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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撥款2200萬
對付網上兒童色情犯罪
據報導，加拿大自由黨

加拿大外長：目前
加中關係仍然充滿挑戰
據報導，加拿大外長弗裡蘭德（Chrystia Freeland）星期二

聯邦政府星期二宣佈撥

（8月6日）在多倫多與來訪的英國新任外交大臣拉布

款2200萬加元用於打擊

（Dominic Raab）會晤，隨後舉行新聞發佈會。在被記者

越來越嚴重的網上兒童

問到加中關係時，弗裡蘭德表示，盡管上個星期她和中國外

色情犯罪活動。

長王毅的會面是一個進步，但她還是想提醒加拿大人，目前

自由黨聯邦政府公共安

的加中關係仍然處於困難時期。弗裡蘭德和王毅上周利用在曼谷參加東盟外長

全事務部長戈戴爾表

會議的機會舉行了一次雙邊會談。這是自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引渡案以來兩國

示，這筆資金將被主要用在三個方面：210萬加元用於與數字科

外長第一次正式會面。孟晚舟去年12月在溫哥華被捕後不久，加拿大前外交官

技公司合作開發網上針對兒童色情犯罪活動的電腦技術，490萬

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加拿大商人斯帕弗（Michael Spavor）相繼在中

加元用於加強與保護兒童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和加強對公眾的宣傳

國被捕，並被指控間諜罪名。弗裡蘭德說，她和王毅坦率交換了看法，雙方表

教育，1525萬加元用於給各省市警隊反網絡兒童色情犯罪單位配

示將保持交流渠道的暢通。拉布被任命為英國外交大臣後第一次出訪。在新聞

備更多的資源。

發佈會上，她還為英國政府在康明凱和斯帕弗案上所表示的“堅決而公開的支

戈戴爾指出，針對兒童的色情犯罪是報案率很低的領域，就是在

持”向拉布表示感謝。拉布

這種情況下2010年到2017年期間加拿大侵犯兒童的色情犯罪活動

兩個星期前剛剛被任命為英

案件還是猛增了288%，幼女和小女孩是性侵兒童犯罪的主要受害

國外交大臣。他星期二在

者；而現代電腦、網絡技術的發達讓兒童色情犯罪份子更容易跨

《環球郵報》上撰文說，英

國界犯罪、增加了警方破案的難度。

國和加拿大之間的聯系是如

加拿大聯邦政府負責公共安全事務的部長戈戴爾呼籲科技公司和

此緊密和深刻，用朋友和同

提供網絡服務的公司採取措施阻止兒童色情照片和視頻的傳播、

盟來形容並不合適，他更願

及時向警方提供兒童性犯罪分子的信息、及時銷毀兒童色情照片

意把兩國看作是同一個家族

和視頻等。戈戴爾還建議追究那些不予警方合作打擊兒童色情犯

的兩個分支。他還預言，脫

罪的公司的責任。

歐後的英國將和加拿大有更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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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摩 警 告 全球 經 濟 衰 退
中美貿易戰急轉直下，摩根士丹利警告，倘摩擦進一步升級，
環球經濟可能在九個月內出現衰退，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形容
現時金融環境是○九年來「最危險時刻」。與此同時，環球
央行紛紛減息或醞釀再「放水」，冀力挽狂瀾，令全球負孳
息債券規模周一首次突破15萬億美元大關。摩根士丹利首席
經濟師 Chetan Ahya 發表報告，指出貿戰升級風險高，環
球經濟前景傾向下行。該行相信，如果華府向所有進口中國
貨品徵收25%關稅達四至六個月，環球經濟將於三季內步入
衰退。Ahya指出，九月一日實施的新一輪關稅，當中三分之
二涉及消費品，影響較之前數輪徵稅嚴重，並指貿易關係緊
張已損害企業信心，以及拖累環球增長降至多年新低。他亦
提到，雖然環球央行尤其是美國聯儲局和歐洲央行，可能提
供額外政策支持，有助下行風險受到控制，但除非貿易政策
不明朗消除，相信不足以帶動復甦。
聯儲局理事布雷納德周一表示，她正密切注視金融市場情
況，並補充稱，當局目標是維持美國經濟在擴張的軌道上。
而基於中美貿易關係緊張，包括不再預期兩國可在明年美
國總統大選前達成協議，加上英國硬脫歐機會上升，高盛

修訂美息預測。高盛現時預期聯儲局今年合共減息3次，
其中十月減息0.25厘機會為50%，高過維持利率不變的40%，
減息半厘機會則有10%；至於美國九月減息0.25厘機會高
達75%，大手減息半厘機會亦有15%，只有10%機會按兵不
動。該行首席經濟師哈哲思認為，由於通脹在十二月時處
於約2%，相信聯儲局屆時將停止減息。此外，利率期貨顯
示，交易員估計聯儲局完成減息半厘的行動，由三日前估
計在明年一月，提前到今年十月，他們同時估計美國未來
十二個月將會合共減息1厘。
事實上，隨着中美貿易戰不斷升級，避險資金湧入債市，
令債息不斷尋底。其中，美國十年期債息錄得去年五月以
來最大單日跌幅，周一低見1.7075厘，跌穿一六年美國大
選前水平，期間十年期與三個月期債息出現「倒掛」
（inversion）現象，即長債孳息低於短債孳息，而且幅
度達32點子，為○七年以來最嚴重。據過往歷史顯示，債
息出現倒掛之後，經濟往往在未來一至兩年內步入衰退，
而且準繩度頗高，分別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險、二
○○○年科網泡沫爆破，以及○八年金融海嘯應驗，因為

被視為市場大凶兆。
除美國債息不斷向下外，環球各地債息近期更迭創新低，
澳洲十年債息周二首次跌穿1厘，曾跌12點子至0.968厘，
同年期愛爾蘭債息周一首見負數，德國十年期債息跌至負
0.516厘紀錄新低，而德國、荷蘭及丹麥的兩年期債息均
低於負0.8厘。另方面，據彭博巴克萊環球負孳息債券指
數顯示，全球負孳息債券規模於周一增加至15.01萬億美
元，當中，包括整個德債市場的孳息在上周轉呈負數。

貿 戰 激 化 油 價 恐 瀉 至 40美元
貿易戰升級引發商品市場需求減少的憂慮，原油、農產品
及工業金屬價格均受挫，拖累彭博商品指數上周累挫近2%。
美銀美林估計，美國對中國施加新一輪關稅，每日原油需
求將減少25萬至50萬桶，若中國採取報復措施，會進一步
影響原油供求，導致每桶油價下挫20至30美元。美銀美林
暫時維持布蘭特期油二○年每桶60美元的預測，但若中國
選擇向伊朗買油，布蘭特期油或跌至每桶40美元。
紐約期油上周四創四年來最大單日跌幅後，上周五反彈

3.17%，收報55.66美元，全周計累跌0.96%；布蘭特期油
收報61.89美元，全周累挫2.47%。倫敦期銅上周五挫2.8%，
收報每噸5,729.5美元，全周計累挫3.92%。相反，避險需
求帶動現貨金全周累漲1.54%，收報每安士1,440.6美元。
憂慮中國可能採取報復措施，美匯指數上周五反覆下跌
0.3%，收報98.074點，全周計幾乎持平。美元兌日圓收報
106.59，全周累跌1.92%。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重申，
政府不會干預匯市。

華 進 口 料 挫1 0 % 貿 盈 大減
中國海關總署及國家統計局將於周四及周五，分別公布的
七月份進出口數據及物價指數。在中美貿易戰及中外需求
受壓之下，外資行料七月經濟數據乏善可陳，其中以美元
計的進口跌勢將加劇，按年最多跌10%，整體貿易順差亦可能
再萎縮。大行更看淡同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
預料出現負增長，或創一六年八月後首次。摩根士丹利及
美銀美林均預期，內地七月經濟活動增長將轉弱。摩根士
丹利指，內地財政政策等一次性的利好因素消退、中美貿
易緊張局勢導致民營企業投資情緒疲弱，或拖累內地增長

