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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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助美食餐廳全面開放
依足防 疫 衛 生 條 例 ， 服 務 加 倍 細 心 ！
$

7.99
每天

9:30~11am
供應

天天
超值早餐

$

每天

11am~2:30pm
供應

汎亞
美食之夜

28.99

$

逢星期三
5~10pm
供應

17.99

天天
精選午餐

海鮮
美食之夜

39.99

$

逢星期四
5~10pm
供應

$

21.99

逢周一、二
5~10pm
供應

29.99

$

逢周五、六、日
5~10pm
供應

主廚
特選晚餐

燒焗
牛排之夜

（以上價格未包括GST及小費）
*PRICE EXCLUDE TAX AND GRATUITY. 18% GRATUITY FOR GROUPS OF 6 OR MORE.
All daily features include regular tea, regular coffee or fountain beverages. All other beverages are chargeable. Items subject to change. Pictures may not replicate actual items served.
Allergy Alert: For any food allergy questions or concerns, please speak with your server prior to or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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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purchase necessary. Prizes are awarded as is, no prize substitutions. Winners must be 18+.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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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免費獲贈洋蔥三磅

0.98/lb

1.48/lb
無莖百加利

Broccoli
Crowns
LE Cukes

Cara Cara Oranges

1.48/lb

紅肉甜橙
Yellow Freestone Peaches
Yellow Nectarines

黃肉桃

1.68/ea
西芹

Celery

for 6

12.98/ea

0.88/lb

Lemons
BC Blueberries (5 lb)

BC 藍莓 (5磅)

意大利瓜

粟米

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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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l Green Cabbbage

34 St NE

提供批發 送 貨 服 務

Zucchini Squash

0.58/lb
32 St NE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2.98

因 疫情關係，本報暫時改為
網 上電子版，繼續為各界服務 。

32 Ave NE

本地綠葉椰菜

本周特價
7月23日－7月29日

www.orientalweekly.net

周
報

Oriental Weekly July 23, 2020

THURSDAY

FRIDAY

星期四

全球首例 母胎盤播疫誕新冠男嬰
法國一名女子懷孕時確診新冠肺炎，胎兒出生後
出現相關症狀，其後證實染疫。醫生認為胎兒在
母體內經胎盤感染，相信是全球首宗證實的同類
病例，但指孕婦毋須過度擔憂；研究前天刊在學
術期刊《自然通訊》。
美稱疫苗觸發免疫反應 將人體測試
美國生物科技公司Moderna前天公布，與美國
國家衞生研究院合作研製的新冠肺炎疫苗，初步
證實能夠觸發所有受測試人士的免疫反應，因此
本月底將會進入最後階段的人體測試，以驗證疫
苗是否對病毒有足夠效用。
研究：病毒殃及全身器官難復原
新冠病毒蔓延全球，隨着人們抗疫的時間愈長，
科學家對病毒的了解亦逐漸加深。意大利醫生最
近根據臨床判斷指出，病毒引起的不一定是呼吸
道症狀，這令人更擔憂病毒可能會侵襲身體其他
器官所造成的併發症。
英媒：歐盟低估 致意大利孤立無援
意大利是歐洲最先爆發新冠肺炎疫情的國家之
一，該國政府早前曾批評歐盟「見死不救」。英
國《衞報》昨天分析指，歐盟低估疫情、防護裝
備不足及英國脫歐令視線轉移等，導致意大利陷
入抗疫孤立無援的境地。
法國嚴令商店超市教堂須戴口罩
前天是法國國慶日，在新冠肺炎陰霾下，國內部
分地區放寬防疫措施後疫情反彈。總統馬克龍宣
布下月一日起強制在室內公共場所，包括商店、
超市、教堂等必須戴口罩，而目前只要求民眾使
用公共交通時戴口罩。
美死亡個案直逼14萬 白宮照玩抗疫政治化
美國累計三百五十四萬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個案
逼近十四萬宗的大關。惟疫情日趨嚴重之際，特朗
普政府突然架空抗疫前線的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下令各地醫院昨天起改為直接向衞生及公共服務部
提交疫情數據。專家批評此舉如同把科學政治化，
並在抗疫工作方面把疾控中心排除在外。
印尼洪災淹村21死46人失蹤
印尼南蘇拉威西省近日下起破紀錄的暴雨，引發
河水氾濫成災，淹沒北陸屋縣兩個鄉鎮的多條村
莊。當地官員周三公布，洪災中至少廿一人死
亡，另有四十六人失蹤。水災期間最少數千名居
民需要緊急撤離，泥石堵路令多地交通處於癱瘓
狀態，阻礙救援。

