
際，歐洲議會選舉踏入尾聲。繼早前已經投
票的英國、荷蘭等國後，其餘歐盟成員國
昨日完成投票，結果於本港時間今日陸續出
爐。預測指，傳統親歐政黨將繼續勢大，但
反移民、極右、民粹勢力亦將贏得席位。
秘魯8級大地震 樓崩橋塌
秘魯中北部周日發生黎克特制八級大地
震，是本年全球最強烈的一次地震。震央位
於亞馬遜森林深處，震源深度達一百一十四
公里，暫造成一死六傷，僅有部分地區建築
受損及停電。

亞省政壇首位華裔女廳長
盤世寶答謝助選義工團隊
分享美食聽取民意
亞省省選在4月16日圓滿結束。亞省聯合保守
黨以大熱勝出，組成大多數政府。本屆亞省省
選有多位華裔候選人，最終在卡城Beddington
選區的聯合保守黨華裔女候選人盤世寳女士衆
望所歸，以大比數勝出，成功成為該選區省議

員。在4月30日省長康尼正式公佈亞省省政
府内閣成員時，盤世寳女士憑她的資歷及有
關工作經驗，被省長委任為耆英及房屋廳
長。盤世寳廳長為答謝在競選期間得到各方
及義工們的支持，特別在5月24日(星期五)

晚上在Beddington Theatre Arts Centre內特
備多款美食，茶點招待助選義工團隊。其間更
不斷向各義工們道謝、拍照及聽取民意。各支
持者皆對盤廳長及新組成政府寄予厚望，希望
亞省經濟早日復蘇，人人安居樂業。
相片提供: Joe Hanso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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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 (星期六)

5月24日 (星期五)

5月23日 (星期四)

美增兵中東 伊朗勢兇
美國與伊朗的緊張局勢不斷升溫，華府雙
管齊下震懾德黑蘭，上周五宣布增派一千五百
名士兵至中東，並繞過國會，向沙特阿拉伯、
阿聯酋及約旦出售價值八十億美元的軍備。伊
朗指摘美方威脅國際和平，必定對抗到底。有
伊朗軍方將領揚言，倘波斯灣美軍稍有輕舉妄
動，將以秘密武器或兩枚導彈擊沉美艦。
伊拉克反美示威：不要戰爭
美國與伊朗加劇對峙之際，伊朗鄰國伊拉
克壓力日增。回教什葉派領袖薩德爾數千支
持者，上周五聚集在首都巴格達和南部城市
巴士拉，高呼「不要戰爭」，並促政界和派
系領袖不要介入兩國衝突。
特朗普伉儷抵東京
美國總統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妮亞於當地
時間上周六下午抵達日本東京，展開為期四
日的訪日行程，是日本改元令和後的首位國
賓。特朗普到埗後先與商界領袖會面，談及
美日貿易。他周日會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打哥
爾夫球及觀賞相撲，周一分別與安倍及日皇德
仁見面，為德仁即位後首位會見的國家領袖。
WiFi聯盟加入戰帷 華為遭除名
中國科技巨企華為遭美國政府列入貿易黑
名單，引起連鎖反應，多間外國科技企業紛
紛跟隨，封殺華為。繼制訂SD記憶卡標準的
SD協會（SD Association）將華為除名後，無
線網絡認證組織WiFi聯盟（WiFi Alliance）
上周五宣布暫時限制華為參與活動。
崔天凱：中美未討論元首會面
中美貿易戰陷於膠着，美國總統特朗普早
前曾稱，將於下月在日本大阪舉行的二十國
集團（G20）峰會與中國領導人會面，惟中國
駐美大使崔天凱上周五表示，目前雙方尚未
討論關於中美元首會面事宜，但指中方仍致
力達成貿易協議，也作好反擊準備。
台在美委員會改名
兩岸關係緊張之際，台灣與美國接觸級
別提升。台灣的外交部昨日宣布，與美國在
台協會對等機構、台方設立的北美事務協調
委員會（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CCNAA），正式改名為台
灣美國事務委員會（Taiwan Council for US
Affairs，TCUSA）。有台媒指，今次是首次
把「台灣」和「美國」（國家級）對等放入
事務機構的名稱內。
韓國瑜周六初選造勢 料10萬人撐場
台灣高雄市長韓國瑜早前被問及會否參選
總統，答下「Yes I Do」後，台媒報道，韓
的首場總統初選造勢活動，將在周六舉行，
預料號召十萬人到場。韓昨日早上證實接獲
邀請，屆時將親自出席活動。

