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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paper: www.scdaily.com 點 "分類廣告"
分類廣告價目表 CLASSIFIED AD. RATE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一通電話，萬事OK 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W三三三三三
e 三三三三
丌丌丌丌週數
丌丌丌Week
丌丌丌一
丌丌週 二 週 三 週 一 月
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電話，傳真，電郵，上網或登門刊登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公告欄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ar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三三三
丌丌
丌丌丌Size丌丌丌丌丌丌1 丌wk 2 wks 3 wks 1 mon
格數
全面改版新網站
www.scdaily.com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Call(電話服務專線)：281-498-4310 Business Hours： 三三
丌丌丌1 丌格丌(1unit)
丌丌丌丌丌丌$45
丌 $80 $105 $125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最佳平台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是最受歡迎的
招工/買賣/宣傳
Monday-Friday：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Fax (傳真)： 832-399-1355 8:30am-5:30pm 三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三三三目前也推出網路促銷活動,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Saturday：
2 格 (2units) $90
$160 $210 $250
(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mail 電郵)：cla@scdaily.com
只要您己刊登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9am.-12pm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1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Wechat(微信)：AD7133021553 上班時間：
即可享有刊登一次『
元三』三的特價活動
3 格 (3units) $135 $240 $315 $375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請微信:
AD7133021553
) www.scdaily.com 週一至週五：
Click(上網：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三三
4 格 (4units) $180 $320 $420 $500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或致電:
281-498-4310
Stop by(登門)：11122 Bellaire Blvd 週六：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EFFECTIVE: 從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
Houston TX 77072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丌丌
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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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餐館服務

餐館服務

餐館服務

   
*堂吃外賣店

Buffet 店請人

外賣店請人

誠 聘

中餐館請人

Dokyo Dauntaun 餐館誠聘

誠請炒鍋及送外賣 位 Corpus Christi, TX.聘經驗,負責任的廚師，
可以烹飪亞洲食物。薪水從 3000 美元起。
意者請 2 點後電: 我們提供住宿，靈活的假期，及任何菜單上的
713-856-7272
30%折扣。職責包括烹飪一些日本菜，
主要處理我們菜單上有限的韓菜部分。
或親臨:
6340 N. Eldredge Pkwy 興趣者，請先 Text 訊息: 361-222-6486
Green Garden 綠園
或 Email 至: dokyomail@gmail.com

*黃金茶寮,薪優

●樓面:

*糖城中餐館

*Buffet 中餐館

杏記甜品 Katy 店即將開業
誠聘店長, 企檯 (半工或全工)
廚房出餐, 備貨, 洗碗
本店提供專業培訓,
有餐飲或港式甜點經驗為佳.
有意者請電 : 832-818-7818

*西北區餐館

請 周末帶位
Cypress 1960
誠請前台和外送員， 大機場附近布菲店
及傳餐人員
半工
誠請
●廚房: 請 抓碼, 炒鍋.
誠請企檯
需英文流利，
●點心部: 請
●全工接電話打包
全工或半工均可 ●半工外送員
有經驗做點心人員
可報稅.
2pm 後電或親臨舊店:
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281-495-1688
10600 Bellaire#105

糖城中餐館

中日餐請人
中日餐館誠請

誠請熟手外送員
好小費
意者請電:

( 要求: 合法身份, 全額報稅 )
1. 全職庫管 1 名 : 能進行基本英文交流
2. 經理助理 : 中英文流利,有人事或財務相關經驗
3. 服務員, 門迎 : 培訓通過後有小費, 英文流利,有餐飲經驗優先
4. 後堂領班, 炒鍋, 備菜, 切肉 : 有廚房經驗優先考慮
聯繫電話: Mandy：949-520-0368 / Cathy:510-575-9777
投遞簡歷至 : Katyhaidilao@gmail.com

中餐館請人

*路州全日餐

*中日快餐店

*日本餐廳誠聘

日本餐館請人

高級日本餐館

Japanese Rest

超市內壽司吧 日本餐館請經理 休斯頓 Katy

Missouri City,Kroger 位 Missouri City 近
內壽司吧, 誠征
Sugar Land ,
壽司師傅或助手﹐ 誠請 Part Time 經理，
生手也可培訓.
要求至少有三年經驗
時間:7am-1pm 且英語流利，薪資面議.
有意者請聯系:
832-846-2345
912-381-5292
832-520-6015