SATURDAY

星期五

拜登民調贏15個百分點 特朗普炒競選經理
新冠肺炎疫情左右美國大選形勢日趨明顯，總統
特朗普在最新民調落後民主黨參選人拜登十五個
百分點，差距是自去年十月以來所有民調中最
大。面對選情處於下風，特朗普前天臨陣換將，
撤換競選團隊經理救亡。
美多州勒令戴口罩 俄州州長確診
美國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嚴重，多個重災州份前
日重新執行防疫措施，包括限制聚集人數及要求
民眾戴口罩等，有主要校區亦宣布新學年透過網
上授課。俄克拉何馬州州長斯蒂特（Kevin Stitt）
確診染疫，是美國首位中招的共和黨州長。
美擬用緊急法 制裁TikTok微信
中國社交媒體如抖音國際版TikTok及微信，被美
國政府指控威脅國安，正考慮封殺。白宮幕僚長
梅多斯前天透露，數周內公布限制措施；據報將
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允許總統特朗普
制裁構成威脅的企業。
澳洲失業率7.4%未見頂
澳洲人口第二多的維多利亞省昨日急增三百一十
七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創下單日新高；省長安
德魯斯指，封城實行一周以來，確診數字需一段
時間才能回落。澳洲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失業
率由五月的百分之七點一升至七點四，創下二十
二年來新高。
馬克龍力谷青年就業 提供70萬職位
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機下，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將
從暑假後的九月開始，優先推動青年就業計劃，
預計屆時勞動市場可提供三十萬份工作合同，將
有七十萬名青年可找到職位；總理卡斯泰將在下
月底公布詳情。另外，法國政府宣布由下周起，
民眾在室內公眾場所必須強制性戴上口罩。
漢光演習台軍直升機墜毀兩死
台灣漢光演習昨日第四日舉行，台軍一架
OH-58D戰搜直升機演習期間於新竹空軍基地墜
毀，現場冒起大量黑煙，兩名軍官送院途中死
亡。國防部成立專案小組調查墜機原因，並要求
該型直升機暫停執行任務。
中印糾紛未達共識 傳解放軍拒撤出
中印日前就化解邊境糾紛而舉行的第四輪軍長級
會談，據指未達成共識，原因是解放軍似乎不願
意撤出班公湖手指區域（Finger area），擔心
撤軍後印軍會利用其位於溫泉地區的十七號和十
七A號巡邏點，取得戰術上的優勢。

星期六

美雙航母再闖九段線 挑戰華主權
美國周一宣布拒絕承認中國的南海「九段線」主
權主張後，美軍隨即有所調動，周五在南海部署
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是本月在區內第二場「雙
航母」行動；同日也在外圍的關島部署轟炸機，
加強對華的軍事施壓。
美司法部長 批評美企靠攏北京
中美關係持續緊張、美國總統選舉臨近之際，美
國司法部長巴爾前天發表措詞強硬的演說，指美
國在各方面不應向中國靠攏逢迎，以免受制於對
方；又稱「雙贏在中國意味中方贏兩次」，警告
美企小心中國的野心。
扭曲人權政策 蓬佩奧捱轟
美國屢就人權問題指摘中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前天在費城發表演講，指華府的人權政策應聚焦
宗教自由及財產權，以彰顯美國立國者的原則。
輿論批評這將令美國與現代人權觀念，如女權及
性小眾平權漸行漸遠。
再增5本土病例新疆戒炎
新疆自治區時隔一百四十八天後，前日出現一宗
新冠肺炎本土確診個案。新疆衞健委昨日公布，
截至中午十二時再新增五宗確診個案，兩日累計
六人確診，並有十一名無徵狀感染者，均在首府
烏魯木齊市。受疫情影響，烏魯木齊市地鐵一號
線停運，機場取消多班航班，出入人士須出示七
天內核酸檢測陰性（不帶病毒）報告。
美單日7.5萬新症 本月七度創新高
美國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嚴重，周四新增七萬五千
人確診，本月第七度打破單日新高紀錄。衞生研究
院過敏症及傳染病研究所主任福奇警告，美國人如
不團結抗疫，單日新增確診可能很快會超過十萬。
維省新增428確診 再添3亡魂
澳洲維多利亞省昨新增四百廿八宗新冠肺炎確
診，為連續兩天創下單日新高；省內同日增加三
宗死亡病例。毗鄰的新南威爾士省連日來亦有多
宗社區感染個案。當局宣布，將於下周五起恢復
嚴格限聚令，以防疫情反彈。
巴西日均千人疫亡 官員嘆民眾麻木
新冠肺炎在南亞肆虐，印度感染人數昨天突破一
百萬人，確診病例數量全球第三多，僅次於美國
及巴西，該國累計超過二萬五千人病歿。疫情全
球第二嚴峻的巴西，累計患者人數已經超過二百
萬人，合共七萬六千人死亡。當地每天都有超過
一千人病歿，前衞生部長曼德塔形容，這樣的死
亡數字就像每天有幾架載滿巴西人的客機失事墜
毀，但是嘆道人們對此已經變得麻木。