轉趨溫和，包括工業活動可能明顯減弱，特別是中下游行
業面對外部需求疲軟的問題。該行續指，除中美互相徵收
關稅之外，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令外部需求受壓，尤其是歐
元地區，故料以美元計，內地七月出口跌幅擴大至2%。同
月進口增長由六月跌7.3%，放緩至下跌10%，主要受高基數
等因素影響，更關鍵是內地需求同樣疲軟，整體貿易順差
可能減少至419億美元，六月份貿易順差則為約510億美元。
與此同時，美銀美林指，七月內地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
可能按年升2.7%，但同月PPI料跌0.1%，因部分工業原料價

下行所致，摩根士丹利更料PPI跌0.2%。另方面，麥格理
指，內地經濟前景及政策仍未有好徵兆。基於七月底的政
治局會議反映政策沒大變，相信未來數個月內地經濟將放
緩，人民銀行雖可能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但幾乎不可能降
低基準利率。而貿易戰在內的不確定因素方面，更難評估
對經濟影響的持續性及損害。不過，該行指目前仍不是恐
慌的時候，因若有必要，估計內地決策者仍有能力加強刺
激措施。全球經濟衰退風險一旦加劇，內地可能促使貿易
戰再次降溫。

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雞肉味

牛肉味

幸福之選
泰國香米

媽媽牌即食碗粉

大廚牌魚露

雞嘜罐頭嫩菠蘿蜜

幸福比內牌
雜果糖漿

BC 芥菜仔

BC 上海白菜

美國哈密瓜

美國白油桃

合掌瓜

美國西生菜

BC 青豆仔

台灣椰菜

墨西哥韭菜

白蘿蔔

美國櫻桃

越南火龍果

袛限

好比牌米粉

李錦記
錦珍鮮味蠔油

雞嘜特選筍尖

原隻
$5.99/磅
清真

02

特級草羊

日昇牌
特級大老雞

新東食品
新鮮潮州粿條

新鮮
原條龍躉魚

叉燒肉

免治豬肉

兩袋
$16.99

原箱10隻

$5.99/隻

Halal

新鮮牛眼
肉扒(原袋)

雞嘜綠豆

日昇農場
椒鹽火雞翼
(2kg 袋裝)

Sunridge 店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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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認 定 中 國操 縱 滙 率 謀制裁
在人民幣兌美元於周一跌破7算關口之後，美國財政部迅速
把中國列為滙率操縱國，是25年以來首次，指摘中國採取
具體措施讓人民幣貶值，務求在貿易中獲得不公平優勢，
將聯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排除這些不公平做法。
人民銀行反駁稱，人民幣滙率由市場力量決定，重申不搞
競爭性貶值。市場人士相信，中美貿易戰加劇，美國此舉
很大程度是象徵意義較大，貿易戰會否擴大為貨幣戰，要
視乎中國是否放任人民幣進一步大幅貶值。
美國財政部聲明稱，財長努欽按照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指示，
正式把中國列為滙率操縱國，並批評中國長期以來持續大
規模干預人民幣滙率，近日更積極採取措施促使人民幣貶
值，目的是要在國際貿易中取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聲明
又表示，在人民幣破7算後，中國人民銀行（人行）發表
的文章提到「人民銀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政策工具，並
將繼續創新和豐富調控工具箱，針對外滙市場可能出現的
正反饋行為，要採取必要的、有針對性的措施。」這番論
述被視為中國公開承認對人民幣滙率擁有充分的控制權，
而且操縱貨幣的經驗豐富。

中國人民銀行（人行）發聲明回應，重申中國不存在滙率
操縱問題，一直實施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
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滙率制度，滙率由市場供求
決定。人行向來致力於維護人民幣滙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
基本穩定。對於跌破7算，人行重申今年8月以來，人民幣
滙率出現一定幅度貶值，主要是全球經濟形勢變化和貿易
摩擦加劇背景下，市場供求和國際滙市波動的反映，由市場
力量推動和決定。人行又強調，美國不斷升級貿易爭端，
中國始終堅持不搞競爭性貶值，沒有也不會把滙率作為工
具來應對；批評美國把中國列為滙率操縱國，是任性的單
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行為，會對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運行產
生嚴重負面影響，中國對此深表遺憾，並堅決反對。
新加坡銀行高級外滙策略師沈茂雄撰寫報告認為，美國原
定每半年一次關於主要貿易夥伴滙率政策報告，應在10月
才公布，如今提前採取行動是相當特殊。實際上，中國並
未完全符合滙率操縱的3項定義，包括該經濟體經常賬戶
順差佔GDP比重逾2%，以及在過去12個月內持續干預外滙
市場。在5月發表的上一份滙率政策報告，美國只是把中

國列為觀察名單。美國仍然要說服IMF指中國為滙率操縱
國，能否成功仍然有變數。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說，中美目前確實有從貿易戰
演變為貨幣戰的跡象，未來關鍵視乎中國是否放任人民幣
持續大幅貶值。以目前人行的聲明內容，以及偏強的人民
幣中價間，都在向市場釋出不想人民幣過度貶值的訊號，
相信現階段打貨幣戰的機會不大。

Ap pl e新 手 機 難 有 突 破 5G要等明年
蘋果公司（Apple Inc.）今季將推出新一代iPhone，分析
員料將會有三款新iPhone登場，兩款具備後置三鏡頭，一
款具備後置雙鏡頭，但缺乏吸引用家將手機升級的突破性
功能。而且全球熱議5G技術之際，Apple的5G iPhone尚只
聞「樓梯響」。

著名分析員郭明錤日前表示，面對Android手機逐步支援
5G網絡，預料Apple將於二○年推出5G iPhone。而今年新
一代iPhone配備三鏡頭下，可預計到明年的設計將大同小
異，只是看Apple會否再一次加大屏幕尺寸而已。Apple行
政總裁庫克亦坦言，就5G而言，該公司正處於極度初步階

由於智能手機和其他電子產品需求疲弱，打擊半導體等零
件的銷售，南韓三星電子第二季純利大幅倒退54%，至
5.06萬億韓圜，雖然好過預期的4.88萬億韓圜，但公司宣
布押後三年股東回饋計劃，消息拖累三星股價收市挫
2.58%至4.535萬韓圜。三星上季整體收入減少4%，至56.1
萬億韓圜，期內最賺錢的晶片業務，經營溢利倒退71%至
3.4萬億韓圜。不過，三星預期下半年記憶晶片需求將會
復甦，並且透露代工晶片業務方面取得新客戶訂單，惟沒
有透露詳情。
對於日韓早前爆發貿易戰，三星高層在分析員會議上承認，
即使日本並非禁運關鍵的化學原料，但新的出口程序造成
麻煩，並帶來不明朗。其他業務方面，手機部門上季經營

溢利銳減42%，至1.56萬億韓圜，主要是中低檔手機市場
競爭加劇，損害盈利能力。至於顯示屏業務，以及消費電
子部門包括電視機和家電，上季經營溢利分別為7,500億
及7,100億韓圜，前者受惠一次性收益及需求逐步回升。
HI投資證券分析員Song Myung-sup指出，雖然三星面臨很
多不利因素，但顯示屏業務正改善，料獲得更多來自蘋果
公司的訂單，未來亦開始受惠美國禁運華為手機。
三星將於下星期在紐約舉行最新旗艦手機Galaxy Note 10
的發布會，而摺屏手機Galaxy Fold則於九月正式面世。
不過，原定昨日披露三年股東回饋政策，三星以未來面臨
嚴峻挑戰為理由，押後至明年初才公布。三星又指，二○
年的資本開支計劃仍未完成，而由於宏觀環境不明朗，公

段。與此同時，Apple正致力將業務重點從硬件轉到軟件和
服務，計劃今秋推出原創電視節目和視像遊戲訂閱服務，
並計劃八月份推出信用卡。

三 星 受 累 日韓 貿 戰 純利倒退5 4%

數量有限

司會增加檢討投資計劃的次數。現代汽車證券高級副總裁
Greg Roh指出，外圍形勢愈益不明朗，包括雲端客戶的投
資及日本出口限制，影響三星的前景，迫使押後公布股東
回報政策，拖累股價向下。

數量有限

辣味

原箱
$3.99/磅

Halal

甜味

清真

美娜牌
免治雞肉

特級牛脷 (原袋)

海燕牌
去頭老虎蝦

急凍去腸肚鯽魚

布拉勤牌
菲律賓腸仔

多款選擇

幸福比內牌
米粉

海燕牌米粉

奧天瑪牌意粉

三象牌糯米粉

MT牌
多用途醬汁

東埠橋牌
黃冰糖

多款口味

甜品 用

亞萊地牌椰奶

袛限

中原牌咖啡粉

幸福牌秋刀魚

海燕牌烏頭魚

亞洲首選
雞肉煎餃

占士牌熱糖
麥香大饅頭

Sunridge 店
!