文翠珊灑淚宣布6‧7下台 約翰遜成首相大熱
在脫歐困局中內外交煎的英國女首相文
翠珊，周五在唐寧街十號門口宣布，將於
下月七日辭任保守黨黨魁。她哽咽表示，
出任首相是其一生的榮幸，自己已竭盡所
能。文翠珊超越鐵娘子戴卓爾夫人的夢想
化為泡影，執政保守黨即將展開黨魁重
選，勝出者將於七月廿日成為新首相，亦
同時接過英國脫歐這個燙手山芋。
美擬新招制華徵反補貼稅
美國頻頻狙擊中國科企之際，總統特朗
普周四高調宣布向國內農民提供第二筆、總
值一百六十億美元補助，協助受貿戰影響農
民。同日，商務部建議出新招向壓低本國貨
幣兌美元匯率國家的產品徵收反補貼稅，被
指針對中國。新一輪打壓來勢洶洶，特朗普
卻放風指美國很有可能與中國達協議。
特朗普稱或列華為入貿易協議
中國科技巨企華為早前被美國商務部列
入黑名單，使美國廠商不能向其銷售零件
生產新產品，情況持續陷入僵局。美國總
統特朗普周四公布最新的農業政策時語出
驚人，以「非常危險」形容華為，並指華
為會成為貿易協議一部分。
美限被炒華教授夫婦30天離境
美國政府一直指控中國藉「千人計劃」
竊取機密，美國埃默里大學日前解僱該校華
裔生物教授李曉江及其同校任教的妻子李世
華，並關閉李曉江的實驗室，解僱實驗室的
學生和研究員，要求各人三十天內離境。校
方周四發聲明，指李曉江夫婦沒有充分公開
外國研究資金來源，以及為中國研究機構和
大學工作的範圍，因此決定關閉實驗室。
阿桑奇遭加控間諜等17罪 可囚175年
美國司法部早前起訴維基解密創始人阿
桑奇串謀入侵國防部電腦，周四加控他十
七項罪名，包括觸犯美國間諜法，非法接
收和公開軍事外交檔案、指示和唆使前美
國士兵曼寧盜取美國機密檔案，指控他鹵
莽地令美國在中國和中東的秘密線人身份
曝光。若十八項罪名全部成立，阿桑奇可
被判囚一百七十五年。
民選國會履新 泰王現身
泰國大選三月底結束，新一屆民選國會
周五正式履新。剛即位的泰王佛齊拉隆功
亦現身。這次是自一四年軍事政變後，事
隔五年再有民選國會開幕。
莫迪連任 組印度新政府
印度總理莫迪成功連任，他周四晚在執
政人民黨位於新德里總部發表勝利演說，
形容是「保證了民眾擁有光明前途」。莫
迪周五着手籌組新政府，但未公布就職禮
的舉行日期。

