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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 東北 區現 代汽 車 代 理

1920 - 23 Street, N.E., Calgary, AB
Tel : 403-250-9990
本月份優惠更多

HYUNDAI IONIQ HYBRID

所有 Kona 及 Tucson
四驅型號不另收費

TED
LAM
General Sales Manager

營銷總經理

1.6L GDI Engine (139 hp, 195 lb/ft. torque)
所有現代汽車無需供款90天 OAC + 32 kW Electric Motor + 1.56 kWh lithium-ion Battery
Hyundai SmartSense™ Safety System
Based on monthly payments, finance purchases only. Restriction apply.
FWD, 4 Door Hatchback
Fashion Exterior Design, High Tech Interior Design
Top Safety Picks By IIHS

精 通 粵 語、英語

所有2021年Eltantra、Kona及其電動型號

減免1%利率優惠

◆◆◆◆◆◆◆◆◆◆◆◆◆◆◆◆◆◆◆◆◆◆◆◆◆◆◆◆◆◆◆◆◆◆

PLUS

Humphrey Yeung

楊先生

2021 HYUNDAI
SANTA FE

信貸經理
精通 國、粵、英語

403-619-9155

FREE SIGNATURE VIP PACKAGE

再送VIP售後服務
INCLUDING LIFETIME

WINDSHIELD ROCK CHIP REPAIR & TIRE REPAIR

包括終身免費

擋風玻璃沙石破損修補
汽車輪胎破損修補

Jonathan Yee

2.5L GDI 4-Cylinder Engine (191 hp, 181 lb/ft. torque) or
2.5L Turbo 4-Cylinder Engine (277 hp, 311 lb/ft. torque) or
1.6L Turbo GDI 4-Cylinder Engine + 44.2 kW Electric Motor

余先生

產 品 顧 問/ 華 語 總 監
精通 國、粵、英語

403-992-9816

+ 1.49 kWh lithium-ion Battery (Combined 226 hp, 259 lb/ft. torque)
Smart Sense Safety System, Luxury Interior Design
FWD / AWD, 5 Passengers, 4 Door SUV

歡迎親臨本車行以最優惠價錢與
最佳服務來體驗最「現代」化的購車歷程

Chris Liao

廖先生

產品顧問
精通 國、粵、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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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磅 裝 薯 仔

for 2

$15/cs

0.98

0.68/lb

2.48/ea
3 Pack
Romaine Hearts
LE Cukes

羅馬生菜 （3把）

Green Onions

青蔥
Roma Tomatoes
Yellow Nectarines

1.48/lb

1.48/lb
Lemons
Nadercott Mandarins

蜜柑

Green Grapes

青提

0.88/lb

Jumbo Watermelons

周六：9am-7pm

周日：10am-6pm

特大西瓜

Ambrosia Apples
N
36 St NE

Unit 441-3508 32 Ave NE Calgary (403) 291-3232
周一至周五：9am-8pm

Long English Cucumbers

34 St NE

提供批發 送 貨 服 務

4.98/ea
32 St NE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羅馬番茄

0.68/ea
英國長青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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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培士蘋果

本周特價
03月04日－0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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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FRIDAY

星期四

美建策略供貨鏈 擺脫中國掣肘
中美關係前景仍未明朗，日媒昨引述消息指，美
國總統拜登最快於本月內簽署行政命令，將與台
灣、日本、南韓及澳洲等盟友合作，在晶片及其
他策略性重要物資上，加速興建供應鏈，減少對
中國大陸的依賴；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則指示
議員草擬撥款法案，強化科技發展以抗衡中國大
陸崛起。另大陸商務部呼籲，陸美應重建各種對
話機制，避免誤解誤判。
美指新駐華大使須與拜登步調一致
美國駐中國大使一職懸空多時，拜登政府至今仍
未公布人選。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前日表
示，拜登政府選擇的駐華大使應代表美國利益，
在中美之間發揮橋樑作用，亦要在跟中國的競爭
策略上與拜登保持一致。他又強調中美存在合作
關係，亦有競爭。
拜登視像晤杜魯多 允救兩在華加國公民
美國總統拜登與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於周二以視像
形式進行雙邊會議，是拜登上任後首次。拜登形
容加拿大是美國最親密的盟友，在會上首度提及
兩名被中國拘押的加拿大公民，表明會與加國合
作確保二人安全回國。
中星海軍聯演 美4機巡航東海南海
解放軍昨日與新加坡海軍進行聯合軍演之際，美
軍派出至少4架軍機進入東海和南海上空巡航，
其中兩架曾經過巴士海峽。中國北京大學海洋研
究 院 「 南 海 戰 略 態 勢 感 知 計 劃 」 在 Tw i t t e r 發
文，指上述美軍機分別為MQ4C無人機、EP3E
電子偵察機、RC135S偵察機和CL600偵察機。
日內閣批准RCEP 將交國會審議
日本政府昨日在內閣會議批准與中國、南韓、東
盟等簽署方去年11月簽訂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RCEP），力爭於今屆國會通過。
經濟產業相梶山弘志會後向記者表示，RCEP將
成為今後亞洲的貿易基礎，期待國會早日批准，
以便通過切實履行帶動構建理想的經濟秩序。
美暴動聽證會 兩警互卸責
美國國會山莊上月6日發生流血暴動，導致5人
死亡，包括一名國會警察。事隔逾一個月後，國
會警察局前局長松德、前參議院警衞官斯滕格及
前眾議院警衞官歐文，前日首次出席參議院聽證
會作供，松德及歐文在事前接收情報及部署上說
法矛盾，互相推卸責任。
警壓死裸跑黑人不獲起訴 紐約掀示威
美國紐約州羅切斯特市黑人男子普魯德（Daniel
Prude）去年3月因在街頭裸跑，遭警員壓頭制
服身亡，事後引發連串反警暴示威。紐約州總長
詹姆斯（Letitia James）前日表示，由於大陪審
團拒絕起訴，涉事警員將不會面臨刑事指控。