一周國際新聞

SUNDAY

星期日

全球4天確診狂飆 每小時萬人中招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短短四天內激增一百萬宗
確診病例，意味平均每小時有一萬人確診，截至昨
天累計逾一千四百萬人染病，死亡人數更突破六十
萬。美國疫情仍是最嚴重，據報白宮把十八個州列
為「紅色區域」（red zone），建議這些州份暫停
重啟經濟活動，並採取更嚴厲防疫措施。
德州家長擬開派對 為子女製造群體免疫
美國疫情失控，加上華府希望盡快復課，令家長擔心
子女染病的風險增加。美媒前天報道，德州北部一個
家長社交網群組最近討論，是否應安排子女與患者聚
會接觸而染疫，以達到兒童群體免疫的效果。
世衞指巴西疫情趨穩 籲防反彈
巴西疫情嚴重，至今累計確診病例已突破二百萬人
關口。世界衞生組織（WHO）前日表示，當地疫
情已趨穩定，鼓勵總統博爾索納羅迅速採取行動。
墨爾本逾500人 違居家令接告票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反彈，澳洲維多利亞省墨爾本
上周三起實施封鎖措施。當地警方於過去數天，
對違反居家令的市民發出逾五百張告票，罰款總
金額更超過八十八萬澳元。
烏魯木齊掀疫潮 進入戰時狀態
新疆自治區前日至昨日新增十六宗本土確診個
案，連同上周四首宗個案，三天內出現十七宗確
診。首府烏魯木齊市昨日宣布進入「戰時狀
態」，全面展開流行病學調查、停止舉辦聚集活
動及社區實施封閉管理。國家衞健委派出專家組
往新疆調查，湖北省武漢市、四川省及江蘇省亦
派出醫療隊，支援新疆的病毒檢測。
北京12天無新症 風險降低
北京市昨日新增一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已連續十二
天沒有新增確診個案。豐台區馬家堡街道連續十四
天無本土感染新症，由中風險地區調整為低風險地
區，全市僅有豐台區花鄉地區為中風險地區。
東京連續三天 單日新增破二百宗
日本東京都疫情嚴峻，昨日新增二百九十宗確診
個案，連續三天單日新增逾二百宗新症。沖繩縣
的美軍普天間基地再多兩人確診，累計出現一百
四十三宗相關感染個案。
南海升溫 中美增兵遙距對峙
美國拒絕承認中國的南海「九段線」主權主張後，
美軍兩艘航空母艦再駛入南海演習，令局勢再度緊
張。美媒前日引用衞星圖片顯示，解放軍在西沙永
興島機場上，部署了八架作戰半徑足以覆蓋南海的
殲11B及殲轟7「飛豹」戰機，數量為歷來最多。與
此同時，美軍從本土增派兩架B1B轟炸機到關島，
令當地同類轟炸機數量增至四架。

NEWS RE P O RT
2020年7月16日 ~ 7月22日

牛肉 味

仙女牌泰國香米

惠豐牌即食麵

海燕牌特級魚露

東埠橋牌冰片糖

Sparks農場細雞蛋

牛油果 (大) [墨西哥產]

青檸 (大) [墨西哥產]

華盛頓黃粟米

BC 藍莓 (2lb)

蜜柑 [澳洲產]

黑布冧 [加州產]

中國紫心番薯

青蔥 (中) [墨西哥產]

長豆角 [加州產]

原條西芹 [加州產]

特大無核青提子 [墨西哥產]