北京：將採措施維護權益 美封殺華企升級
美國財政部長姆紐欽周三指華府未有計
劃，派員往北京參與貿易談判。華府隨即升
級封殺中國企業的行動，以違反《伊朗、北
韓和敍利亞核不擴散法案》為由，宣布制裁
十家中國企業及三名中國人，阻止制裁對象
從美國採購任何服務、產品及技術等，並暫
停授予出口許可。美媒同時披露美國晶片初
創企業去年控告中國科技巨企、華為副董事
長徐直軍涉參與竊取商業機密。
Panasonic傳停華為合作 松下分部否認
繼日本兩大電訊商KDDI及軟銀股份宣
布推遲發售華為新款手機後，電子產品製
造商Panasonic（松下電器）周四指，為
遵守華府禁令，將暫停向華為供應部分零
件。但Panasonic中國分部同日在官網發
聲明，強調目前集團與華為正常合作。
美司令部促增兵一萬駐中東
波斯灣局勢持續緊張，美媒周三引述消
息指，美軍中央司令部將建議白宮，向中
東增派五千至一萬名士兵，以防範伊朗威
脅。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則首度公
開批評，總統魯哈尼和外長扎里夫執行核
協議的方式。分析指，這顯示伊朗強硬派
勢力抬頭。
美參院通過 撐台列席世衞
台灣連續三年遭世界衞生大會（WHA）
拒諸門外，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周
三一致通過，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衞生組織
（WHO）法案，要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研議
策略提供協助。若台灣仍未能獲邀，國務
卿必須提交報告說明。
Google涉侵私隱 歐盟再查
美國科網巨企Google繼年初因為違反歐
盟數據私隱新例，遭法國罰款五千萬歐元
後，再次面臨歐盟監管機構調查。愛爾蘭
數據保護委員會周三宣布，調查Google網
上廣告收集數據有否違反歐盟私隱條例。
漢光軍演前美兩艦越台海
兩艘美國軍艦周三穿越台灣海峽，時值
台灣年度漢光軍演的實兵練習即將舉行前
夕，加上大陸與美國近日就貿易戰及封殺
華為等事件陷入緊張，北京已就事件向美
方表達關切。
脫歐再碰壁文翠珊料今辭職
英國首相文翠珊面對脫歐僵局難解、
執政保守黨料在歐洲議會選舉慘敗之際，
國會下議院領袖兼樞密院議長利雅華周三
請辭，並表示不相信政府新方案能夠實現
脫歐，反對文翠珊向留歐派讓步，更明言
內閣已分崩離析，向其作出沉重一擊。內