餐館請人



位中國城百佳超市旁
賺錢壽司餐館出售:機不可失$$$$$
2400 呎, 房租便宜.
一年營業額 70 萬, 僅售 18 萬
地段好,生意穩,疫情期間生意極佳.
1,800 呎, 地點極佳.$ 4,700 租金(加上 NNN)
有意者請電:
租期至 2027 年,業主可貸款,
很多老客户.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生意很好 281-501-9898 718-864-8551

225-772-8584
225-202-1157

手抓海鮮店

Sushi Bar 請人 全日餐高薪聘

HEB ( Super Market )
位休斯頓 Spring 區 有經驗的壽司師傅 Lake Charles is hiring ● Servers 位於 I-10 Memorial
hiring Sushi Chef
『高薪』 誠請
99 大華附近
( Waiter/Waitress)
Littler bit English
全日餐廳
●Sushi Man
壽司師傅,學徒
● Sushi Man
288 & Medical Center
和企枱各一名.
( 壽司幫手 )
廚房師傅,油鍋打雜,
Please call:
誠請 Sushi Man
6055 South Freeway,
●Kitchen
Helper
832-693-6534
全工企檯.
832-808-0206
意者請電
有意請聯系 :
( 廚房幫手 ).
HEB 超市內壽司吧,請壽
包吃包住,意者請電: 8236 Kirby Dr. #100
626-636-7835 832-373-8933 832-605-2131 Houston,TX 77054 電:832-380-0247
司師傅/助手



貝城快餐店

招請打雜及包外賣
誠請●點心師傅
每天$100,包吃包住,
●抓碼師傅 ●企檯
●點心推車 ●傳菜 離休士頓 4 個小時車程,
意者請親臨或電 : 灰狗巴士從終點站到貝
11215 Bellaire Blvd 城終點站,試工包車票.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
招聘 油鍋、炒鍋、
位於 McAllen
糖城中餐館
薪優誠請廚房員工
接電話兼打包，
手抓海鮮店,誠請
全工. 需有身份
請外送員一名
包吃包住，
炒鍋或油鍋數名
請 11am-9pm 來電:
離休斯頓 2 小時車程
聯系電話
意者請洽:鄭
713-270-9996
聯系電話：
281-881-9885 832-277-2317 210-380-2645 631-264-9124

●全工和半工企檯:
日餐鐵板店
Nasa 附近, 誠請 ●經驗經理,壽司師傅
●經驗
企檯及帶位
小費好
誠招熟手企台，
有經驗英文流利
全/半工均可,需工卡.
●熟手壽司包卷師傅
要求能報稅，
全工經理及企檯
意者請親臨或電:
和二手師傅
有一定工作經驗，
可提供住宿
713-781-6300
本店工作氛圍輕鬆
●炒鍋 或 幫炒
6345 Westheimer,
有意者請電:
小費好.聯系電話:
意者請電:
Houston, TX 77057
618-699-1155
713-623-3937 979-215-2413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高級中日餐館 中國城小型餐館 美式炸蝦店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賺錢老店轉讓
丌
位 Pasadena 區,
面積小，房租低，
中餐館位西北白人區,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城中商業區,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小店生意很好
，
房租 2000.
近 Katy 賺錢好店
高級中日餐館
餐館租售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25 萬, 非誠勿擾
單獨買店或連同
售價
因店主急需回國,
因東主退休有意出售 生意一起買均可，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聯系電話 :
現出售,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利潤高.
Restaurant
832-830-3906
非誠心買店者請繞行 意者請撥打電話: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
832-289-3112
for
丌丌
丌
丌丌sal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另 『高薪』
聘請熟手炒鍋
非誠勿擾
832-828-1418 346-397-6982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餐廳出售 2
*林城賺錢中餐轉讓 2
Sushi Restaurant for Sale
位於德州休斯敦 離中國城 30 分鐘
Location: Hwy-6 North, TX 77084
位於 Woodlands 白人好區，
位於主街上,是獨立建築,車位多, 6500 呎,
●$700,000 Annual sales
中心地段，HEB 廣場，1500 尺，
●$180,000 Sales price
全新豪華裝潢,餐廳設備齊全,有酒吧,
生意穩定，並有很大增值空間，
●$4,7OO Rent(plus NNN), 1,800 Sqft
適合重新開張 做 Buffet 店 或 堂吃店.
●Lease term until 2027
店主因家庭原因轉讓.
餐廳出售 $6 萬.
Owner financing available, very good location
有意者請聯系：832-798-3299
意者請電: 720-883-2047 鄭
Many regular customers
Business is doing well during Covid.
超市內壽司吧出售.機會難得!!!
( 中國城 )賺錢餐館出售
Please text first :713-206-2048(英文)
一周營業額$3000, 現僅售 2 萬