SATURDAY

星期五

試射洲際導彈 神盾艦穿台海 美核武懾華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中美軍事關係持續緊張。
美國周二向西太平洋方向試射一枚沒有核彈頭的
陸基洲際彈道導彈，聲稱驗證核威懾力量安全、
可靠及有效，能夠阻嚇21世紀威脅。美方翌日更
派遣神盾艦通過台灣海峽。
台海巡署擬設機隊 應對大陸軍機
大陸軍機頻頻飛入台灣空域，外界指正在打消耗
戰。台媒昨報道，台灣的海巡署年初計劃成立
「航空分署」機隊，料花約新台幣250億元採購20
架飛機，應對解放軍軍機的「灰色地帶衝突」或
「準軍事行動」，惟計劃案遭多個部門反對。
華海警倘登釣島 日本揚言射擊
中日關係轉趨緊張，中國本月起實施《海警法》
允許對外國船隻使用武器後，日本政府昨日表
示，假如中方海警船試圖登陸釣魚島，日方可能
將認定這屬於「兇惡犯罪」，可以「危害射擊」
傷害對方；中國政府暫未回應。
拜登簽令 審視晶片稀土供應鏈
美國總統拜登周三簽署行政命令，對半導體晶
片、電動車用的大容量電池、藥品和稀土4種重
要產品的供應鏈，進行100天的審視，以填補漏
洞，應付因全球晶片短缺，對美國電動車以至醫
藥等產業帶來的衝擊。
德截市值35億歐元可卡因 歐洲最大宗
德國、荷蘭及比利時日前展開聯合行動，破獲歐
洲最大宗偷運可卡因案，在南美洲入口的貨櫃檢
獲約25噸可卡因，市值最少數十億歐元，拘捕
一名涉案荷蘭男子。案件亦是全球最大宗可卡因
走私案之一，德國聯邦財政部國務秘書伯辛格
（Rolf Boesinger）讚揚德國海關表現出色，並
感謝鄰國夥伴協助，相信已重創販毒集團。
緬軍擁躉被指向示威者施襲
緬甸最大城市仰光昨日再有民眾上街抗議政變，同
場另有約1,000名軍方支持者聚集，雙方一度推
撞，有軍方支持者擲石及用彈弓彈射雜物，刺傷反
政府示威者。社交網Facebook（Fb）宣布停止緬
甸軍方使用該平台及旗下的Instagram發布資訊，
禁止所有與緬軍有連繫的公司在平台上賣廣告。來
自31個國家近140個非政府組織要求聯合國安理
會，對緬甸實施武器禁運，反制緬軍侵犯人權。
不滿再制裁 委國逐歐盟大使
歐盟以破壞民主和侵害人權為由，在本周一同意
制裁19名委內瑞拉官員；委內瑞拉政府回應這新
一輪的制裁，周三驅逐歐盟大使，要求她於72
小時內離境。

拜登首動武炸敍國親伊朗民兵
中東局勢急轉直下，美國總統拜登周四發動任內
首場軍事行動，下令空襲敍利亞東部的親伊朗武
裝組織據點，人權組織指至少17名民兵死亡。國
防部強調這是對駐伊拉克美軍基地，早前遭火箭
襲擊的適度軍事回應。
空襲翌日 以色列貨船阿曼灣爆炸
美國空襲敍利亞的親伊朗武裝組織後翌日，一艘
前往新加坡的以色列貨船周五在阿曼灣爆炸，被
迫駛回霍爾木茲海峽，貨船及船員安全。
CIA公開卡舒吉案報告前 拜登與沙特國王通話
在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公開沙特阿拉伯異見記
者卡舒吉遇害案報告前夕，美國總統拜登於周四首
次與沙特國王薩勒曼通電話，二人討論區內安全和
涉及共同利益的議題，同時努力鞏固雙邊關係。
駐中東兩美艦爆疫情 靠岸大檢測
美國與伊朗關係緊張之際，兩艘派駐中東的美軍
艦艇有船員確診新冠肺炎，被迫暫停部署並靠
岸，以安排全體船員檢測，防止疫情擴大。
傳以色列夥3國 組聯盟制伊朗
中東局勢波譎雲詭之際，以色列傳媒周四引述消息
報道，以色列與中東阿拉伯國家沙特阿拉伯、巴
林、阿聯酋商討，組建防禦同盟應對伊朗威脅。
歐盟決推 疫苗護照谷旅遊
歐盟27個成員國的領袖周四舉行視像峰會，討
論加快分配及為民眾接種新冠疫苗。會上同意今
年夏天或之前，推出數碼疫苗護照，希望有助歐
洲旅遊業復甦，並緩和因各國封關帶來的影響。
另有總值約30億歐元的幽靈疫苗流入歐洲，不
少國家元首或已接種。
美軍無瑕號 再現西沙
美軍潛艇監測船無瑕號昨日被揭現身西沙群島附
近海域航行。分析指這種有規律的航行軌迹，對
於一艘在南海活動偵察船來說並不多見，該船的
目的地令人生疑。該船十多年前進入南海，曾引
發中美外交風波，當時正值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剛
上任；現時拜登剛上任總統一個多月，該船又來
南海，更令中方關注。
全球疫下軍費1.8萬億創新高 華排第二
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周四發表報告指，雖然
受到新冠肺炎影響，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下行，
全球軍事開支去年仍創新高，達到1.8萬億美
元，比前一年高出3.9%，部分原因是中國擴張
軍事實力。而美國依舊是軍事支出最多的國家，
達7,380億美元，佔全球開支40%；中國則排第
二，其後依次為印度、英國及俄羅斯。