閣消息指文翠珊已近窮途末路，《泰晤士
報》稱她或於周五宣布下台。

黑名單加碼美追殺華安保巨企
美國迅速擴大封殺中國科技企業的範圍，
繼日前追擊中國電訊設備製造商華為，華府
擬把中國監控設備供應商、國營企業海康威
視等五家企業列入黑名單，限制取得美國供
應的零部件及技術。消息一出，海康威視的
股價在周三開市初段一度急瀉10%至跌停。除
了加大封殺中國科企，華府亦被指刻意拖慢半
導體廠商聘用中國員工的批核速度，影響英特
爾和高通等半導體廠商數以百計的職位。
華為困境英晶片商ARM中止合作
在美國進一步封殺華為之際，英媒周三引
述英國晶片公司ARM的內部文件指，該公司
已下令員工中止與華為的商業合作，以遵循
美國政府日前宣布對華為實施的禁令。英國
電訊（BT）旗下的流動網絡營運商EE亦指，
下周四推出的5G流動網絡中，不包含華為手
機，但仍會採用華為設備。
華為高層籲歐洲頂住美施壓
美國宣布把中國科技巨企華為列入黑名
單，令華為在美國的生意面臨巨大衝擊。華
為為保業務積極拉攏並尋求歐洲支持，呼籲
歐洲各國政府頂住美國的壓力，不要倣效後
者的「霸凌」行為。
美45日內不新增對華貨徵關稅
中美新一輪貿易談判遙遙無期之際，美國
財長姆紐欽周三出席眾議院聽證會時指，何
時落實對約三千億美元中國貨加徵25%關稅措
施，於未來四十五日不會有決定，華府正研
究徵新關稅對消費者的影響。他稱總統特朗
普在下徵稅決定前，會留意消費物價。美國
商務部周二宣布對中國進口的垂直金屬文件
櫃，展開反傾銷和反補貼的雙反調查。中國
商務部翌日表示，中國去年對外服務貿易逆
差達二千億美元，對美國也是逆差。
出口跌84% 緬因州龍蝦業瀕絕境
中美貿易戰爆發至今，對美國民生的影響
逐漸浮現，緬因州的龍蝦業出口量大跌近84%。
有該州漁民坦言不希望把八歲女兒帶入行，憂
慮家傳的龍蝦養殖生意將在自己這一代沒落告
終。另有批發商表示，過往每周向中國出口數
萬磅龍蝦，但現時出口量幾乎暴跌為零。
印尼選戰落幕爆衝突6死200傷
印尼大選結果引發流血衝突。總統維多多
周二正式連任，數千反對派當晚走上首都雅
加達街頭，支持落敗的退役將軍普拉伯沃。
混亂間有人放火燒車並爆發衝突，警方至翌
日凌晨清場，發射橡膠子彈、水炮及施放催
淚氣體。據報最少六死、逾二百人受傷，另
有逾百人被捕。
6俄機闖阿拉斯加 美F-22攔截
美俄角力升溫，北美空防司令部
（NORAD）周二公布，周一有兩組共六架的俄
羅斯戰機及轟炸機飛入美國阿拉斯加州以西
國際空域的防空識別區，美軍出動F-22戰機
攔截，伴飛至對方離開。