200

珍寶海鮮城

往 I-45 南,
離百利大道中國城
35 分鐘車程
誠請企檯及收銀員
熟手炒鍋
意者請電 : 張經理 Houston, TX 77072
832-668-6998 281-988-8898

餐館請人

*全日餐請人

中餐館請人

海底撈 Katy 店現招聘如下崗位

中國城中餐館 中國城黃金廣場 黃金水餃請人

急聘●半工炒鍋
●企檯
誠請有經驗企檯 ～茶顏觀色～環景優
雅舒服,年青人有活力,
●廚房幫 手 ●收銀帶位小姐
會越南話更佳
薪金面談. 請電話:
312-818-8238
●前台收銀:全半工可 ●外送員
●另請炒鍋
312-479-1189
意者請電洽: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9968 Bellaire Blvd #100A
281-759-0775 832-466-3511 713-271-3122
Houston Tx.77036

Restaurant Hiring

中餐館請人

832-866-2625 832-993-0116 713-302-0321 713-826-2265

餐館誠請

Lam Bo Buffet NOW HIRING

Assistant Manager 誠請炒鍋(略懂英文),
誠請●熟手炒鍋.
Chinese restaurant
油鍋, 送外賣,
誠請外送員(會打包) 附近，外賣中餐館， ●廚房幫廚 ●傳菜
located at River Oak area
半工或全工均可
英文流利周末收銀員
有意者請電或親臨: must be fluent in English, 近中國城. 意者請電:
請熟手幫炒,
可報稅. 小費好
knowledgeable on
不包住，不接送.
6159 Westheimer
832-661-8881
意者請電或留言:
cocktails and Web
電話:
Houston, TX 77057
5714 Chimney Rock
281-256-1100
Advertising/sales.
Houston, TX 77081
832-828-1418
646-258-9818(C) 832-231-1319 713-783-6838

位 290/Barker Cypress 10 號@610 的宜家
●廚房幫工/打雜

距中國城 8 分鐘
Buffet 店
●司機
誠請 全工 / 半工
誠請炒鍋師傅
周一到周五
熟手企台，帶位
如有意請致電:
位中國城. 請電:
意者請電:
832-279-0867 713-789-0845 281-781-9389

Cypress 堂吃外賣店

外賣中餐館

Kroger Sushi Bar For Sale
Weekly Sales $3000
Selling for a good price of $20,000
Please call if you are interested at
832-461-3495

位西北區,Cypress,
請 ●Sushi Man
●英文好企檯
全工或半工均可
有意者請電:
832-398-2383
832-653-3111

路州日餐,高薪

離休士頓 2 小時,包食宿.
高薪聘請 炒鍋，壽司幫手，鐵板,
企台，洗碗，打雜,
以上無需經驗,可培訓.午休 2 小時。
●另請住家褓姆,帶 4 歲小女孩.
請電: 337-764-7736

餐館店鋪轉讓

位於糖城 6 號，
周圍有大型老美超市
跟華人超市，
人流量大，1 千多遲，
生意穩定，
適合家庭經營，
有意者請電:
713-775-3898

好區奶茶店售

3 年新位 Spring Branch
白人好區.生意穩定,
設備全,面積寬敞,大停
車場,因店主另有他業,
無瑕兼顧,出售.適合家
庭經營.歡迎看店議價
請短迅或留言:
832-668-6556

Burger Shop For Sale

Near Downtown Houston
$55,000, Cheap rent
Includes all equipment & easy to learn
Text/call/voicemail:832-212-6049
漢堡店出售,易經營. 近休士頓市中心
租金低,含設備,售價 5 萬 5.請傳訊息或留言

糖城新餐館出租,機會難得!!!
Good opportunity to own a fairly new restaurant
in SugarLand. Offer 50% down payment option
with owner finance. (No real estate involved).
4 years remaining lease plus 5 years option
to renew. 業主可提供 50%首付貸款。(不含房地
產)。剩余 4 年的租約,加上 5 年的續簽選擇。
誠意者請電 Suzie : 713-261-8255