八五折

雀巢原味
咖啡伴侶

利勤牌芝士球
/ 芝士圈

好運原隻
貴妃雞

海燕牌多春魚

AAA牌
有頭老虎蝦

慧蘭素牌
阿根廷
紅蝦

智選牌
切花魷魚

海燕牌木薯葉

幸福牌
原條香茅

第一家牌
春卷皮(八吋半)

亞萊地牌
急凍椰子水

好運高級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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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OMFORT HEALTH DEPOT
(北面店，近 Deerfoot Highway)

亞 省長 者 政 府

福 利

所有65歲以上的長者，無需自付，均能獲得以下產品（些許條件限制）

只需攜帶醫療卡
免費

免費

免費幫助申請

免費
免費
免費

員 工保 險

福 利

訂製矯形鞋墊

34 Ave NE
32 Ave NE

12 ST. NE

DeerFoot Highway(N)

壓力襪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五︰10am - 6pm
星期六
︰10am - 5pm
星期日
︰12pm - 5pm

Raymond Lau

劉俊文（英、粵及國語）
手提：403-830-6728

raymondlau404@gmail.com

地址：#10-1216 34 Ave NE Calgary T2E 6L9
電話：403-984-0418
電郵：info@medicomfor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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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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 九、百家樂
撲克耍樂

應有 盡 有

自助餐包括︰
燻雞、薯蓉、時蔬、沙律及甜品

免費
參加

夏日角子機大賽

免佣百家樂並提供甩牌耍樂

350多部角子機、32張賭檯

時間由下午二時起 可贏取現金獎及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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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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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 日 全新推介 全 新 推 出餃子頭
出餃子頭盤
盤
Bibim Dumplings
韓式餃子（7隻）

Steamed Dumplings
蒸餃子 （7隻）

Gyoza Dumplings
日式餃子 （7隻）

冷麵半價優惠

50% OFF
$

原價

$

1500 特價

7.50

Bibim Cold Noodle

韓式冷撈麵

$

6

00
每款

Noodle with Cold Broth 濃湯冷麵

05

Oriental Weekly August 08, 2019

Calgary Dragon Boat Race & Festival
#paddlesupYYC

卡城龍舟節
August 9-11, 2019 / North Glenmore Park

免 費入場

特別項目
起步禮派對 (星期五)
乳癌協會大賽 (星期六)
慈善龍舟競渡 (星期日)

闔家歡樂園
流動美食車
啤酒樂園
文娛表演
場內備大量單車泊位
皇家山大學內特備
大量免費停車位及巴士接送
快閃市集（星期六、日）

H&W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為 你 搜 羅 最 新鮮及價廉物美蔬果
*所有特價貨品售完即止，廣告價格如有錯漏，以店內標示為準*

凡 購 物 滿 $ 3 0 即 可 獲 贈 1 個 網 瓜

BC Eggplant

1.28/lb
Yellow Nectarines

1.48/lb

1.48/lb

當地茄子

當地綠圓椒

BC Green Peppers

1.28/lb
黃油桃

1.48/lb

Black or Red Plums

黑或紅布冧

3.98/ea

Murcott Mandarins

周一至周五：9am-8pm

周六：9am-7pm

周日：10am-6pm

Seedless Watermelons
N
36 St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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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柑

34 St NE

提供批發送貨服務

Local
Green
Zucchini
Yellow
Nectarines

32 St NE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0.98/lb
當地意大利瓜

32 Ave NE

無核西瓜

本周特價
8月8日－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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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發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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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謹定於八月十九日（星期一）下午十二時三十分，在卡城華埠富麗宮大酒樓舉行新聞發佈會，屆時將有
多位政要及中西傳媒出席，並敬備午餐茶點招待。現誠邀以下各贊助單位及協辦單位各派兩位代表出席，費用
全免。如需額外門券，每張二十元正。

有意光臨參加者，請來電聯絡：
文偉建（403-850-6868） 夏來和（403-650-3773） 李烱輝（403-318-7723） 劉端河（403-809-2668）
以便留座及編排席位

大 會 另定於八月廿五日（星期 日 ） 下 午 四 時 正 ， 在 卡 城 洪 門 民 治 黨 禮 堂 舉 行 文 藝 晚 會
最後全 僑 會 議 ， 敬 請 各 界 踴 躍 參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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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城 龍 岡 親 義 公 所 北美中醫藥發展促進中心教育部
- 亞爾伯塔針炙中醫學院 亞省華人社團聯會 卡 城 黃 氏 宗 親 会

卡城中華協會

卡城華埠發展基金會

金紫音樂社

卡城海南同鄉會
卡城中醫藥協會

卡城洪門民治黨

漢聲音樂社

卡城洪門體育會

卡城洪門達權社

至孝篤親公所

卡城洪門振華聲

亞省華人社團聯會
- 王天賜 名譽顧問 -

加拿大中華醫藥聯合總會

卡城福建同鄉會

鐵城崇義會

密城華人聯誼會

錢有金博士

香格里拉協會

加中文化商貿協會

密城洪門民治黨

關榮光

卡城佛學居士林

列城洪門機耩

卡城越南華裔聯誼會

趙莉舞蹈學校

卡城華人專業人士與企業家協會

公正蔘茸行

東方藝校

卡城越棉寮華裔聯誼會

卡城馬氏宗親會

五邑同鄉會

黃泓夫婦

亞省中文學校
卡城龍珠會
卡城台山會館

美加樂建築裝修公司 卡城中樂推廣曲藝社

（贊助單位排名不分先後）

歡迎各社團及商號踴躍贊助國慶文藝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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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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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403-540-0631
傳真：403-286-6628
Emal：chan_joyce@shaw.ca

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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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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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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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000

單位Condo，地點好，近公園、輕鐵及大型商場。

誠聘 Thai Express
位於市中心Suncor Center
BP House、Centennial Place 及 MarketMall
誠聘有經驗炒鑊、收銀、執碼兼學廚數名
有意者請 致電A m y 預約見 面