一周國際新聞

5月26日 (星期日)

二零一九年

五月廿三日至五月廿九日

紀念六四

周年

結束一黨專政！
建設民主中國！
卡加利「六四」三十周年紀念活動
紀念「六四」 集會

時間︰六月四日（周二）下午三時至四時
地點︰卡城中領館前（1011 - 6 Ave SW）

向民主女神獻花

時間︰六月四日（周二）下午五時
地點︰卡城大學 MacEwan Hall

《燭光悼念晚會》
時 間：六月 四 日 （ 周 二 ） 下 午 七 時 至 九 時
地 點：Hillhurst United Church - 1227 Kensington Close NW Calgary
內 容：1. 放映 民 運 紀 錄 片 《 天 安 門 》
2. 嘉賓演講 ( 卡大歴史系教授 Dr. David Wright 、民運人士石清先生等 ）
3. 討 論
4. 燃 亮 燭 光 、 默 哀

歡迎各界市民參加
卡城中國民主促進會

中國民主黨加拿大聯絡處
聯合主辦
中國民陣卡加利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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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連任，南亞
古國變革之路
5月25日，2019年印度大選結束。現任總理莫迪領導執政
黨印度人民黨（印人黨）及國家民主聯盟（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以印人黨為核心的政黨聯盟）再
度大勝，取得的席位比四年前初當選時還要多。
無需多說，這是一個撬動世界的選舉結果。
從年初算來，作者已為此專欄寫了20余篇文章。而在這
一系列文章中，作者反復強調的一大主題，即是當今全
球各地不斷推進的政治、經濟、社會變革。而印度作為
南亞人口、經濟大國，它在社會各方面所發生變化，自
然是當今全球局勢變化中舉足輕重的一章。
印度現有13.5億人口，距離排名第一的中國大陸僅有不
到1億的差距。目前的預測是，印度將在5年內超越中
國，正式稱為全球（也是整部人類文明史上的）人口第
一大國。而在經濟方面，印度已是僅次於中、美的全球
第三大經濟體；其國內生產總值已衝破10萬億美元大
關，為全球除中、美以外，唯一達到這個層級的經濟
體。除此之外，印度在南亞次大陸擁有說一不二、絕對
支配性的區域影響力，而南亞地區則是全世界人口最
多的地區，沒有之一。除去印度自己擁有13.5億人
口，它身邊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也分別有2億和1.6
億人，分別位列全球人口第六及第八大國。受益於龐
大的人口基數，南亞極有潛力在未來孕育出全球最大
的消費市場之一。
可能是有鑒於此，美國近日提出了“印太”的概念，
作為原有“亞太”概念的擴充。這一概念的提出，非
常符合近年的發展趨勢：南亞和東亞（即“東北
亞”，大中華區+蒙古+日韓）稱為極具發展潛質的兩
極，東南亞地區作為次一級新興市場，形成連片效
應，扮演起全球範圍內最大的“增長極”角色，而且
這一格局在接下來的十年到二十年間，預計都將會保
持。這也是為什麼作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反復強調：卑
詩省的太平洋海岸線。於當前的加國非常重要——除
了對接亞太市場，加國通過太平洋航線，還可以進入
印度洋，對接南亞市場。比起從加國東海岸經大西洋
進印度洋，這條路線實際上更方便。
不過毋須諱言，印度也有它自己的一系列問題。它近
年發展速度相比中國偏慢，必然有它自己的原因。而
印度面臨的首要問題，實際上就是內部各社會群體的
分裂。印度歷史雖長，但是在被英國殖民統治之前，
沒有出現過統一次大陸全境的國家。印度成為殖民地
之前的最後一個王朝是莫臥兒王朝，征服了今日印
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統治的大部分地區，但是始
終沒能征服今日印度南部的泰米爾納德、喀拉拉一
帶。印度國內同樣族群林立，又有本土印度教和外來
伊斯蘭教的宗教對立，傳統種姓制度的存在等等，導
致社會矛盾異常錯綜復雜。這導致當年英國推行殖民
統治時，為求權宜，不強行整併，而採用了各種各樣
分而治之的政策，有些地區設殖民省，有些地區保留
土邦（之前的王公貴族、地方豪強）進行管理，使得
整個印度版圖破碎非常（參考附圖1）。
因此，今日之印度共和國的建國，實際上是將歷史上從
未統一過的印度次大陸，首次整合成了一個國家。不用
想，雖然形式上統一了，內部還是會充滿各種分歧。即
便大量小土邦得到了整併，今日的印度國內依然是族群
林立：南部有泰米爾人，北部有錫克人，以孟買為首府
的馬哈拉施特拉以馬拉地人為主，中部的泰盧固人剛剛
爭取成立了自己的新自治邦，而莫迪的政治老巢古吉拉
特邦，則是古吉拉特人當家。與此同時，各地的方言
在印度獨立後，也各自被承認為獨立的語言，導致
印度出現了上百種語言，光被定為官方語言的，就
有十幾種。再加之傳統的宗教、階層、種姓各類矛
盾，長期以來印度社會的狀態完全可以用“支離破