一周國際新聞

SUNDAY

星期六

星期日

沙特涉殺異見記者 拜登制裁雷大雨小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上周五出爐的解密報告，
指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薩勒曼批准殺害受聘
於美媒《華盛頓郵報》的異見記者卡舒吉。美國
財政部同日制裁涉案人士及向76名沙特人施加簽
證限制，總統拜登亦揚言將追究沙特侵犯人權的
責任，又指周一會宣布雙邊關係的重大變化，惟
華府制裁名單上並不包括穆罕默德‧薩勒曼。
美空襲親伊朗武裝敍不滿
美國總統拜登上周四發動任內首次軍事行動，下
令空襲敍利亞東部的親伊朗武裝組織據點，駐伊
拉克美軍及多國聯軍部隊均提升警戒級別。敍利
亞外交部上周五批評美軍空襲違反國際法，是
「懦夫所為」。
伊拉克鎮壓示威5死170傷
伊拉克南部濟加爾省首府納西里耶連日爆發反政府
示威，示威者前日與保安部隊發生嚴重衝突，後者
開槍鎮壓，造成最少5人死亡，超過170人受傷。
拜登將發表國情咨文 國會兇險
美國總統拜登下月將在參議院及眾議院的聯席會議
上發表任內首份國情咨文，聯邦調查局（FBI）憂
慮可能有極端分子向國會施襲。國會警察局代理局
長皮特曼上周四指，參與上月國會山莊暴動的極右
民兵組織，企圖在拜登演講期間炸毀國會。
強生疫苗 美緊急批用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轄下諮詢組織，
疫苗和相關生物產品諮詢委員會（VRBPAC）上
周五開會，全票通過支持使用美國藥廠強生研發
的新冠疫苗，為FDA未來正式批准緊急使用鋪
路。一旦成事，將為美國民眾提供莫德納疫苗、
輝瑞與BioNTech疫苗外的第3個選擇。
美企反科技制華新規
美國總統拜登正在調整對華政策，《華爾街日
報》前日報道華府有意繼續推進前朝特朗普政府
一項對抗中國技術威脅的規定，將於下月生效。
國內多個大企業表明反對，甚至有政府官員暗示
不會積極執行該規定。
資金鏈斷裂 武漢弘芯停工一年倒閉
號稱總投資逾千億元人民幣的武漢弘芯半導體製造
有限公司，在資金鏈斷裂危機中投資進程停擺了一
年。內媒報道指，武漢弘芯由於復工無望，決定遣
散所有員工，上周五發出通知，要求員工在周日下
班前提出離職申請，為晶片業界投下震撼彈。

NEWS RE P O RT
2021年2月25日 ~ 3月3日

2020年
新造
牛肉味
雞肉味

海鷗牌泰國香米 (40磅裝)

媽媽牌即食碗粉

海燕牌米粉

海燕牌特級魚露

秋菊牌椰子水

好運蜜柚 (大)

泰國香蕉 [墨西哥產]

菠蘿 (大)

BC 特級安培士蘋果

甜木瓜 [墨西哥產]

油菜心 [墨西哥產]

上海白菜苗 [墨西哥產]

白菜仔 [墨西哥產]

蘆筍 [墨西哥產]

韭菜 [墨西哥產]

大番茄 [墨西哥產]

白蘿蔔 [中國產]