東南 Sundance 獨立屋

西北 Evanston 獨立屋

兩層式，土庫裝修完成，2300多呎裝修面
積，共四睡房，三全廁，主人套房備噴射
浴池，屋後向南，光猛開揚，市府估值
$425,000。

兩層式，1560呎，三睡房，兩個半浴廁，
主人套房備特大衣帽間，主層9呎高樓底，
楓木地板，上層加建大廳，廚房花崗岩櫃
面，位於幽靜內街。

袛售 $398,000

C/S$458,500

市中心 East Village 柏文

東村 商住兩用單位出租

680呎，高層，兩房兩全廁，落地大玻璃窗，
市景盡入眼簾，石英廚櫃檯面，高級廚具，
設備齊全，大廳內設施齊備，
連一暖氣車位。

位於市中心，主層寫字樓715呎，上層

$449,900

一睡房單位700呎，合專業人士創業之
用，連一暖氣車位。

月租 $4,500

新東方天地商場旺舖出租

龍成商場旺舖出讓

全新舗位，月租$500至$800即可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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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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鐵城崇義會 (卡技利支會)
舉行成立九十七周年紀念慶典
卡城鐵城崇義會於八月四日（星期日）晚上，假座華埠富麗宮海鮮大酒樓舉行成
立九十七周年紀念晚宴。當晚筵開三十四席，共三百多位來賓出席，特別嘉賓包
括︰中國駐卡城總領事館高振廷副總領事、董彥領事；亞省文化、多元文化及婦
女地位廳長莉娜阿希亞（Hon. Leela Aheer）女士；亞省耆英及房屋廳長盤世寶
（Hon. Josephine Poon）女士、亞省精神及僻癮副廳長欒晉生（Hon. Jason Luan）
先生。從遠道而來的宗親代表包括︰溫哥華總會耆英會主席黃俠先生和域多利支會
主席林寶榮先生皆率領多位宗親光臨到賀。另有多個卡城社團、贊助商代表等。
官商雲集，盛極一時。
宴會開始時先由司儀郭鳴及李均亮致開幕辭，然後由卡技利支會雷煥儀主席致歡
迎辭，歡迎各位來賓蒞臨同賀慶典。他更強調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周年國
慶，卡城將有兩場場面盛大的文藝表演，希望各宗親及卡城市民積極參與。隨後
由溫哥華總會耆英會黃俠主席及域多利支會林寶榮主席先後上台致賀辭。接著由
中國駐卡城總領事館高振廷副總領事致賀辭，他熱烈讚揚崇義會在近百年對華人
社區的貢獻。三位亞省省議員包括︰莉娜阿希亞廳長（Hon. Leela Aheer）、盤世
寶廳長（Hon. Josephine Poon）及欒晉生副廳長（Hon. Jason Luan）亦先後致賀
辭，也帶來了省府對鐵城崇義會的祝賀與表揚。最後由崇義會卡技利支會耆英組
長雷燮賢先生致答謝辭。
晚宴除可共聚一堂品嚐美食與互相交流外，更可欣賞精彩文娛節目表演及幸運大
抽獎。當晚娛興節目包括︰崇義會合唱團的大合唱、不同團體及個人的歌唱及音
樂演奏等。而莉娜阿希亞廳長（Hon. Leela Aheer）更連同其令郎Akesh Aheer一同
自彈自唱兩首英文金曲助慶，各位來賓皆意猶未盡，樂而忘返。

卡城佛學居士林
本林謹訂於本年陽曆八月中旬
︵農曆七月中旬︶，於本林道場啟
建盂蘭勝會法會，誦經禮懺。

敬薦六親祖賢永生極樂

超度七世恩屬長住蓮邦

法會啟踐日期時間：

Tel:(403)276-3962

陽曆八月十三日
︵農曆七月十三日︶星期二開壇。

陽曆八月十四日
︵農曆七月十四日︶星期三。

陽曆八月十五日
︵農曆七月十五日︶星期四完壇。

一連三日，每日開壇時間由上午十時
至下午三時。並由即日起，接受附薦
先人靈位登記事項。

頌讚

先往者長安天國

後存者恒駐康年

卡城佛學居士林 謹啟

二零一九年七月廿五日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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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佛學居士林啟建
盂 蘭 勝 會

INDO-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Oriental Weekly August 08, 2019

叔八十大壽之喜

KEN

王楚荣
張生夫婦
潘生夫婦
丘生夫婦
葉生夫婦

莫生夫婦
李姑娘
Danny Chan
Tony Chin
Lucy Tang

Sonny Lau
Iris Butt-lau
An Tran
Anh Tu Ly
Ming Wu

Colleen Ng Jimmy Nguyen & Family
Maggie Mak
Jake Lin & Family
Kiet Ly & Family
Ken Yu
同敬賀
Kath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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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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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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國際新聞

8月7日 (星期三)

二零一九年

八月一日至八月七日

華列匯率操縱國 列根號闖入南海
中美貿易戰再度升級，人民幣兌美元
前日跌穿七算心理關口後，北京周二凌
晨宣布國企暫停採購美國農產品，及不
排除對近日新成交的美國農產品加徵關
稅。華府旋即強硬回應，宣布廿五年來
首次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美軍核動
力航空母艦列根號同日穿越南海，前往
馬尼拉。中方批評華府此舉損人害己，
奉勸美方迷途知返。
美農民組織：京停採購雪上加霜
中美新一輪經貿磋商甫結束，雙方角
力即再升級。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再向華
貨加徵關稅後，北京即宣布暫停採購美
國農產品。美國農業事務聯合會直指，
情況對本來就受貿易戰影響的國內農民
而言，可謂雪上加霜。
美台官員會晤商局勢 談政治軍事對話承諾
台海局勢陰晴不定之際，美國國務院政
軍局助理國務卿庫珀（Clarke Cooper）
於Twitter表示，周二在華盛頓與台灣駐
美代表高碩泰會晤，談及對美台政治軍事
對話的承諾。台灣的外交部回應稱，雙方
就彼此關切的議題保持密切溝通，未來會
繼續與特朗普政府保持交流。
美或亞洲部署陸基導彈 華警告勢必反制
美國上周正式退出與俄羅斯簽訂的《中
程導彈條約》，有指華府考慮未來數月在
亞洲部署陸基中程導彈抗衡中國。中方昨
指若美國在亞洲地區部署中程導彈，絕
不會坐視不理。俄羅斯總統普京較早前警
告，美國一旦研發可搭載核彈頭的中程導
彈，俄方不得不採取相同措施反制。
北韓再挑釁 2周第4次試射
朝鮮半島局勢再起暗湧，北韓昨清晨
從黃海南道發射兩枚飛行物，落入朝鮮
半島東部海域，是該國近兩周來第四次
試射戰術武器。朝方指控美國和南韓「
不顧北韓再三警告」進行聯合軍演，煽
動軍事緊張局面。華府及青瓦台表示會
繼續留意北韓舉措。中國外交部呼籲，
各方應珍惜來之不易的緩和局面，繼續
推動半島無核化。
印度爭議地域設直轄區 華怒斥損主權
中美關係惡化之際，印度亦在與華有領
土爭議地區，成立拉達克（Ladakh）中
央直轄區。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周二
指，此舉不會產生任何效力，促印方避免
採取導致邊界問題進一步複雜化的舉動。
美凍結委內瑞拉資產 西半球30年首例
為加強制裁委內瑞拉馬杜羅政府，美
國總統特朗普周一簽署行政命令，宣布
凍結所有委內瑞拉政府在美資產，並禁
止與其交易，是三十年來首次針對西半

球國家下凍結令。美媒報道，有關限制
措施，將與對北韓、伊朗、敍利亞、古
巴面臨的相似。
廣島紀念原爆74周年
周二是日本廣島原爆七十四周年，廣島
和平紀念公園早上舉行和平紀念儀式，首
相安倍晉三等政要及九十二國代表亦有出
席。廣島市長松井一實宣讀和平宣言，促
請日本簽署《禁止核武條約》。
台灣民眾黨成立柯文哲任主席
台灣台北市長柯文哲籌組的台灣民眾
黨，周二中午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舉辦創黨大會，黨名簡稱「民眾黨」，
柯當選首屆黨主席並發表演講，他強調
組黨是要改變台灣意識形態主導的政治
文化，讓市民在藍綠之外有另一個選
擇，會以人民最大福祉為宗旨，務實處
理兩岸關係。有台獨團體到場外抗議，
其中「台灣國」辦公室主任陳峻涵意圖
衝入會場被阻。
郭台銘王金平送花籃 惹結盟猜測
台北市長柯文哲周二舉行台灣民眾黨
創黨大會，鴻海前董事長郭台銘與前
立法院長王金平都送上藏頭詩的花籃
祝賀，引發外界關注「郭柯王」是否結
盟。獲國民黨提名參選總統的高雄市長
韓國瑜，其所送的盆花則祝賀柯生日，
但未提及台灣民眾黨。
反黑惡不力 新疆建設兵團遭中央點名
中央掃黑除惡督導組從上月廿六日至
周一展開第三輪督導，目前除西藏及黑
龍江，已有九個省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
團，收到中央督導組反饋，其中有官員
認為「不存在黑惡勢力」，被中央掃黑
督導組點名。
河北富豪雙重國籍 人大罷免
身兼河北省人大代表的大陸億萬富豪孫
翔，近日被揭發擁有雙重國籍，包括中國
以及加勒比島國聖基茨和尼維斯，後者仍
是台灣邦交國。河北唐山市人大常委會周
二決定罷免孫翔的人大代表職務。
港澳辦點名炮轟 幕後黑手必玩火自焚
港府修訂《逃犯條例》引發兩個月來
遊行示威衝擊不斷，近日更演變成暴力
衝突，甚至國徽被污損、五星旗亦被扯
下拋落海。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十日
內第二次就香港連串示威暴力事件發表
看法，指示威行動已演化成極端暴力行
為，手段不斷翻新，破壞性不斷加劇，
而幕後慫恿、支持激進暴力分子的則是
香港內外的「反中亂港」勢力，更點名
批評美國副總統和國務卿早前接見壹傳
媒黎智英，警告「玩火者必自焚，該來
的懲罰終將來到」。