張子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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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英屬印度地圖（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緬
甸、斯裡蘭卡、不丹、尼泊爾等國家的範圍）。粉色部分是殖民省範
圍，黃綠色部分為保留原有王公貴族的土邦。
碎”來形容。
而現任總理莫迪的成功之路，正是由此出發的。他領
導下的印人黨，擺在第一位的執政目標，就是和這種
根深蒂固的破碎性作鬥爭。
莫迪的施政綱領當中，最為突出的一條，即為“印度
教民族主義”。20世紀中葉的印巴分治，分走了穆斯
林為主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使得印度國內的宗教
矛盾大大緩解，印度教信仰成為可以維系絕大部分印
度國民的共同語言。莫迪的整個政治生涯，都緊緊地
抓住了這一點。他在總理任期內，格外重視開發宗教
有關的信仰資源、旅遊資源，修建神像神廟，來凝聚
印度教社群的向心力。在他未就任總理、擔任古吉拉
特邦邦長時，甚至還曾有意容許印度教徒向穆斯林社
區施加暴力，以強化印度教徒的信仰紐帶。這一事
件，使得他在西方國家遭到大量的非議；然而2015年
和2019年的印人黨兩次大勝，先後佐證了這一路線在
當前的印度社會獲得的支持。這一策略的核心是很明
顯的：培育塑造印度國民的“國家共識”。而這恰恰
是印度當前所需要的。
除此之外，莫迪的印人黨還特別注重培育基層組織。
印人黨長期和印度最具影響力的印度教背景組織“國
民志願服務團”保持著合作，包括總理莫迪、現任黨
主席阿米特·沙都曾參加過這一組織。在許多選區，
國民志願服務團就充當著印人黨代言人的角色。此
外，印人黨非常重視選區黨組織的作用，近年通過擴
張和培訓，在三百多個選區建立了高度專業化的支
部，這些支部在工作中非常注重和基層特別是弱勢群
體對接。這些措施的成效也相當顯著：早在2015年，
印人黨就聲稱自己的黨員數量達到了1.1億，成為全
世界黨員數量最多的政黨（多於中共；中共目前官方
統計的黨員人數約9千萬）。有效的基層組織，擴大了
印人黨的影響力，為其帶來了聲望，成為莫迪兩次選
舉大勝不可或缺的支持因素。
印度大選，選舉的是印度人民院。印度議會分兩翼，
上院為聯邦院（Rajya Sabha），245人，每年都有
部分席次改選；下院，也是印度聯邦的權力主體，是
人民院（Lok Sabha），共有545席。2015年，印人
黨贏得人民院的282席；2019年，印人黨在鞏固的基
礎上席次還稍有提升，共贏得303席。考慮到印度內
部的多樣性，應該說這是一個了不得的結果，因為印

圖2，2019年印度大選分選
區結果圖。占據畫面最多的橙
色即是人民黨取得的選區。

度聯邦政壇向來存在大量的地方派系，在局部地區
能威脅大黨票倉的小黨非常多。2019年大選，當選
議員的黨派共有20餘個。而印人黨拿下的303席，
基本是開發了絕大部分印度教社區票倉取得的成果
（參見附圖2）。
印人黨大勝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那就是主要
對手國大黨欠缺競爭力。印度國大黨是印度歷史最
為顯赫的政黨之一，然而它在聯邦層面上的運作，
始終圍繞著首任總理尼赫魯的家族展開，如同家族
企業一般。這一家族被稱為“尼赫魯-甘地”家族，
不過此“甘地”不是指聖雄甘地，而是尼赫魯的女
婿費羅茲·甘地（和聖雄甘地沒有血緣關系）。而
費羅茲所迎娶的尼赫魯之女，正是是大名鼎鼎的英
迪拉·甘地，印度共和國史上最成功的首相之一，
堪與父親齊名。此次印度大選，國大黨推出的是英
迪拉的孫女、尼赫魯-甘地家族的第四代傳人拉胡爾
（Rahul Gandhi）。拉胡爾的父親拉吉夫曾繼祖母
英迪拉任印度總理，母親索尼亞則是英迪拉的意大
利裔兒媳婦、現任國大黨主席，可以說是叼著金湯
匙出生的。然而此次大選，他在自己的選區都輸給
了印人黨候選人。應該說，這一結果是這直接體現
了印度的民心向背：幾代政治王朝的資本，也不見
得能比印人黨的務實與遠見更好地造福印度社會。
毫無疑問，印度未來將進入全球最重要的國家之
列。雖然印度內部還存在種種矛盾，一定程度上阻
滯了印度社會的發展步伐，但莫迪的印人黨的成
功，代表著印度國民正在形成的“要團結、要發
展”的訴求，以及舉國上下集體求索解決之道的努
力。在這個時代，我們不能看低印度。從現狀看，
雖然印度目前的發展勢頭趕不上中國大陸，但也遠
超第三世界國家的平均水平。向未來看，雖然莫迪
的印人黨的成功不見得能永久持續，但是莫迪的兩
個任期，已經給無論哪個黨派的後繼者樹立了新的
榜樣和標杆，給了後來人可以踩的巨人肩膀。
有人說，21世紀將是亞洲的世紀；如果果真如此，
那麼我們可以預見，人類文明史這一百年，印度這
個亞洲大國一定不會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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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拿大卡城中華協 會
UNITED CALGARY CHINESE ASSOCIATION
3/F, 328 - Centre Street, S.E., Calgary, AB, T2G 4X6