BC 上海白菜

海燕牌沙河粉

三小姐牌沙河粉

潘泰諾華星牌蠔油

楓葉牌熱狗

新鮮原條龍躉

游水明蝦

中

多款口味

袛限
Sunridge店

4 Da
July 2ys Only
4
只限四 - 27
天

原箱

新鮮牛腩

02

新鮮特級豬腱

$1.49/磅
新鮮特級雞腿
Chicken Drumstick
Family Pack or $1.49/lb
for whole case lot

新鮮牛眼肉扒 (原袋)

特級牛仔骨

大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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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TUESDAY

星期一

華為復仇控侵權 勢重創美3科企
美國加強多方位封殺中國科技巨企華為之際，報道指華為醞釀向
美企「復仇」維權，包括對美國電訊巨擘維里佐（Verizon）及
其供應商思科和惠普，在美國提出專利侵權訴訟；三間美企一旦
敗訴將承受巨額賠款。
英國拉攏日本 協助建設5G
英國傳媒上周六報道，英國政府曾私下告訴中國科技巨企華為，
該國禁止對方參與5G網絡建設，部分原因是受到美國壓力。英
國政府發言人重申，有關決定是基於技術分析；華為則拒絕評論
與英方官員的會談內容。而日媒亦報道，英國正尋求日本助建
5G網絡。
TikTok傳擬脫母公司 倫敦設總部
英國傳媒上周六引述消息人士報道，中國影片分享網站抖音海外
版TikTok過去數個月一直與英國政府磋商，考慮把公司總部設在
該國首都倫敦，作為脫離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的其中一個戰略，
但暫時未有任何決定。
抗疫無方 特朗普認衰不再現場拉票
新冠肺炎疫情左右美國大選，形勢日趨明顯。美國廣播公司與
《華盛頓郵報》昨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總統特朗普落後民主黨
參選人拜登十五個百分點。他亦在疫情前「認衰」，發誓不會再
舉行任何現場競選集會，並再次以「中國病毒」稱呼疫情。
美再有兩棲艦起火
美國海軍兩棲攻擊艦理查德號的大火上周四撲滅後，姊妹艦基薩
奇山號翌日也起火，工人燒焊時產生的火花引發火災；幸好火情
監測員眼明手快及時救熄，阻止火勢蔓延，未有重蹈理查德號的
覆轍，軍方下令負責維修的公司停業整頓。
金正恩促加強戰爭遏制力
兩韓關係破裂之際，北韓勞動黨上周六舉行第七屆中央軍事委員會
第五次擴大會議，領袖金正恩主持會議，指示要加強北韓的戰爭遏
制力。擴大會議亦商討加強指揮官對政治工作人員教育及指導問
題，提出解決方法，並談及主要編制指揮成員任免的組織問題，未
來或有組織內部變動。金正恩亦簽署通過多項核心任務命令。
歐盟峰會 1.85萬億復甦方案無共識
歐盟領袖上周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特別會議，廿七個成員國
未能就總值一萬八千五百億歐元的經濟復甦基金及預算案達成共
識，延長會議一日至周日。
疫情復熾 日擬檢討放寬社交措施
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有捲土重來之勢，周日東京都新增一百八十
八宗確診個案，大阪府則新增八十九人確診，神奈川縣亦有三十
人確診，全國累計單日至少新增五百一十一人確診。經濟大臣西
村康稔指，將重新檢討原定下月啟動的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公然插手兩岸 美政客擬提案 授權特朗普出兵 助台抗武統
中國大陸與美國關係緊張之際，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
亞太小組主席約霍（Ted Yoho），上周五受訪時表示，美方對
台灣做得不夠多，本周將在眾議院提出《防止台灣遭侵略法案》
（Taiwan Invasion Prevention Act），授權總統動用武力應對
中國大陸武力犯台。台灣的外交部昨日對此表達感謝。
第二艘國產航母 加緊組裝
中國第二艘國產航母003雖然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減慢了進度，但據
指已開始進入組裝，可望在明年上半年完成，並計劃於二○二四年
服役。報道稱，該航母將配備正加緊研發的中國第五代隱形戰機
FC31作為艦載機，而該機加入海軍的型號據稱已被命名為殲35。
尼米茲號參與印度軍演 挑釁中國
中國與印度早前在有主權爭議的拉達克地區爆發衝突，令地區局
勢加劇。近日在南海演習的美軍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轉往印度
洋，昨日及今日在安達曼-尼科巴群島附近與印度海軍展開聯合
軍演，向中國釋出強烈的戰略信號。
劉曉明：英拒用華為 如拒絕未來
英國上周二宣布分兩階段禁用中國科技巨企華為的5G網絡設備
後，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近日接受英國媒體網上訪問表示，英
國拒用華為等同拒絕未來。
特朗普終認抗疫犯錯
美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逼近三百九十萬、超過十四萬人死亡。多
州疫情持續擴散，惟總統特朗普上周五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表
示，不認同疫情正在惡化，強調情況很快會受控。他承認自己在
抗疫工作上有些犯錯，但他「最終都會正確」；又重申不支持全
國口罩令。
歐盟馬拉松式峰會 未減經援分歧
原定上周六結束的歐盟峰會於周日加開一日，成員國經過一整夜
的會議後，至周一清晨仍未能就應對新冠肺炎的七千五百億歐元
經濟復甦基金達成共識。與會領袖暫時中斷馬拉松式峰會，昨日
中午恢復會議，是近廿年以來最長的峰會。
印度單日4萬確診 洪災添亂
印度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前日新增近四萬宗確診，創下爆發疫情
以來的單日最高數字，至今累計逾一百一十二萬人染疫、逾二萬
七千人病歿。其中馬哈拉施特拉邦、德里及泰米爾納德邦的確診
數字佔全國總數超過一半。
日本多縣憂播疫
日本新冠肺炎死亡人數昨日破千，多縣知事周日就疫情舉行視像
會議，多人決定要求中央政府，將更多地方從本土旅遊振興計劃
「Go To Travel」中剔除。另外，日本政府開始正式探討，修改
應對疫情擴大的特別措施法，加強政府的法律權限。
廣東經濟復甦 下半年更強
廣東省統計局前日公布上半年經濟運行情況，全省生產總值
（GDP）逾四萬九千二百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同期下跌百分之二
點五。隨着疫情有效控制，零售和餐飲收入有改善，跌幅較首季
分別收窄四點五個及九點五個百分點。