多款口味

雞嘜冬蔭功醬

潘泰諾華星牌大蟹膏

雞嘜綠豆

金錢牌三合一即溶咖啡

雞嘜樹糖

3

98
/lb

4 Day
s
Mar 5 Only
只限四 - 8
天

Halal
清真

新鮮牛腩

02

特級牛仔骨

瘦免治豬肉

特級雞腳
Chicken Feet

朦古牌果汁連椰果

嫩炒牛肉

Halal
清真

原隻大雞

Oriental Weekly March 4, 2021

WEDNESDAY

TUESDAY

星期一

緬甸血腥周日 實彈鎮壓至少18死
緬甸全國周日爆發反政變示威，並演變為流血衝突，是過去4周
最血腥的一天。軍警在最大城市仰光、第2大城市曼德勒及南部
城鎮土瓦（Dawei）等地以閃光彈、催淚彈及實彈鎮壓。聯合國
表示，收到可靠消息，至少18人死亡及逾30人受傷，強烈譴責
軍方武力升級，要求立即停止。
聯合國未承認軍政府 緬大使仍留任
緬甸常駐聯合國代表覺莫吞上周六被開除後，繼續敦促各國使用「任
何必要手段」扭轉國內局勢，矢言反擊到底。由於聯合國尚未承認緬
甸軍政府，因此未收到正式通知，這代表覺莫吞可繼續留任。
泰2000人示威反王室 警水炮驅散
泰國首都曼谷再有反政府示威，約2,000名示威者周日在一個軍
營外抗議，要求修憲及王室改革。有示威者向在場警員掟水樽，
遭警方發射催淚彈及水炮還擊。
亞美尼亞總理炒總參 遭總統駁回
早前遭軍方要求下台的亞美尼亞總理帕申因，上周四以「企圖政
變」為由，宣布解除軍隊總參謀長加斯帕揚的職務。總統府上周
六發聲明稱，總統薩爾基相當天駁回上述提案，強調不支持任何
政治力量，僅根據國家利益作出決定。
英體操協會涉虐打逼操練 17女將興訟
英國有17名前女子體操運動員，包括3名奧運選手，日前委託一
家律師行通知英國體操協會將採取法律行動。原告人指控，體操
教練數十年來有系統地作出生理及心理侵犯，事後高層協助隱瞞
事件。英國體操協會回應指，有機會全面審視情況前，暫不適合
向各方發表回應。
拜登促參院 加快通過1.9萬億紓困案
美國總統拜登提出的1.9萬億美元紓困方案，上周六獲眾議院通
過後，他呼籲參議院也能盡快通過方案。美國財長耶倫在社交網
也發文表示支持。財長耶倫同日也在Twitter表示，作為經濟學
者兼美國人，她歡迎眾議院通過該美國救援計劃。
內蒙古現16洲際導彈發射設施
美國智庫近日引述最新的衞星圖片指，解放軍已在內蒙古一帶，
設置至少16處疑是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設施。專家認為，中方增
設上述設施，可部署能配備多彈頭的東風41洲際戰略導彈，其意
圖是加強及抗衡美國的反擊能力。
月壤展出 含玻璃粉末
由嫦娥五號探測器從月球帶回的土壤樣本，前日起在北京國家博
物館公開展出。出乎意料地，該樣本中除了含有火山岩石碎屑
外，更存在許多啡色與黃色的玻璃粉末，與美國太陽神號及蘇聯
探月計劃早前取回的月岩月壤樣本大有不同。
內地進口貨包裝盒 再現疫毒
中國大陸昨日新增6宗境外輸入確診新冠肺炎個案，分別為福建
和雲南各兩宗、天津和廣東各一宗。江蘇句容市一批烏茲別克進
口甘草酸粉的外包裝上發現新冠病毒，已封存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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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任後首演說 特朗普東山再起 劍指2024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前日出席共和黨保守派政治行動大會
（CPAC），於卸任6周後首次發表公開演說。在長達兩個多小
時的發言中，特朗普再次批評民主黨在去年的總統選舉舞弊，形
容總統拜登任期首一個月是近代史上的災難。他暗示或參與
2024年的總統選舉，強調無意成立新黨與共和黨分庭抗禮，揚
言清除黨內異己，並帶領共和黨邁向史無前例的強大及團結。
涉性騷擾 紐約州州長道歉稱被誤解
捲入職場性騷擾醜聞的美國紐約州州長科莫，周日首度承認其部
分行為會被誤解成調情，對此感抱歉，重申會配合紐約州檢察官
調查。白宮發言人普薩基表示，總統拜登支持盡快展開調查。
伊朗拒與華府非正式討論核協議
伊朗周日表明，已排除與美國和其他國家就《伊朗核協議》展開
非正式會議，重申美國必須先取消制裁。美國表示失望，仍準備
與伊朗進行有意義的外交，並會與其他簽署國磋商尋求新出路。
以色列射導彈空襲 敍攔截
敍利亞軍方周日表示，以色列當晚向敍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周邊地
區發射導彈襲擊，敍方防空系統擊落大部分導彈，暫未知傷亡及
損毀情況。
中美科技主戰場 半導體 人工智能 決勝
中美科技及軍事角力愈演愈烈，報道指美國總統拜登計劃籌組多
個聯盟合作研發技術，務求在半導體、人工智能等主宰未來軍事
及經濟的先進科技繼續領先中國，阻止北京成為全球科技龍頭；
同時要求鄰國加拿大增加軍費開支，升級冷戰時代的北美空防司
令部，應對中國及俄羅斯在北極的威脅。
中方將發表美侵犯人權報告