敬啟者：

Tel: 403-263-1700

2 019年牛仔 節 花 車 巡 遊 籌 款 通 告

一年一度的卡城牛仔節花車巡遊戶外活動，將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五日在卡城市中心盛大隆重舉行。卡城中華協會每年聯合各華人
社團及商戶知名人士，共同設計裝飾富有中華傳統文化特色的花車，以代表華人社區參加卡城全體市民全情投入的牛仔節大型戶外花
車巡遊，並備受全市各界人士讚譽，為華人增添光彩，使華裔族群更有效融入主流社會。
卡城中華協會去年參賽花車獲得「卡城牛仔節花車巡遊評選大會」頒發「全場總冠軍」及「名人首選大獎」兩項大獎殊榮，為華社爭光。
今年卡城中華協會花車參賽主題為，於己亥豬年內「推動亞省石油管道建設，振興經濟發展，製造更多就業機會，人人安居樂業」。由於花
車製作成本高昂，藉此特函恭請各界人士、各華人社團、商界友好踴躍參與及支持贊助花車製作經費；精誠團結合作，以為華人社區爭光！
贊助花車製作經費榮銜設定列有：榮譽贊助︰$3,000、鑽石贊助︰$2,000、金贊助︰$1,000、銀贊助︰$500、協辦單位︰$288。
凡贊助$288之熱心單位或個人，敬請委派兩名代表出席參與巡遊隊伍演出，以壯聲威。如未能參與協辦，亦懇請積極隨意贊助經
費若干，以群策群力的團結合作精神，確保這項為華人爭光的任務能順利完成。所有贊助的單位，將刊登於宣傳花車巡遊之廣告上。
冀望各界鼎力支持，共襄盛典。
特此奉告

敬候佳音
卡城中華協會 敬啟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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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提供︰Joe Hanson Chan

卡城趙莉舞蹈學校2019年度匯報演出剪影
日期︰二零一九年五月廿六日（星期日）

地點︰RockPointe Church - Bearspaw

亞省新法案 為商家和省民提供更多機會
歲以下學生最低時薪$13的相關規定。
“我們的政府承諾過幫助亞省省民，特別是
年輕人返回職場。上屆政府對就業規則的改
變太快太激進了。我們現在推出第二號法案
和青少年最低工資標準，正逐步恢復工作場
所的公平與平衡，並讓亞省商家可以重新打
省長康尼、勞工和移民部長Jason Copping、加拿大獨立
出‘招工’的牌子。”- 省長 康尼
企業聯合會代表 Richard Truscott加拿大餐廳協會代表
Mark von Schellwitz 和1st RND餐廳老闆Mo Blayways共 擬議的“商業開放法案”將減少對商家不公
同宣布第2號法案：《商業開放法案》。
平的負擔，並賦予工會員工以更多權力。此
前就業規則的改變，例如要求雇主支付假日工資，
亞省政府最新推出第二號法案 -《商業
即使在沒有營業的公共假期也不例外，這給創造就
開放法案》，它將減輕就業創造者負
業機會的商家帶來了不公平的成本負擔。
擔，幫助亞省省民重返職場，並恢復工
工會規則的擬議修改將恢復無記名投票方式以增進
作場所的公平與民主。
平衡與自由。
勞工規則的擬議修改將有助於亞省經濟
政府同時亦在採取行動解決青少年失業危機。 近
重回正軌。如果立法獲得通過，亞省將
11％的15-24歲亞省青少年失業，而亞省省民失業率
恢復以前對公共假期工資和加班的規
定，恢復職場的民主與平衡。除了第2號 則為6.9％。雇主們把當前最低時薪$15的標準列為
青少年工作機會減少的原因之一。
法案中提議的修改，政府還將推出對18