一周國際新聞

Halal
新鮮牛柳

金燕牌東莞米粉

辣味

星期三

選情不利打倒自己 特朗普轉軚補鑊戴口罩愛國
美國新增六萬二千宗新冠肺炎病例，累計感染人數逼近四百萬大
關。面對五個月以來日趨嚴峻的疫情，加上十一月大選形勢不樂
觀，為救選情，總統特朗普「打倒昨天的我」，前天作出至今對
戴口罩的最強支持，形容這是愛國表現，呼籲國民跟隨。
特朗普倡免薪俸稅民主黨唱反調
疫情嚴重衝擊美國經濟，華府正分別與共和及民主兩黨商討總值
一萬億美元的新一輪刺激經濟方案，總統特朗普前天堅持減免薪
俸稅及派錢，但民主黨反對，雙方翌日繼續討價還價。
美聯邦人員或進駐多個城市遏示威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美國之際，國內多地繼續爆發反警暴示威。總
統特朗普前天點名批評多個由民主黨籍市長管理的城市，秩序失
控的情況比阿富汗更差。他揚言將派聯邦人員到這些地方執法，
平定持續多時的示威。
世衞籲各國抗疫勿以偏概全
全球累計一千四百八十萬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個案逾六十一萬
宗。世界衞生組織前天表示，支持以戴口罩作為防疫策略，但不
能代替其他公共衞生措施；又指北韓本月初有逾一千人檢測，無
人帶有新冠病毒。
外國人搭機赴神州須領無染疫證明
為了降低新冠肺炎疫情跨境傳播風險，中國外交部、民航局及海
關總署前日宣布，即日起所有乘搭來華航班的乘客，不論國籍都
必須出示五天內發出的無染疫核酸檢測證明，才可以登機；如果
乘客提供虛假證明及資訊，須承擔法律責任。
歐盟達共識1.85萬億撐經濟
歐盟成員國領袖歷時五日的馬拉松峰會後，昨日清晨就總值一萬
八千五百億歐元的預算案及經濟復甦基金達成共識。受利好消息
刺激，歐洲股市早段向好，英國股市升百分之零點三九，法國股
市升百分之一點零五。
140駐日美兵染疫沖繩佔90%
日本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東京都昨日新增二百三十七人染疫，時
隔三天再出現單日確診人數超過二百人，都內累計近萬宗確診。
駐日美軍司令部公布各個基地的感染人數，截至上周四十個基地
共一百四十人呈陽性（帶病毒），沖繩縣基地佔當中九成。
巴西內閣再多兩成員確診
巴西累計確診破二百一十萬宗，超過八萬人死亡。總統博爾索納
羅內閣再多兩名成員前日確診，染疫的內閣成員增至五個。
美指侵犯維族人權 11華企列黑名單
美國就新疆人權問題展開的制裁進一步擴大，美國商務部前日宣
布將十一間中國公司列入美國經濟黑名單，施加制裁，並指它們
跟中國政府侵犯新疆維吾爾族人權有關。至於早前被美方制裁的
四名新疆官員近日接受官媒採訪，指自己為遭美方制裁感到榮
幸，同時表明無意前往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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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箱
$12.99/磅