分類廣告 2
星期一
店面,辦公室
鋪位,各種生意
出租或出售
Business Opportunity

500

*休斯敦賺錢櫥櫃石材店轉讓
因店主有其他生意無暇顧及，
便宜轉讓。1600 呎,全新裝修,
富人區，位置好，房租便宜，
接手即可賺錢。 不懂可培訓。
~~適合創業,裝修行業老闆~~
意者請電: 832-773-2913





2021年3月22日

餐館設備和用具

刊登廣告

電話 : 張先生

24 小時,微信連絡

收購,拆卸,安裝,維修

346-801-5169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糖城別墅分租
丌
*吉房出租
中國城聯合賓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離丌
99 高速 FM1464 和
近 610,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6468 Corporate Dr (企業路)
離中國城 15 分鐘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90
丌 號公路僅一分鐘
中國人自建，自營，華人經理，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河景別墅單房分租,房間
丌丌
近醫療中心及休大,
裝飾典雅,木地板,家俱
語言方便,
可微信訂房. 日或月租.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安全,安靜,乾淨,方便
具全,拎包入住,長居者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包水電上網,房租低廉 2 臥室 (有廚房,電飯煲,可炊) 公寓式酒店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價格優惠.意者請電:
丌
屋主隨和.意者請電: 水電,網路,炊具,寢具,安全密碼閉路監控.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346-317-8260
丌
電話/微信 : 832-488-8399
832-812-2429
沒仲介,個人住房,房源有限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600

Real Estate

房地產租售



中國城辦公室租 休士頓民宿租 Houston Hostel USA 旺鋪出租: 請電: 281-235-6317

位於福祿大廈 3 層
6100 Corporate Dr.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
包水電,免費高速上網,
有辦公家具,大停車場
300 呎,價格優惠.請電:
832-860-1133

中國城惠康前,百利大道上,獨立屋,旅館式
套房及多間單房(房間皆附 Cable 電視及冰箱),
無限上網,傢俱水電包.拎包入住,免簽長約,
月租特優. 最少 1 個月起《感謝舊客戶推薦》
Line/微信: houstontours
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

C2

Monday, March 22, 2021

( Leader Texas Realty )
位於 Bellaire 上, 近中國城
2700 呎, 停車方便,
適合做寫字樓,辦公室,診所...
等其它各行各業

AD7133021553
ITC 多間高雅辦公室租
環境高雅, 安全, 安靜, 包水電,
免費高速光纖上網, 辦公傢具,
近中國城 5 分鐘.有大停車場.
共多間辦公室出租,$500
( #209 #218 #233 )
281-498-4310
Lisa ( 中文 )
281-983-8152 Jennifer ( 英文 )

Office for Rent

www.Scdaily.com
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美南日報
上上上全新網站
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200上上上上
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QR 微信號: AD7133021553
Call : 281-498-4310
Email : cla@scdaily.com