新的青少年最低時薪$13將適用於13-17歲的學生, 於2019
年6月26日生效。
如果獲得通過，對假期支付工資和加班相關規定的修改以
及靈活支付工資協議的更改將於2019年9月1日生效，以便
於雇主有充足時間進行調整。此外，如果通過，工會相關
規則的變更將在第2號法案獲得御準或法規健全後生效。

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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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vernment

每 天 提供不同菜式特惠 午 餐 及 晚 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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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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分類

Junevillage Facials & Cupping Therapy
艾美醫療美容、拔罐、艾灸

精油

刮痧 撥筋 排毒

 精油起痧、走罐通絡 $30起/半小時，艾灸
 G5 Cellutec減肥 $60 /一個半小時
 中西結合治療青春痘及淡斑

電話預約：587-834-0138
#19 - 1423 Centre St. NW (聯達二樓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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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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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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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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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報

為方便廣告客戶
現歡迎以信用咭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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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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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提供︰XU YONG

《2019年匯報演出》花絮

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廿六日在卡城市中心 Martha Cohen Theatre 內舉行

第21屆正體漢字文化節
國語演講比賽圓滿結束
由中加文教協會附屬的卡城中文學校主辦「第21屆正體漢字文化節
，卡加利地區演講比賽」，於上周六（5月25日）在卡城中文學校舉行，
有來自卡加利各間中文學校共34位學生參加比賽。駐溫哥華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僑務組長夏基陸先生，專程從溫哥華前來擔任演講比賽評審及
頒獎嘉賓，同時擔任評審的還有：前臺灣交通大學教授秦繼華先生、藝
術表演總監呂永真女士及前卡城《誠報》總編輯張振龍先生。

經過三小時的比賽，評審完成評分後，各得奬名單為：

主辦這次演講比賽的卡城中文學校校長鍾素芬表示：「本校舉辦此
項比賽已經21年，能夠參賽的都是各校最優秀的同學。對於有機會參與
同學的成長，我們深感榮幸！每年春天，我們都興奮地敞開大門，誠摯
歡迎各校菁英，一同競技，互相觀摩！並強調透過比賽的公平公正，讓
華人子弟們學習君子之爭的精神！」

初中組：冠軍—陳宇軒、亞軍—徐凱豪、季軍—李思睿

比賽由上午10時開始至下午1時結束，共分為：幼兒組、初級組、
中級組、高級組、初中組及髙中組等六組。各組同學均用國語演講，約
百多位家長、師生齊坐大禮堂觀看及為所屬學校同學打氣，氣氛熱烈！

幼兒組：冠軍—王韞兮、亞軍—馮小蕊、季軍—楊穿雲
初級組：冠軍—石洛盈、亞軍—林鼎旭、季軍—張傑茜
中級組：冠軍—鍾

毅、亞軍—孫小美、季軍—夏天笑

高級組：冠軍—石洛桐、亞軍—杜雋祺、季軍—文承愛
高中組：冠軍—朱 鵬、亞軍—付一蘭、季軍—林志成
總冠軍：石洛桐
各項比賽成績公佈後，隨即進行頒獎，駐溫哥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僑務組夏基陸組長作總結時表示：「今天各位同學表現都非常出色，
獲獎同學固然可喜，未能獲獎，亦不必氣餒，期望大家每年都有所進步
，越顯自信！」

全體得獎學生與評審合照

夏基陸組長頒發總冠軍獎盃給石洛桐

幼兒組得獎學生

高中組得獎學生

初中組得獎學生

高級組得獎學生

未能如願取到《東方報》?
你可瀏覽我們的網頁

周
報

http://orientalweekly.net
每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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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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