清真

新鮮羊肩肉

THURSDAY

星期二

好比牌米粉

海燕牌原條大眼雞魚

勤柏文牌意粉

多種選擇

越金牌去頭白蝦

海燕牌米粉

珍舒牌醬油

原味

甜味

碧瑤牌菲律賓腸仔

雞嘜鹹酸菜

袛限
Sunridge店

美佳牌茄汁沙甸魚

幸福比內牌椰果 (紅/綠/白)

Sun Tropics 果汁

海燕牌去頭鯰魚

幸福比內牌吞拿魚

飛瑪牌小沙甸魚

多款口味

Kiwi 刨皮刀

好運日式手卷

好運提子餐包 (12個)

海燕牌烏頭魚

海燕牌去腸肚弓鰭魚

幸福比內牌日本竹莢魚

第一家牌春卷皮（八吋半）

亞萊地牌急凍椰子水

多款口味

幸福比內牌黃尾竹莢魚

幸福比內牌去骨虱目魚腩

海燕牌稻蟹仔

Alberto`s 熱狗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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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FEE
DEALER

T&T HONDA is a NO FEE DEALER
We don’t charge any administra�on or
documenta�on fees when you purchase
a new or used vehicle.
It’s just another way that T&T Honda
steers you straight!

INSPIRATION

DRIVE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eﬃciency doesn’t stop at the ﬁnish line.
INCLUDES

HONDA BONUS

INCLUDES

β

2020 Best Buy: Compact SUV

HONDA BONUS

CR-V

β

LEASE FOR

LX AWD

CIVIC
LX SEDAN CVT

LEASE FOR

AT

%

.

WEEKLY

STANDARD
FEATURES
INCLUDE:

AT

.

WEEKLY

WITH

SELLING PRICE

DOWN

INCLUDES FREIGHT AND FEES

%

,

STANDARD
FEATURES
INCLUDE:

WITH

SELLING PRICE

DOWN

INCLUDES FREIGHT AND FEES

,

ECON Mode
& Eco Assist™

Turbocharged
L Engine

Remote Engine
Starter

Mul�-Angle
Rearview Camera

Apple CarPlay™
& Android Auto™

i VTEC ®

ECON Mode
Honda Sensing™
& Eco Assist™ Safety Technologies

Eﬃcient
i-VTEC ® Engine

Mul�-Angle
Rearview Camera

Apple CarPlay™
& Android Auto™

Heated
Front Seats

#Limited time lease offer is from Honda Canada Finance Inc. (HCFI), on approved credit. Lease details: New 2020 Civic 4D LX CVT (FC2F5LEX)/2020 CR-V LX 4WD (RW2H2LES) for a 48-month period/60-month period, for a total of 208/260 weekly payments of $65/$86,
leased at 0.99%/2.99% APR. 20,000-kilometre annual allowance (12 cents/km excess charge).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13,426/$22,332. Lease payments include freight and PDI of $1,655/$1,815 and applicable fees, but do not include lien registration fee (up to $85 in
certain regions) and lien registering agent fee (up to $6), which are due at time of delivery. No down-payment required. Taxes, insurance, license, and registration fees (all of which may vary by region) are extra. β "Honda Bonus" lease or finance cash of $1,000/$750 on
select in-stock 2020Civic/2020 CR-V models is available on lease or finance transactions from HCFI on approved credit only, deducted from the negotiated selling price after taxes. Excludes Civic 5D, Type R and Si. Offer ends August 31, 2020 and is subject to change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notice. Dealer may sell/lease for less. Dealer order or trade may be necessary. Offer available only at participating Honda dealers in Alberta. Offers valid on select new in-stock 2020 vehicles. Visit Honda.ca or your Honda dealer for details.