內地官媒昨日報道，國新辦將在近期發表《2020年美國侵犯人
權報告》，當中闡述美國在新冠疫情下的民主制度、種族歧視、
社會動盪、貧富差距、履行國際規則等的失當處理。另就上月聯
合國23名人權專家發聯合聲明、稱美警過分使用武力執法問
題，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周一表示美國去年只有17日沒有發生執
法人員致死事件，顯示問題值得反思。
60萬劑科興疫苗抵菲 總統迎接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周日親自率領內閣成員，前往首都馬尼拉維
拉莫爾軍用機場，接收由中國捐贈的首批60萬劑科興新冠疫
苗。這也是該東南亞國家自疫情爆發以來接收的首批新冠疫苗。
不過杜特爾特早前表示，他首選接種中國國藥集團新冠疫苗，而
非科興疫苗。
台輸陸菠蘿轉內銷 兩日認購2.5萬噸
中國大陸昨日起暫停進口菠蘿（台稱「鳳梨」）後，台灣當局繼
續推動內銷，並呼籲外國增購。其中，台灣的國防部證實，將配
合農委會促銷方案，鼓勵軍方伙食團踴躍購買，結果傳出「軍人
三餐鳳梨」消息。農委會初步統計指，近兩日全台菠蘿認購量已
突破2.5萬噸，可望抵銷去年輸陸菠蘿總量。惟有業界人士指，
台灣菠蘿未到盛產期，現時搶購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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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搜捕6記者 包括美聯社
東盟（ASEAN）成員國外長昨日商討緬甸局勢之際，緬甸多地再
有警員發射實彈驅散示威民眾，其中西北部城鎮古靈廟有至少20
人受傷。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曾警告，將清算示威者及參與罷工
的公務員，據報有至少6名包括美聯社在內的一名記者被捕。
美日警告 武統台灣 先奪東沙
台海局勢一觸即發，解放軍本月1日起在南海及雷州半島展開一
個月的軍事訓練，台灣海巡署亦同步在東沙群島及太平島舉行火
炮實彈射擊訓練，模擬反擊奪島作戰的解放軍及越南漁政船侵
擾。台灣中山科學研究院更計劃本月在東南外海展開6輪火炮射
擊，期間將試射導彈。有日本防衞省智庫研究員警告，一旦解放
軍佔領東沙群島，可能在島上興建軍事基地。
澳洲議員提案 促政府認新疆種族滅絕
加拿大及荷蘭國會先後通過決議，定性中國政府種族滅絕新疆的
維吾爾人。澳洲獨立參議員帕特里克（Rex Patrick）亦提出動
議，要求政府宣布中方在新疆的行為是種族滅絕，議案或面對主
要政黨的阻力。外長佩恩較早前指，政府對種族滅絕一詞有稍微
不同的立場，正密切研究。
夥拍波音研發 澳洲無人戰機成功試飛
美國飛機製造商波音公司昨日證實，與澳洲國防部及澳洲皇家空軍
（RAAF）共同研發的無人戰機「忠誠僚機」（Loyal Wingman），
已於上周六在南澳省伍默拉（Woomera）完成首次試飛。
美準貿易代表 稱遏華不公手段
獲美國總統拜登提名出任貿易代表的戴琦前日表明，會努力打擊
中國多項「不公平」的貿易和經濟手段，並會尋求將中國審查行
為視為貿易壁壘。她又指，會尋求利用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中的
執法諮詢程序，以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
蘇貞昌屢說武漢肺炎 官媒炮轟
台灣的行政院長蘇貞昌多次以「武漢肺炎」稱呼新冠肺炎，引起
大陸不滿。大陸官媒昨發文，批評蘇惡意污名化大陸，形容是比
歧視更惡劣、更糟糕的侮辱，稱對方「不見棺材不掉淚」。
遭美制裁 華機構曾與英學者合作
英國傳媒《每日電訊報》前日報道，包括劍橋大學、愛丁堡大學
等33間著名學府的科學家，與中國科研機構合作研究及發表論
文，其中一間中國機構更因替中方發展核武而被美國列入制裁名
單。事件被外界指為「國家級醜聞」，要求當局盡快堵塞漏洞。
日本首宗 6旬婦接種輝瑞後亡
日本厚生勞動省周二公布，一名60多歲女子上周五接種美國藥
廠輝瑞與德國生物科技公司BioNTech共同研發的新冠疫苗後，
於周一因頭部蛛網膜下腔出血死亡，是當地首宗接種疫苗後死亡
個案，暫未確定是否與接種疫苗有關。
方濟各將訪伊拉克 前教宗警告
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將於周五訪問伊拉克，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
（Benedict XVI）於周一刊登的訪問指出，方濟各今次行程將十
分重要，但同時十分危險，因為涉及安全問題及當地嚴峻的新冠
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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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款口味