8月6日 (星期二)

8月5日 (星期一)

兩韓或聯手經貿制日
日韓外交及經貿風波升級，面對日本連
番出招，南韓政府周一宣布，未來七年投
資七萬八千億韓圜，促進本地材料及設備
的生產，爭取實現一百大核心戰略貨品
國產化及自給自足，減少對日本的進口依
賴。總統文在寅明言，日本的經濟報復無
法阻擋南韓發展，更提出南北韓「和平經
濟」合作，一舉超越日本。
無視朝警告 美韓聯合軍演
南韓與日本的風波升級之際，一海之
隔的朝鮮半島局勢亦日漸不明朗。南韓
與美國無視北韓近日的「武力示威」警
告，周一如期舉行聯合軍演應對挑釁。
在這敏感時刻，美國新任國防部長埃斯
珀本周稍後訪問首爾，與韓方討論地區
安全問題。
傳北京反擊 擬停購美國農產品
中美貿易戰升級，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
宣布下月起對中國進口貨加徵關稅，中方
揚言採取反制措施。美媒披露特朗普漠視
幕僚勸阻，堅持這是最有效的方法，讓中
國滿足美方的要求；但有消息指中國將要
求國企買家停止購買美國農產品。
澳洲否認美欲部署陸基導彈抗華
美國退出《中程導彈條約》，考慮在
亞洲部署陸基中程導彈抗衡中國。澳
洲國防部否認美方提出在境內部署導
彈的要求，總理莫里森稱沒有收過類
似要求。
邪惡赤柬二號人物 農謝逝世
聯合國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周日宣
布，有「赤柬二號人物」之稱的農謝當
日逝世，終年九十三歲。法庭未有公布
農謝的死因，僅透露他在醫院離世。他
生前因干犯種族滅絕及違反人道罪名而
判囚終身，但從不承認指控。
王金平認晤郭台銘 達打拚共識
國民黨提名高雄市長韓國瑜參加明年
的總統大選，但黨內整合問題仍未解
決，表明參選到底的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周一證實，他曾與鴻海前董事長郭台銘
見面，又指兩人有共識一起要為台灣的
前途共同打拚。
林鄭怨斥示威者摧毀香港繁榮穩定
因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的風波持續
近兩個月，各區遊行示威、暴力衝擊、罷
工及大型不合作運動等一連三日癱瘓全港
交通及社會運作。而示威者的行動亦變本
加厲，以漆彈塗污國徽，又把五星旗拋落
海。特首林鄭月娥一直「龜縮」，至昨日
才聯同多名問責官員會見傳媒。林鄭批評
部分極端暴力分子將訴求變質，示威行
為已超越原有政治訴求，摧毀香港繁榮穩
定，對於有人形容現時是玉石俱焚，她就
指是把香港推向不歸路。

德州仇墨大屠殺 20死26傷
美國不足一日發生兩宗大型槍擊案，一
名白人至上主義男子上周六在西南部邊境
城市德州埃爾帕索 （El Paso） 一間超市
亂槍掃射，導致二十人死亡及二十六人受
傷，死傷者包括九名墨西哥人。槍手落網
後供稱「殺愈多墨西哥人愈好」，聯邦調
查局（FBI）循本土恐怖主義方向調查，但
半日後俄亥俄州有槍手射殺多人。
俄州13小時後 酒吧槍擊釀9死27傷
在德州白人槍手血洗超市後十三小時，
俄亥俄州代頓市一家酒吧外周日凌晨亦
發生槍擊，造成九死廿七傷。酒吧內屍疊
屍，猶如天災現場，槍手疑因無法進入酒
吧後，隔着門以AR-15半自動步槍掃射，警
員到場後擊斃他。惟有目擊者指，槍手是
被在場顧客奪去槍枝擊斃。警方指槍手有
穿避彈衣，並帶備額外彈匣。
法人示威 引爆警民混戰
法國南特上周六有一千七百人上街，悼
念一名因警方行動而墮河死亡的男子。示
威者遊行至警察總部抗議，但其後演變成
警民衝突，示威者放火和投擲物件，警方
施放催淚氣體和水炮驅散及清場，並以暴
力行為及持有武器為由拘捕四十二人。
月內三度 伊朗扣外國油輪拘7人
伊朗國營電視台周日報道，伊朗革命衞
隊上周三晚在波斯灣扣查一艘駛往阿拉伯
國家的外國油輪，船上全部七名不同國籍
的船員亦被扣留。這是過去一個月內，伊
朗第三度扣押外國油輪。駐巴林的美國海
軍第五艦隊表示，目前未能確認事件。
美要求安倍容忍北韓射導彈
北韓一周內三度試射新型導彈及火箭
炮，南韓軍方表明美韓如常周一起展開為
期半個月的「19-2同盟」軍演，強調演習
以防禦為主，亦有攻擊元素。消息指美國
總統特朗普為了美朝繼續無核化談判，要
求日揆安倍晉三容忍北韓試射短程導彈。
與日僵局持續 韓擬獨島軍演
日韓關係惡化，南韓政府消息人士周日
透露，軍方考慮月內在有主權爭議的獨島
（日本稱竹島）進行防衞演習，將較往年
更具進攻性。
香港示威反轉多區再堵紅隧
反修訂《逃犯條例》暴力衝擊愈演愈
烈，示威者昨傍晚開始反轉港九新界打游
擊，戰線遍布西環、銅鑼灣、灣仔、黃大
仙、將軍澳、觀塘及天水圍，其中示威者
繼前日兩度突襲紅隧堵塞交通後，再度快
閃式堵塞紅磡海隧港島入口，紅隧九龍往
香港亦封閉。大批防暴警發射催淚煙驅散
示威者，有警員持槍喝止，示威者逃離後
燒垃圾桶及到金紫荊廣場塗鴉，入夜後示
威者又轉戰東九龍及天水圍，烽煙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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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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 (星期六)

8月2日 (星期五)

8月1日 (星期四)

中國已非美最大貿易夥伴 特朗普：不要
公平協議
美國總統特朗普決定對餘下三千億美
元的中國進口貨加徵關稅後，美國商務
部上周五公布的今年上半年數據顯示，
中國不再是最大貿易夥伴，是二○一五
年以來首次。特朗普則再以關稅威脅中
國作更多讓步，並表明協議需要更好而
非只是公平。中方回應指將在貿易上與
特朗普對抗到底，並準備好反制措施。
特朗普玩歐盟官 戲言加汽車稅
中美貿易戰升級之際，美國總統特朗
普上周五宣布向歐盟出口更多免稅牛
肉，總值由一億五千萬美元增至四億二
千萬美元。他開玩笑稱向歐洲汽車加徵
25%關稅，令在場歐盟官員面露憂色。
王毅批美無資格指摘南海軍事化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上周五
不點名批評，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無端指
摘中國，質疑「一個在全世界推行軍事
化的國家，有甚麼理由和資格指摘別人
搞軍事化？」
美加快研發陸基導彈 制衡中俄
美國上周五正式退出《中程導彈條約》
後，美國國防部宣布加快研發條約原本禁
制的導彈。防長埃斯珀更希望數個月內，
在太平洋地區部署中程導彈，應對中國威
脅。總統特朗普也表明，任何新的管制核
武協議，應包括中國、美國及俄羅斯。
郭王會面 國民黨瀕分裂
距離台灣的總統大選尚餘不足半年時
間，國民黨卻面臨分裂危機。獲提名的
候選人韓國瑜昨日在桃園啟動首場下鄉
之旅之際，台媒引述消息指，脫黨參選
傳聞不斷的鴻海集團前董事長郭台銘，
當日早上與強調「參選到底」的前立
法院長王金平會面，但未談到以「郭王
配」合作參選。韓國瑜則表示，若黨內
分裂會使人擔心選戰結果。
旺角殺入尖沙咀 黑衫軍兩襲紅隧
香港反修訂《逃犯條例》暴力衝擊不斷升
溫，昨日「旺角再遊行」癱瘓半個九龍，
示威者更兩襲紅磡海底隧道。大批示威者
昨非法佔據油尖旺道路逾八小時，更一度
於傍晚時分突襲紅磡海隧逾一個小時，迅
即堵塞港九兩邊交通，成為紅隧通車四十
七年以來首次因示威活動被迫停運。至晚
上十時許，紅隧來往港九的車道再度被示
威者堵塞，令不少市民有家歸不得。警方
則在昨晚九時許兵分兩路展開清場行動，
分別由旺角及尖沙咀警署作驅散，期間施
放多枚催淚煙及即時制服多人，夜後警方
及示威者又轉戰黃大仙警署外對峙，各處
的清場行動至午夜時分仍未結束。