Charlie Vo

Robert Cheung
Product Advisor

Senior Product Advisor

403-803-6888

403-667-7618

Michael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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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istant Service Manager

403-291-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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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 Liu 廖 展 鵬
CPM® 國際註冊資產管理師
Broker
403-606-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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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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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根據樓市及經濟趨勢，因應客戶需求及預算，提供全面並專業的地產買賣，租賃及物業管理建議及服務，爭取穩定及增值回報。
市中心 Beltline

月租

$1,690 西北區 Brentwood 月租 $ 9 0 0 西南區 Aspen

無敵山景高層柏文單位，現代開放
式設計，石地板及大量落地鋼架玻
璃窗，2睡房2浴廁。單位配置中央
冷氣，地下停車位。鄰近有網球場，
健身房及各種便利設施。

D
E
T
REN

大學區柏文單位，2睡房1浴廁。面對
Brentwood購物中心包括超市、藥房、
醫務診所、餐館及商店。步行數分鐘可
到達Brentwood輕鐵站、巴士站及大
學。到SAIT及市中心只需10分鐘車程。

月租

$3,640 西南區 Killarney

3000平方呎兩層獨立豪宅連三車房，客廳有
石壁爐，不鏽鋼家電及大理石檯面，飯廳連
露臺配置煤氣燒烤，walk-out土庫有娛樂室
及書房，全屋4+1睡房3.5浴廁。鄰近學校、
餐館、購物中心、休閑中心、輕鐵站。

D
E
T
REN

月租

$1,045

4Plex單位，2睡房1.5浴廁，連露
臺，儲物室及車位。鄰近康樂設
施，學校，商場，高爾夫球場及公
園。交通方便，有輕鐵及巴士站，
十分鐘車程可到市中心。

D
E
T
REN

西北區 Brentwood 月租 $1,290 東北區 Centre Green 月租 $1,590 東北區 Huntington Hills 月租 $1,350 東南區 Penbrooke Meadows 月租 $1,200
大學區 Brentwood Village 購物中心栢文單
位，2睡房1浴廁，包水煤氣費，地下停
車位及儲藏室。交通及購物方便，步行數
分鐘可到達Brentwood輕鐵站、巴士站及
大學。到SAIT及市中心只需10分鐘車程。

近16Ave中央街現代設計柏文單位，9呎
高樓頂，加熱地板，不鏽鋼家電及高級廚
櫃，1睡房1浴廁。單位配置中央冷氣，
地下停車場及娛樂設施。數分鐘車程到唐
人街。鄰近巴士站、中餐館及商場。

D
E
T
REN

Raymond Lau

劉俊文（英、粵及國語）
手提：403-830-6728

D
E
T
REN

開放式設計獨立屋1075平方呎, 光
猛開陽，主層3睡房1浴廁。土庫
全部完成，1睡房1/2浴厠，大量
儲存空間。交通方便，鄰近綠化公
園、學校及各種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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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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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平方呎兩層孖屋單位，3睡房
1.5浴廁，寬敞厨房及客廳。前後
院都設置露天平臺及儲物屋，特大
私家停車位。鄰近公園、學校、巴
士站及購物設施。

202 -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公司：403-547-4102 傳真：403-592-7040
網址：www.raymondla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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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志汽車
全家共享
租賃利率 APR 每兩星期租賃供款由

39個月分期
*

F SPORT 優惠高達

首期$6,997*

特價優惠！

租賃利率 APR 每兩星期租賃供款由

39個月分期

供款已包括 $6,997 首期

特價優惠

*

F SPORT 優惠高達

首期$9,023*

租賃利率 APR 每兩星期租賃供款由

39個月分期

供款已包括 $9,023 首期

*

F SPORT 優惠高達

首期$5,848*

租賃利率 APR 每兩星期租賃供款由

39個月分期

供款已包括 $5,848 首期

*

F SPORT 優惠高達

首期$6,533*

供款已包括 $6,533 首期

請 即 上網尋 找 閣 下 心 儀 的凌志汽車！ LEXUSOFROYALOAK.C OM
我們的售價與服務，定能令您喜出望外！

林先生 Stewart Lum

李先生 Zihao Li

李先生 Ricky Li

余先生 Si-king Yee

何小姐 Candice He

精通粤丶英语

精通国语丶英语

精通国语丶英语

精通国语丶英语

精通 国丶粤丶英语

403-804-6828

403-926-9938

403-966-1173

403-681-1128

403-656-9683

产品顾问/电子商务

产品顾问

产品顾问

产品顾问

信贷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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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 403.296.9600