新鮮特級雞腿連背

普蒂大督牌醬油和醋

豬元蹄

地滿牌甜味意粉醬

新鮮三文魚頭 / 魚骨

亨氏純蘋果醋

雞嘜鹹酸菜

幸福牌巴沙魚扒

海燕牌炸魚餅

美極牌調味粒

Jayone 已調味紫菜

袛限
Sunridge店

沙哥牌椰漿

日昇牌蘋果汁

朦得牌餅乾

Kopiko 咖啡糖

好運豉油雞髀

好運馳名炸雞髀飯
(兩隻雞髀 $8.88)

海燕牌吞拿魚

妮娜牌去頭白蝦

泰高牌去頭白蝦

越金牌有頭白蝦

幸福牌熟甜粟米

幸福牌鹽煮花生

椰樹牌瀨粉

袛限
Sunridge店

799
each

好運提子卷麵包

好運各款港式麵包 (6個)

辣味
甜味

海燕牌急凍墨魚仔

Farm Fed 原隻嫩鴨

碧瑤牌菲律賓腸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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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預算：維持對弱勢群體的支持
2021年預算將繼續為兒童、家庭、老年人
和亞省的弱勢群體提供至關重要的社會支
持，幫助他們度過新冠疫情。

˙兒童服務
兒童、少年和家庭的安全和福祉仍是我們
的工作重點。2021年的預算包括了5600
萬加元的新增資金，讓亞省兒童和家庭福
利總資金達到3.45億加元。該現金款項將
為低收入父母提供幫助。
在2020-21年的新冠相關支出
外，2021年預算還提供了1500
萬加元的新增資金，用於支持
高危兒童和家庭。
“保護生命和生計意味著向最
需要我們幫助的人提供支持、
為他們的成功進行投資。這包
括對掙扎中的青少年和家庭提
供早期干預和預防計劃及強力
全方位的支持，以及對在職父
母的幫助。”
——兒童服務部長 舒爾茨

年預算保護了老年人，確保他們繼續獲
得其所需的經濟支持。最需要我們幫助
的低收入老年人會繼續獲得全加拿大最
高水平的經濟資助。另外，過去的幾個
月彰顯了亞省人獲得安全、穩定和經濟
適用住房的重要性。向租金援助中註入
1600萬加元可以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
並確保需要幫助的亞省省人能夠負擔得

˙主要社會服務和資本計劃

˙老年人和住房
亞省省政府繼續通過老年人住
所、老年人和家庭社區住房、特殊需要住
房和租金支持，為有需要的亞省省民提供
經濟適用的住房。隨著我們繼續進行重要
的經濟適用房和專用住房開發項目的工
作，2021年預算將為58250個單元的經濟
適用房提供資金，這些住房將為110,000
多名亞省省居民所用。
根據經濟適用房審查小組近期公佈的報告
中的建議，老年人和住房部正在開發戰略
性計劃和新的設計，以確保經濟適用房系
統在財政上的可持續性和其應對不斷增長
的需求的能力。另外，根據小組的建議，
2021年預算為2021-22年度的租金援助計
劃提供了1600萬加元的資金，以幫助需要
經濟適用房的亞省人。
“亞省政府專注於保護生命和生計。2021

利性機構和慈善機構，並提供200萬加元在
聖保羅、大草原市、梅迪辛哈特和愛城設
立四個新的家庭自營型資源中心，幫助家
庭管理殘疾兒童家庭支持（FSCD）和發育
障礙人士（PPD）服務。
“這次新冠疫情對亞省最弱勢的民眾打擊
最大。現在比任何時刻都更需要幫助人們
在社區中糊口、安全獨立地生活、找到工
作。我很欣慰2021年預算維持
了對社區和社會服務項目支持
的現有水平，讓我們能夠繼續
幫助弱勢的亞省省民度過這個
艱難的時期。”
——社區和社會服務部長 索尼

起住房。”
——老年人和住房部長 彭

˙社區和社會服務
2021年預算認為服務計劃的增長率將恢
復到疫情爆發前的水平，因此對嚴重殘
疾人士保障收入（AISH）計劃和殘疾兒
童家庭支持（FSCD）計劃投入了更多
的資金，以應對案件量的增加。
社區和社會服務部會繼續為家庭和社區
社會服務（FCSS）計劃提供1億加元的
經費。
2021年預算還投入500萬加元，繼續發
展幫助亞省的殘疾人就業的成功合作項
目。亞省政府承諾為民間社會賦權基金
提供700萬加元的資助，用於幫助非營

•2021年預算提供了2.09億加
元用於未來三年的家庭、社會
支持和住房。在過去兩年增加
了1200個新單元的基礎上，將
又有1800個新單元可為全省各
社區內需要社會幫助和住房的
個人、家庭和老年人所用。
•為愛城和紅鹿市的500個庇
護所位置提供新的資金。
•為綜合性特殊需要住宅樓提供資金，在
卡城建造一個結合了衛生和社會支持的新
型住宅，用於滿足發育障礙人士（PDD）
計劃下客戶的複雜需求。
•820萬加元將用於未來三年對拉克拉比什
少年評估中心的翻建。該中心住有年齡為
12-17歲、需要少兒干預服務的少年。本項
目能夠讓這個中心現代化，讓員工和少年
更加安全。
2021年預算用歷史性的對醫療的投資來保
護生命和生計，同時為經濟增長打下了基
礎。通過對稅款的審慎管理，省政府會繼
續向優先領域進行投資，確保亞省在新冠
疫情后強勁崛起。

2 0 2 1 年財政 預 算：創造9萬個新的 工 作 崗 位
2021年亞省預算將在三年內投資207億加元，比

這個三年計劃還包括了30億加元用於現有樓宇、道

亞省長期進行增值食品加工的能力

2020年預算為2021-22年度計劃的額度增加了17億

路、橋樑和更多設施的資本維護和更新。

•超過9億加元的加速資本維護和更新項目

加元。這反映出政府對啟動已就緒項目、讓亞省省

“這是一個投資預算：它能創造數以千計的就業、

•約7億加元用於戰略項目，例如泰伯和伯戴特

民重返高薪崗位的決心。

建設更加高效的貿易走廊、修好翻漿的道路和橋

之間的3號高速公路加建工程、大卡什和欣頓之

到2024年，本計劃會直接提供超過5萬個工作崗

樑，讓亞省人能夠安全到達他們要去的地方。”

間的40號高速公路加寬、Stoney Trail上的201

位、間接提供4萬個工作崗位。這包括在三年內為

——交通部長 麥楷華

號高速公路弓河大橋、治療社區和萊斯布里奇

41個項目提供的8.258億加元的新增資金，其中：

“亞省政府繼續建設我省省民賴以生存的公共事業

展覽中心擴建

•2.88億加元用於教育項目，包括14個學校項目以

項目，確保我們為當下創造就業的同時，建設我省

•5億加元用於市政刺激

及對模塊化教室項目增加的資金（6千萬加元）

走出新冠疫情后所需的基礎設施。”