3千億華貨遭美徵稅10%
中美貿易團隊甫結束第十二輪高級別談
判，美國總統特朗普周四立即宣布對餘下
三千億美元中國進口貨品加徵10%關稅，
下月一日生效。他批評中國做事太慢，亦
未兌現購買美國農產品的承諾，揚言不排
除將關稅提升至25%。中方指一旦華府實
施加徵關稅，將採取必要反制措施，警告
後果由美方承擔。中國外長王毅則指這不
是解決貿易摩擦的正確方法。
北京：寸步不讓必反制
特朗普宣布對中國貨品再加徵關稅
後，身在泰國的中國外長王毅回應稱這
不是解決貿易摩擦的方法，更不是正確
方法。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昨日表示，美
方此舉嚴重違背中美元首大阪會晤的共
識，背離正確軌道且無助解決問題，中
方對此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美方若將
加關稅的措施付諸實施，中方將採取必
要反制措施。
美正式退出《中導條約》與俄罵戰
美國早前指控俄羅斯違反雙方於一九
八七年簽署的《中程導彈條約》，並於
周五宣布正式退出該條約。有美國國防
部官員透露，供日後研發及測試導彈的
資金快用罄，促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
切勿削減總統特朗普要求用於發展導彈
的九千六百萬美元撥款，否則只會助長
俄羅斯。
曼谷炸彈三連爆震動東盟會
泰國首都曼谷舉行東盟外長會議之際，
有傳市內至少十處地方周五出現炸彈或可
疑物品等事故，其中三個在一小時內連環
爆炸，造成至少四人受傷。面對爆炸威
脅，會議未受影響。總理帕拉育嚴厲譴責
事件，並下令展開徹查，又呼籲民眾毋須
恐慌。暫未有組織承認責任。
印尼7.4級地震 雅加達搖晃1分鐘
印尼爪哇島南部對出海域於當地周五
晚上七時左右，發生黎克特制七點四級
地震。首都雅加達有建築物搖動近一分
鐘，遠至峇里島也有震感。當局一度
發海嘯警報，指部分地區或現三米高海
嘯，呼籲沿岸民眾立刻前往高處避災。
文登省板底蘭地區至少廿二間民房倒
塌，料有傷亡。
遭日剔出白名單 韓同一措施報復
日韓就二戰強徵勞工賠償問題引發的
外交糾紛升級，日本政府周五決定，把
南韓剔出貿易優遇白名單，加強對該國
出口管制，新例將於本月廿八日實施。
今次為首次有國家被剔出日方白名單，
南韓表強烈反對，並將採相應報復行
動，把日本也剔出白名單。

聖戰王儲拉登兒子傳被殺
美國官員周三透露，恐怖組織阿蓋德已
故領袖拉登的兒子、「聖戰王儲」哈姆扎
（Hamza bin Laden）已經死亡。據指美
國與此事有關，但華府暫未證實死訊，總
統特朗普拒絕評論。分析指這勢進一步打
擊阿蓋德招攬新血，重整旗鼓的計劃。
庫斯納抵約旦 商500億中東和平細節
美國總統特朗普女婿、白宮高級顧問庫
斯納周三抵達約旦，展開在中東五國的訪
問，以商訂其總值五百億美元的中東和平
方案細節。與此同時，以色列內閣周二一
致通過，在約旦河西岸興建六千個以色列
人房屋，並罕有批准建造七百個巴人房屋。
美制裁伊朗外長 凍結資產
美伊關係持續緊張，美國周三宣布制
裁伊朗外長扎里夫，凍結對方在美國或
由美國公司控制的所有資產。當局同日
延長對伊朗核計劃的制裁豁免九十天，
中、俄、英、法、德五國可繼續與伊朗
民間核能項目合作而不受制裁。
拜登遭圍攻 反諷賀錦麗醫保
美國民主黨於當地時間周三晚上八
時，展開第二天的次輪總統初選辯論，
十名候選人繼續就醫保、移民、環境等
問題發表意見。支持度最高的前副總統
拜登遭圍攻，他努力為政綱和往績辯護
同時、亦積極攻擊支持度緊隨的加州參
議員賀錦麗。
王毅曼谷晤蓬佩奧商中美關係
在泰國曼谷參加東盟會議的中國國務委
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周四與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會面，討論中美關係、台海局勢等問
題。王毅會後表示無論有多少問題出現，
對中美兩國而言，面對面會談和合作是重
要的。另美媒消息指，美國總統特朗普已
下令官員回應香港示威時，注意言論審
慎，以免影響中美談判。
柯文哲組台民黨擬參選
台灣明年將舉行總統及立法委員大選，
被指有意角逐大位的台北市長柯文哲周
四證實，將於下周二成立「台灣民眾黨」
（簡稱台民黨），目標是進軍立法院，希
望為民眾提供藍綠以外的選擇，而他會在
九月決定是否參選總統。消息震撼台灣政
壇，競選連任的蔡英文總統呼籲各政黨團
結對外保護台灣主權，已獲國民黨提名參
選的高雄市長韓國瑜則表示尊重跟祝福。
傳大陸下月起恢復限制遊台團人數
大陸周四起暫停四十七個城市居民赴
台個人遊試點，引起台灣旅遊業界恐
慌。有業內人士向台媒透露，大陸將在
下月起恢復限制措施，縮減赴台旅行團
的人數，預料愈接近台灣的總統大選，
相關的限制措施將會愈嚴厲。

貿談告別上海灘 九月華盛頓
中美第十二輪高級別貿易談判周二在
上海揭幕，周三在西郊賓館正式展開磋
商。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會前發文炮轟中
國反口及採取拖延策略，令火藥味愈來
愈濃。有大陸官媒評論指，美方代表應
展示誠意，想跟中方談便不應無事生
非。是次中美談判歷時僅四小時，至下
午結束，中國官方電視台其後公布，九
月將在美國舉行下一輪談判。白宮其後
表示，中方確認會增購美國農產品。
美俄角力軍控條約3剩1 核武競賽勢加劇
美俄軍事角力有增無減，美國周五將
完成退出《中程導彈條約》的程序，意
味兩國三大核不擴散支柱只餘下快將到
期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但華府
鷹派官員稱很可能不會續約。總統特朗
普則希望與俄羅斯，達成全新軍控條約
裁減核武。
次輪辯論 桑德斯沃倫撐醫保失分
美國民主黨第二輪總統初選辯論當地
時間周三和周四晚上舉行，二十名候選
人分兩組參與。在首場辯論中，十名民
主黨人就醫保和移民問題唇槍舌劍，而
屬熱門人選的桑德斯和沃倫，同樣因支
持的「全民醫保方案」成為眾矢之的，
飽受抨擊。
約翰遜：若硬脫歐是歐盟錯
英國新首相約翰遜上任不久後即展開全
國訪問，他周二身處威爾斯時重申，英國
會在十月底限期前脫歐，若最終要硬脫歐
就是歐盟的錯。他又指英國留在關稅聯盟
及單一市場的過渡期可延至二一年中旬，
形容無協議脫歐的機會很微，但強調為硬
脫歐所作的預備不會白費。
大陸扼台咽喉煞停70萬個人遊
大陸文化和旅遊部昨日發出通告，稱
鑑於當前兩岸關係，今日起暫停四十七
個城市的大陸居民赴台個人遊試點。當
地旅遊業界叫苦連天，有業者認為大陸
此罕見舉動與明年一月台灣的總統大選
有關，預計現時至明年二月的赴台陸客
將銳減七十萬人，業界損失恐達三十九
億新台幣。台灣的總統府對此表示遺
憾，陸委會則指陸方未與台灣溝通，便
片面破壞協議，表示嚴正抗議及譴責。
傳柯文哲組黨 與郭台銘合作
尚未表態參加明年台灣總統大選的台
北市長柯文哲，動向備受關注。台媒消
息指，柯正在籌組「台灣民眾黨」，已
在內政部完成登記，將在本月六日、他
生日當天舉行創黨大會。市政府發言人
拒回應報道，稱將在今日對外說明。