^F SPORT Credits are available on retail purchase / lease of select new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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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y 31st, 2020. *Lease offers provided through Lexus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Representative lease example based on a 2020 IS 300 AWD sfx ‘A’ on a 39 month term at an annual rate of 0.9% and Complete Lexus
Price of $47,600. Bi-weekly lease payment is $238 with $6,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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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44. *Representative lease example based on a 2020 NX 300 sfx ‘T’ on a 39 month term at an annual rate of 0.9% and Complete Lexus Price of $51,650. Bi-weekly lease payment is $258 with $6,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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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98. *Representative lease example based on a 2020 RX 350 sfx ‘P’ on a 39 month term
at an annual rate of 1.9% and Complete Lexus Price of $65,050. Bi-weekly lease payment is $328 with $9,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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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39. *Representative lease example based on a 2020 UX 250h sfx ‘P’ on a 39 month term at an annual rate of 1.9% and Complete Lexus Price of $42,100. Bi-weekly lease payment is $218 with $5,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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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69. 52,000 kilometre allowance; charge of
$0.20/km for excess kilometres. Complete Lexus Price include freight and PDI ($2,095), Dealer fees ($1,809), block heater ($264), AC Tax ($100), tire charge ($20), AMVIC fee ($6.3), and Filters (up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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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ive beginning July 2nd and expire on July 31st unless extended or revised. See your Lexus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NEWS RELEASE

對 於日前 ( 7/5/2020)在我們密西沙加分店發生的不愉快事件，大統華感謝皮爾(Peel)地區警方採 取 的 迅 速 行 動 。 我 們 不 會 容 忍 這
種在屬於大家的購物環境中發生的不當行為，也不再歡迎這位客人光臨大統華或所有Loblaw分店。我們將不會採取任何進一步
行 動，完 全 信 任 皮 爾 地區警方和法院會依法處理。
由於事件的起因，是這位客人拒絕戴口罩，因此我願意和大家分享戴口罩的用處，以及在我們分店徹底實施的結果。大統華是加
拿大第一家要求員工上班時間必須戴口罩的全國性超市，我們從今年3月19日起就在遍佈BC省、亞省和安省的26家分店徹底實
施 。5 月11日 起 我 們 更進一步要求所有進入超市的客人戴口罩，迄今在我們5,500名員工中，確 診 病 例 只 有 三 位 。
儘管在疫情期間，超市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服務，必須天天開門接觸成千上萬的廣大顧客，然而和我們分店所在的地區相比，大統
華 的感染 率 仍 是 最 低 的，僅為0.05％。我們相信，這和強制要求大家戴口罩，以及在店內隨時做 好 清 潔 消 毒 、 嚴 格 保 持 身 體 距 離
等 超前佈 署 的 世 界 級 防範措施，息息相關。所有的努力，都贏得了正面的結果。
我們也同情所有不適合戴口罩的客人，並做出特殊安排，可以到分店服務台，我們
的同事會幫忙採購需要買的東西，也建議或者可以利用快速方便的網上購物。我們
知道戴口罩很不舒服–因為我們每天上班都全時段戴口罩。但不舒服歸不舒服，為
了 社區和 顧 客 的 安 全 ，這一點點不舒服，又算什麼呢？
Tina Lee 李佩婷
CEO
T&T Super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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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416, 16 Ave., NE (高邦商場，Uniko Plaza 內) 電話：403-230-9267

出品精益求精 裝修幽雅舒適

紅燒鮑翅（足兩半）

連

$

28

$

60

蟹肉碗仔翅 (足壹兩)
蠔皇原隻鮑魚(八頭)連刺參壹條
每位

$

45

祗限堂食 備貨需時

每日售完即止

蠔皇原隻鮑魚（兩頭）

星期日至四 4:30pm - 1:30am
星期二休息
星期五／六 逢
4:30pm - 2: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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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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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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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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 403-277-1710

207 - 36 Ave. NE Calgary AB

Cell: 403-617-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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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rientalweekly.net

周
報

為方便廣告客戶
現歡迎以信用咭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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