•2億加元用於戰略交通基礎設施計劃和水利基

•1.43億加元用於5個衛生項目，包括拉克里特婦幼

——基礎設施部長 潘達

礎設施項目

社區衛生中心（3千5百萬加元）

2021年預算用歷史性的對醫療的投資來保護生

•1.77億加元用於交通項目，包括投入給拉克里特

亞省的復甦計劃

命和生計，同時為經濟增長打下了基礎。通過

大橋的1.26億加元新增資金（加上已有的9百萬加元

2021年的資本計劃在亞省省復甦計劃中投資於基礎

對稅款的審慎管理，省政府會繼續向優先領域

投資，共1.35億加元）以及5千1百萬加元用於卡城

設施的資本刺激計劃之外，提供了更多資金。全省

進行投資，確保亞省在新冠疫情后強勁崛起。

和愛城的環城公路修復的公私合營工程

正在開展數百個基礎設施項目，在關鍵時刻，為當

•4千8百7十萬加元用於環境和公園資本項目。包

地社區的規劃、設計和建築工作提供了數千個工作

括大衛·湯普遜走廊升級、防洪、河道和流域防災

機會。2020-21年宣布的刺激資金包括：

項目

•2.45億加元投入總投資為8.15億加元的灌溉基礎

•5千7百3十萬加元用於卡城的上訴法院樓宇

設施工程，用於擴大現有灌溉區的灌溉面積，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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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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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公司：403-547-4102 傳真：403-592-7040
網址：www.raymondla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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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1 年 預算：經濟增長驅動亞省的複蘇
2021年預算概述了亞省政府將如何為自然資
源和環境作出戰略性投資、從而為經濟復甦
和為數以千計的亞省省民創造良好就業機會
做好準備。

˙農業和林業
亞省政府計劃吸引14億加元資金的投資，在
麻類作物、農業科技等新興產業和增值加工
方面創造超過2000個工作機會。亞省政府還
將投入2.45億加元到總額為8.15億加元的投
資中，與加拿大基礎設施銀行和
亞省的灌溉區合作，將灌溉區的
基礎設施現代化，以推動亞省的
灌溉土地基礎的擴大。
林業的戰略將著重於為森林工業
增加纖維供應，並通過林業工作
行動計劃維持工作。
2021年預算還包括了8億加元的
新增資金，可通過農業和金融服
務公司（AFSC）借給農產生產
者，以促進在該領域的投資。
“我們正在不懈地努力，以支
持社區的經濟增長並吸引投資，
讓創造就業機會的產業能夠專注
於其專長，即創新、發展、和支
持亞省省家庭。迄今為止，我們
針對增值農業加工業的14億加元投資已帶來
981個新工作崗位和5.27億加元的新投資。”
——農業和林業部長 德瑞申

˙能源
能源戰略將保障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競爭
力、將碳氫化合物的價值最大化、並更好地
抓住新興機會。這些戰略包括場地修復計
劃、天然氣遠見和戰略、亞省石化激勵計
劃、礦產戰略和行動計劃、以及地熱資源開
發。作為我省的支柱產業，石油和天然氣行
業的持續實力將使我們在利用傳統機會開發
資源的同時，也讓亞省省成為在多元化能源
未來中的領導者。憑藉我們在能源領域的專
業知識以及我們對創新的不斷追求，亞省將
成為氫、石化和地熱開發等新興領域的領導

者，這些領域將創造就業機會，並繼續將我
省負責任開採的聲譽發揚光大。 ”
——能源部長 薩瓦奇
為了改善與公園和公共土地有關的環境結果
的數據收集，我省將在未來三年內向數字監
管保證系統投入1300萬加元，以使監管審
批系統現代化，同時繼續確保亞省省期望的
環境保護和可持續性。
亞省還會在未來三年內從科技創新和減少排

和改進的步道、以及更多為子孫後代保護
亞省的公園和公共土地的工作人員，而
2021年預算實現了這些優先事項。”
——環境和公園部長 尼克遜

˙主要資本支出
2021年資本計劃將投資4.96加元用於全省
的農業和自然資源項目，這些項目將幫助
開發和保護亞省獨特的資源、支持環境的
可持續發展。
•1800萬加元用於水道穿越
計劃，該計劃將重點關注亞
省的50個出現了多種魚類數
量大量減少的高優先度穿越
口岸。
•1100萬加元用於現有的流