一周國際新聞

8月4日 (星期日)

二零一九年

八月一日至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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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FFET RESTAURANT 自助 美食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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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9/位

$

1999/位
$
2699/位
$
3899/位
$
2799/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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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港同行 七城同心
逾三百卡城 市民大遊行聲援 香 港
香港人就反對特區政府「逃犯引渡條例」修訂所展開的
反送中運動至今已逾兩月，但仍方興未艾，各區集會示威遊
行，無日無之。逾三百位卡城市民響應香港之友號召，上周
日（8月4日）參加港加同行，七城同心聲援香港集會遊行。
集會於當日下午二時開始，約三百多位中外市民參
加，有些父母還帶同小孩作民主教育，更有幾位愛民頓
市民專程駕三小時車前來。現場參加者大都身穿著黑衣
，齊集在James Short Park草地上，各人高舉「香港要民
主」、「林鄭下台」、「光復香港」、「警黑勾結」、
「守護香港」等標語。
遊行前，大會以中英文發表《七城同行聯合宣言》。
宣言表示： 香港人自反對「逃犯引渡條例」修訂至今，特區
政府一直漠視民意，加上近月警察所使用武力升級，黑社會
疑似與警察和中聯辦合作打壓表達訴求市民，令所有保護香
港及堅守公義的香港人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們一眾居加港
人分別在溫哥華、卡加利、溫尼辟、多倫多、渥太華、滿地

可及哈里法斯七個城市集會遊行，為香港集氣，加油！」宣
言更強烈譴責香港警方勾結黑社會，釀成在元朗無差別襲擊
無辜途人及乘客，導致至少45人受傷，警方縱容包庇，不去
執法，另一方面，眾多的遊行示威者卻被無理控以暴動罪。
香港司法制度已崩壞，淪為掌權者打壓示威者的工具！宣言
更表示，如果香港特區政府繼續漠視民意，使用法西斯手法
鎮壓人民，必然會令社會更加撕裂，到時在香港生活的三十
多萬加拿大公民的生命財產必然受到威脅。我們將向加拿大
國會施壓，提出制裁香港政府的建議。
宣讀宣言後隨即開始遊行，遊行人士手持寫上「加
港同行，七城同心，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的中英文巨
幅橫額在前面引領，繞經唐人街遊行至中領館示威抗議，
沿途高叫口號。這次遊行，卡城警方特別派出兩部警車為
遊行隊伍開路，民眾感嘆加、港警察對待遊行示威人士判
若雲泥，故當遊行結束時，遊行群眾大聲向卡城警察說：
「Thanks you，Calgary Police！多謝卡加利警察！」

台北市青少年民俗運動訪問團
卡城演出傳播民俗運動之美
台北市青少年民俗運
動團上周到訪卡加利，並於
上周六（8月3日）於卡城中
華文化中演出，傳播民俗運
動之美，獲得現場觀眾一致
好評，大加讚賞。

麗珍、顧問陳建銘及領隊許
裕陞率團到加拿大訪問演出
。卡加利是該團的第二站，
他們之前已在溫哥華演出二
埸，之後還會到渥太華及多
倫多演出。

「台北市青少年民俗
運動訪問團」是由台北市政
府成立，至今已有32年歴史
，成員都是在台北各所國小
及國中學校，經嚴格甄選賽
中脫穎而出的學生。今年的
訪問團由台北市立西園國小
踢毽隊、台灣北市立大學附
設實驗國小跳繩隊、臺北市
立木柵國中扯鈴隊，三隊共
26位學生組成，並由團長楊

卡加利的演出由中加文
教協會及卡城中文學校聯合
主辦，台北市青少年民俗運
動團26位學生以精湛的技藝
演出踢毽、跳繩、扯鈴三項
民俗技藝，還加插以節慶為
主題的民俗舞蹈和以夜市為
背景編創的現代舞。各項演
出都非常精彩，獲得現場觀
眾如雷掌聲，一致讃好。

全體團員合照

左起：團長楊麗珍、顧問陳建銘、領隊許陞

團長(左)致贈錦旗

團員精彩演出

駐加台北經文處代表陳文儀到訪卡城
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陳文
儀，上周在一等秘書許佑福及駐溫哥華經文處
處長陳剛毅陪同下到訪卡加利。
陳大使於上周二（7月30日），假華埠銀
龍酒家宴請卡城僑社領袖、國會及省議員。這是
陳大使自去年六月抵加履新後第一次到訪卡加利
1 ，受到卡城僑胞熱烈歡迎。宴會開始前，陳大使
發表講話，他感謝卡城僑胞對台灣的支持，亦代
表中華民國政府向卡加利僑胞致意問候，今後將
加強與各僑社僑胞的聯繫，讓卡城僑胞更多瞭解
台灣現況，為僑胞提供更佳的服務。陳大使特別
強調，明年一月台灣將進行中華民國總統選舉，
歡迎加拿大僑胞回國投票，駐溫哥華經文處會為
2 僑胞提供投票各項所需的服務。
12

當晚出席者有：聯邦國會議員Pat Kelly MP
、Matt Jeneroux MP、亞省省議員 Prassad Panda
MLA、駐溫哥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組長陳
進益、卡城台灣同鄉會會長廖顯崇、中加文教
協會會長高頌涵、僑務顧問趙修琴、張燕秋、
黃盛松及張振龍等。
陳文儀大使表示，他雖然是首次到訪卡
城，但對這城市的美麗景色、完善的環境規劃
、僑胞的熱情，留下深刻印象，希望不久能再
訪卡城與大家見面。
相片說明：
1）陳文儀大使 (前右二) 與僑領及省議員合照
2）陳文儀大使與亞省省議員Prassad Panda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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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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RY HILLS

& FUNERAL SERVICES

安泰 火 化 及 殯 儀 服 務
Country Hills Crematorium is a locally owned funeral service
provider, offering compassionate care to the communities of
Calgary and area. As we serve them in their time of need.