域復原力和恢復計劃
（WRRP），該計劃旨在改
善自然流域功能，以增強抵
禦洪水和乾旱的長期環境復
原力。
•840萬加元用於大衛·湯
普遜走廊升級項目，以改善
和更新大衛·湯普遜公路沿
線的12個旅遊和休閒支持場所。這將改善
放（TIER）基金中為一系列用於減少工業 安全性，並支持對該地區休閒和旅遊活動
排放的計劃投入多達7.5億加元的投資，這
的需求增加，使旅遊業受益，並使該地區
些計劃將支持3000多個就業機會。
更具投資吸引力。
此外，鑑於去年破紀錄的露營季，我省將
•100萬加元用於指定工業區試點
加大對皇家土地的執法和保護力度。亞省
（DIZ）項目，該項目將確定和評估潛在
環境與公園的空氣監測部門也將獲得近100
的基礎設施解決方案，包括區域水系統可
萬加元，用於改善我省監察空氣質量問題
行性研究和空氣污染物消除設備可行性研
的技術。
究，以使該指定工業區試點項目在工業心
“亞省環境與公園管理部在2021年預算中
保持負責任的支出，同時確保我們繼續為我 臟地帶得以實施。
省的空氣、土地、水和野生動植物提供至關 2021年預算用歷史性的對醫療的投資來保
重要的環境保護。我們還通過科技創新和減 護生命和生計，同時為經濟增長打下了基
礎。通過對稅款的審慎管理，省政府會繼
少排放（TIER）計劃創造就業機會並減少
排放。亞省省民告訴了我們，他們希望看到 續向優先領域進行投資，確保亞省在新冠
排放的減少、維護良好的公園設施、新建的 疫情后強勁崛起。

2021年預算 ： 保 持 負 責 任 的 支 出
2021年預算的謹慎支出方式和強大的財政支

亞省政府選擇了低於30%的債務與GDP的比

•82億加元用於幼兒園至12年級（K-12）

點將意味著會在醫療和經濟復甦等優先領域

例。GDP是衡量轄區總收入的指標，因此該比

的教育服務

進行更多投資。

率表明政府債務相對於獲得政府收入的經濟基

•63至64億加元用於社會服務部門

2021年預算建立於三個財政支點之上：

礎的風險、以及政府償還債務的能力。30％的 •1.36億加元用於未來三年的亞省當前就

1. 將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率保持

比率將使亞省的淨債務佔GDP的比率保持在遠

在30%以下

低於大多數其他省份的水平。到2024年，債務 •1.66億加元用於未來三年的創新就業補

2. 逐漸讓支出與其他省份靠攏

與GDP的淨比率預計將低於27％。

助金

3. 在疫情結束後發布一個平衡的預算方案

最後，亞省政府將在疫情過後、預算過程恢復

•6600萬加元用於未來三年對亞省旅遊業

在2021年預算中，預期可從勞力效率節省出

穩定水平的可預見性後，重新制定計劃平衡預

的支持，令其到2030年翻一番

來的資金將被重新投入於對抗新冠病毒、支

算。

2021年預算用歷史性的對醫療的投資來保

持衛生和教育的核心計劃、以及為經濟復甦

預計的運營支出進一步表明了政府對負責任和

護生命和生計，同時為經濟增長打下了基

做準備。

穩定支出的態度。與2020-21年的預測相比，

礎。通過對稅款的審慎管理，省政府會繼

“我們在保護對教育投入的資金並增加必要的

未來三年內節省的運營費用，包括新冠復甦計

續向優先領域進行投資，確保亞省在新冠

對衛生的投資的同時，降低在這個財政計劃過

劃在內，共為34億加元。

疫情后強勁崛起。

程中總體計劃的人均開支。對稅收款的審慎管

要聞速覽

理會讓亞省為經濟和財政復蘇做好準備。”

2021年預算為以下運營提供資金：

——財政及金融委員會長 泰斯

•214億加元用於衛生服務

業計劃

資料提供︰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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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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BUS: 403-277-1710

207 - 36 Ave. NE Calgary AB

Cell: 403-617-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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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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慕慈加拿大特許專業會計師
JAMES YEE PROFESSIONAL CORP.
Chartered Professional Accoutant

三十多年會計經驗
提供英、國、粵、台山
多種語言服務

·會計 ·簿記 ·年結及財務報告
·公司及自僱報稅 ·公司註冊
·Payroll / GST
恭賀新禧！新春快樂！
歡迎
電話查詢

#10, 1015 Centre St. NW Calgary AB T2E 2P8
Tel: 403-230-8685
Fax: 403-230-2799
Cal: 403-606-6878
Email:jamesyee@telu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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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卡技 利 余 風 采 堂
YEE FONG TOY TONG BENEVOLENT SOCIETY
202B Centre Street S.E. Calgary AB T2G 2B6
Phone: 403-263-4434

Fax: 587-296-5030

Announcement 通 告
由本堂舉辦第三十屆獎學金，余氏堂員子弟在學成績優
良者皆可申請。由於疫情關係，申請表格可在本堂網頁下載，
填妥後可郵寄或電郵至本堂以便評選。截止日期為
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For our scholarship program,
Please download the application form for those eligible
members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then send to us by mail
or e-mail. The cut-off date is 30th April, 2021.

申請表格下載鏈結 Application form download link

https://calgary.yeefungtoy.org/program/scholarship/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 calgary.yee@gmail.com
For Detail, please Call
詳情可致電 403-606-6878

James Yee 余慕慈

卡技利余風采堂理事會 啟
二零二一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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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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2021
Acknowledgement

卡城中華文化中心2021新春嘉年華
特別鳴謝
A tremendous “Thank you” to all the sponsors, volunteers,
and participants for helping us make this Chinese Lunar
New Year a unique experience!

非常感謝各大贊助商，志願者以及廣大群眾對卡城中
華文化中心新春嘉年華活動的大力支持，促使這次活
動圓滿成功。儘管疫情肆虐，我們仍能以特別的方式
與大眾同慶新春佳節，同賀美好新年。

酒家

亞洲軒

CENTRAL GRAND

RESTAURANT

一周全部內容逢周四上載

.trend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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