安泰火化及殯儀服務由本地一班專業人仕組成，協助
卡城及鄰近地區有需要人仕處理一切繁瑣的殯儀事
務。在這段哀傷忙亂的路上伴你同行，為摯愛妥善安
排最後一程。

國際白眉合勁道

功 夫班 及 舞獅 班
招 收新 學 員
功夫班

舞獅班

白眉、詠春、北少林龍形
$10/堂（6堂起）
詳情請電：
Alex Wong 黃耀喜
403-973-9883
alex.wong@hupgingdo.com

免費教授
詳情請電：
Eric Hong 洪繼文
587-479-9593
eric.hong@hupgingdo.com

任何查詢：Brian Gee 朱振宇師傅
403-671-2888 brian.gee@hupgingdo.com

時代曲&流行歌曲
歌唱班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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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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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274-0576(24
(24 Hrs)
Hrs)
Website:
Website: www.countryhillscrematorium.ca
www.countryhillscrematorium.ca

Modern (Elegant) Building with Seating
Capicity of over 800 People
設施寬敞新穎，更設有可容納800人的大禮堂
Available 24 Hours-7 Days a Week
No Extra Charge for Weekend (Sat-Sun Service)

全天候24小時服務

周末不另加收費

* 提供一站式專業火化殯儀服務
任何信仰及宗教習俗儀式
本公司經驗豐富的團隊
皆能為你作出妥善的安排
* 安泰殯儀服務位於卡城北部
交通方便，車位充足
* 提供免費現場及電話咨詢
（包括一切相關服務及預先計劃安排）

11995-16 St N.E. Calgary, AB
(Country Hills Blvd 夾 Deerfoot Trail 北）

Email: info@countryhillscrematorium.ca
電話: 403-274-0576 Fax: 587-755-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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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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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周報 | 談加論政

張子豐

以人民幣“破 7 為窗口
淺析中美經濟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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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5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正式跌破7:1（7元人民幣兌換

然而在今天，面對中國大陸時，美國方面操作“剪羊

之局。大陸得到的最大好處，就如同前面所說，在於

1美元）“大關”。由於在此前數年內，人民幣匯率從未

毛”就有點沒底氣。這是因為大陸方面一直在有策略

穩住了出口板塊。隨著大陸人工成本的上升，大陸的

跌到如此之低，許多大陸人為此吃驚不已。大陸官方對此

地保護自己的外匯儲備。首先，大陸自身持有大量的

製造業風險已經日趨體現。許多原本在大陸開設的

發佈了聲明，但是僅表示“相信”人民幣的匯率能保持穩

美國國債。持有這些國債，一方面是因為大陸當局在

工廠（包括陸資在本土的設廠）已經紛紛遷往東南

定，而未對此事的原因或結果有更多表態，給外界留下許

對美長期出超（出口額多於進口額）的盈利之下，美

亞、南亞等地，這對大陸的製造業以及就業形勢都

多猜測空間。而人民幣大跌之後，美國一方又很快宣佈，

元存了很多，又不能在國內市場上用，只好買拿來買

構成了威脅。此次匯率波動，則短期內對穩住大陸

將中國大陸列入匯率操縱國（即便並沒有太多證據顯示此

外匯投資了（美國國債的信譽比大多數投資都是要好

的製造、出口、就業都有利。而大陸方面受到的主

次匯率波動是來自大陸方面的操縱），將此次匯率變動上

的）；但另一方面，這些國債也使得中國大陸更能應

要損失，即是人民幣購買力的下降。結合匯率管控

升到了貿易戰的高度。此次匯率變動的原因，各界有很多

對美元幣值波動的風險，畢竟我手裡也有不少美元，

的政策，遭到犧牲的，實際上是大陸居民的消費及

猜測。有人認為是有金融勢力在做空人民幣；而從中、美

若是你們操作幣值波動，我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

投資需求。而美國一方則在貿易戰中取得了機遇，

雙方的反應看，兩方也似乎都有理由去主導操作這件事

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其次，大陸長期以行政手段限

“名正言順”地又給大陸設了一个關卡。然而明顯

情。然而，說到具體誰在“操作”的證據，目前外界可以

制兌換美元以及其他外幣。這是一條極具爭議的政

的是，特朗普所提倡的製造業回流大戰略，又變得

觀測到的，近乎不存在。所以，這次匯率波動真正的原因

策，然而它實施的客觀效果是大陸在匯率波動面前，

不好辦了一點。誠然，此次匯率波動不見得會持續

究竟為何，只能通過今後的事態發展來觀察，作者在這裡

外匯儲備量一直保持穩定，也保障了大陸經濟對各類

很久，但是話又說回來，2020大選也不遠了。

也就不推測了。而作者認為，此次匯率波動事件最大的價

匯率波動的抵抗力。

從這些因素來看，此次交手，體現出了中、美雙方

值實際上在於，它身上體現了中美雙方目前的處境，以及

大陸實施這些政策已有一段時間，實際上是與美國的

目前面對的經濟形勢及主要挑戰。大陸目前的經濟

所面對的挑戰。

利益唱對台戲。所以，美國此次將中國大陸列入彙率

“中流砥柱”就是製造業，這是大陸目前不敢放手

眾所周知，美國非常喜歡俗稱“剪羊毛”的金融遊戲。這

操縱國，很可能已是蓄意已久。此外，我們還應該考

的一環，畢竟“中國製造2025”這種發展高端製造

種套利遊戲的基本運作，是利用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先

慮，人民幣對外匯率降低，是有利於大陸的出口的。

業的戰略，也是需要現有的產業基本盤才能展開

通過增發美元，使美元流入國際市場，然後再以加息等手

此次跌至1:7以下，對大陸的出口板塊來說，自然是短

的。因此，符合大陸的核心利益的人民幣彙率是走

段，促進美元撤離國際市場，回流美國。在美元流向海外

期性的利好，而這反過來又會影響到特朗普政府定下

低的，而不是走高的。大陸社會因此將繼續面臨居

時，海外的投資者手裡會拿到更多美元，做交易更方便，

的“消除美中貿易逆差”（美國從中國的進口額，多

民收入的購買力、居民的消費能力“卡脖子”的問

因此會傾向於進行投資。因此，美元增發，起到的是帶動

於對中國的出口額）、“製造業回流”（中國出口有

題，而在房價、物價上漲的形勢當中，這一問題將

海外投資市場的效果。然而，海外投資市場炒熱後，美國

競爭力，即意味著美國企業更願意將制造環節外包到

難以避免地威脅社會總體的穩定。在美國一邊，主

方面通常就開始催動美元的回流周期了。此時，一方面，

中國）等大政方針。大家都清楚，明年美國要大選，

要問題則是在產業空心化日益嚴重、僅靠金融扛大

美元會因為發行量減少而增值；另一方面，由於美元減

特朗普要爭取連任，而2016年特朗普競選時，在製造

旗的形勢下，美元的國際信譽必須得到保證。然

少，習慣用美元結算的海外市場上，融資會變得困難，因

業方面的選舉承諾還未得到有效兌現。至少，對特朗

而，在越堆越多的政府債務、日趨萎縮的地方產業

為金融機構搞不到美元了。這些原因綜合催化，便會引發

普自己來說，無論匯率下跌背後是甚麼原因，在這個

面前，美國不但維持經濟結構吃力，社會形勢及政

海外市場的經濟衰退，許多投資演化成不良資產。這個時

時候對大陸下個手，既可以在貿易戰中取得一點先

局也正變得愈發不穩定。可以想見，在這種亂像當

間點上，美國資本就可以趁機進入海外市場，收購這些

機，也可以維護自己的形像，為爭取連任加分，如此

中，如何穩住美元信譽以及其世界貨幣的地位，將

“不良資產”，進行利潤收割了。通過這樣的操作，美國

好處多多，給我一個不動手的理由？

是美國後續最重要的戰略問題之一。

曾沒少從海外新興市場身上牟利。

匯率變動引發的這一輪交手，中美雙方皆是有得有失

本專欄内容僅屬作者個人意見，與本報立場無關

東方

歡迎登入Oriental-CZ.blogspot.com或電郵至zifengz1992@gmail.com，與專欄作家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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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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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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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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TOWN STREET FESTIVAL 2019
統籌：華埠促進會

本

“
兒童

年

絲

主

綢

題

之

路

”

8月17日
（星期六）

11am-7pm
地址：東南1街夾2及3大道

免費入場 風雨不改

區
畫
壁

*多元文化民族表演
*Calgary Flames “Family Fun Zone”
*國際美食攤位
* 啤酒樂園
* 文 化 / 手工藝/
商品展銷攤位

隊
焰
火
城
卡
樂區
歡
家庭

展銷攤位全部租出
多謝支持

銀贊助

白金
白 金贊 助

媒體支持

銅 贊助
卡城華埠發展基金會

www.orientalweekly.

net

周
報

Korean Weekly News

80ATE 中 印 和 菜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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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esday-Friday
99每
位
星期二至五

備
款精選客家菜
及印度美食供選擇
14

$

16

Saturday&Sunday
9 9每
位
星期六/日

*加設多款特色小食*

推廣期間買3 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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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7 - 112 Avenue NW, Calgary, AB T3R 1R8
Tel : 403.296.960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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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