分類廣告專頁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休士頓近市中心
*長期住家阿姨 *誠聘經驗月嫂 *糖城住家保姆 *誠徵糖城管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郵編
77007
，
聘有經驗
年齡 35-55 歲之間,需 一星期三天基本居家
5 月初生產，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休斯頓聘請長期住家
育兒嫂
。
.家裡兩個大人
有經驗,做飯好吃,勤快,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阿姨,照顧 1 歲半男孩 想找個認真,負責,
整理清潔,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都在家工作.主要負責帶
丌丌
無做飯需求,簡單家務 勤快,有經驗的月嫂 愛乾淨有愛心的阿姨, 家庭人數單純(兩位)
做簡單家務,與家裡老人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3丌月寶寶,家裡簡單衛生
丌
細心,愛心,有責任感,
工資待遇電議.
和大人兩餐
。通勤/住家 一周 5/6 天. 薪資: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輪流照看孩子及做飯.
會烹調佳.
$2600
起(可商議)
地址
Corpus
Christi
隨時上工
。電話/微信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住宿條件優越,一家人
意者請電
:
需有身份和經驗.
意者請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832-387-1985
丌
好相處,家裡有其他幫手.
Home
Service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
502-833-8808 510-396-9483 電:832-221-7632 832-217-7247
Lulu2021houston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誠聘女住家看護(家住糖城)
2022 年 Houston 黃頁
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尋求有經驗的家庭護理助手,照顧老年婦女,
Free Listing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在她的私人住所,過夜協助個人衛生,洗澡,穿衣,
丌
護
免費刊登商家電話地址
使用浴室,失禁護理,睡前緞練,服藥和友善護理,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服
2 年護理經驗,有照顧老人經驗者
增加, 修改, 刪除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必需具有至少
丌
優先,或者有 Certified Nursing Assistant 證書,
請電 : 281-498-4310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積極的態度和友善的性格,8
丌
務
小時輪班,每周 6 天,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每小時 12-15 元,提供私人房間和浴室過夜. 微信 : AD7133021553
Email: YP@scdaily.com
丌丌Health
丌丌丌丌丌丌Care
丌丌丌丌Servic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請留短訊或留言 : 281-650-0588
Personals
丌丌
丌丌伌丌丌伌丌伌
丌丌伌
丌丌伌
丌丌伌
丌丌伌
丌丌伌丌丌伌丌伌
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電腦維修招聘 NOW HIRING *牙科診所誠聘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醫生診所誠聘
伌
●牙科助手,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Finance
伌
Assistant 懂電腦基本操作, Food Distributor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必須會用
伌
●前台工作人員
Qucikbook,
looking for Full time 中英文流利，誠懇，
講英文,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excel,能夠與人溝通
伌
，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每小時 13 一 15$. 有電腦維修經驗優先 Warehouse Packer 認真，負責，熟識電腦.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半工/全工,請送簡歷:
伌
有意者請聯系：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Call: Helen & Lily :
有意者請電:
Bellaireclinic2
agapedentalcare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832-643-9822 713-383-8818 houston@gmail.com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yahoo.com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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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Hiring

公司請人




























*公司招聘

*大夜班職員 *Katy 公司誠聘

打包員,機械操作員
Starting $10.50 起/小時. 誠徵男性大夜班,
+Overtime(加班費)
流利英文,懂電腦,
意者請親臨或電:
Jasmine Foods Inc
會一點維修﹒
2401 Mckinney
意者請電:
Houston, TX 77003
( 713-228-1909 ) 832-607-8788

大理石廚櫃公司

倉庫 Part Time 庫管
倉庫工作相關經驗,
會開叉車,懂英文.
意者請電/Email:
713-232-9956
jessie@
lumiastar.com

牙科診所請人

倉庫招聘

*誠 聘

連鎖旅館誠聘

*公司聘請會計 *萬家樂冷暖氣



























































*男 士 征 婚

69 歲，喪偶，身高 1.74 米，
身體健康，性格開朗，
誠尋有意組建家庭的有緣中國女士.
非誠勿擾,請短信:281-236-2626

*黃石公園

*Motel 招工

渡假酒店, 誠聘
休士頓旅館
誠請前檯一名
全職雜工(男女均可)
( House Keeper ) 需有工卡,會說英文
包住宿. $85/天.
包住宿 + 底薪優
意者請電:
周經理
+有福利. 意者請電:
832-704-0596 832-613-8868

*醫生診所誠聘 *休斯頓海外倉

蔬果批發公司

近 FM1960 徵夜班、日班 Data Entry 資料輸入員. 聘有經驗倉庫主管. 位 Houston, 聘請
●司機
櫃台人員、及維修人員
$12/時,全工/半工可 會計劃成本控制和 HR 辦公室助理及司機
●廚房幫工/打雜 需英文佳說寫流利。
請電或親臨面試: Warehouse helper
認真負責，有經驗，及住 時間彈性,位中國城
周一到周五
旅館附近者，優先考慮。 意者請電或 Email: 979-422-9482 需懂廣東話,英語,
請送履歷：
位中國城. 請電:
713-858-4786 6920 Brasada Drive, 有效駕駛執照.電:
comfort1668
Bellaireclinic2@yahoo.com Houston, TX 77085 713-471-0168
281-781-9389
@yahoo.com

林記鐵工廠

誠聘●收銀員
一年以上經驗
招聘牙醫助理
GOEYA LLC 新建倉庫
誠招打雜
●倉庫人員
位於糖 城.
會 Quickbook.
中國城西南 5 哩 8 號旁
誠徵幫手一名
有興趣者學習者,
需中英文流利
有意者請連 Text: 招男性倉管: 50 歲內
請電或 Email:
意者請電或 Email:
可教電焊技術.
有意者請電:
346-208-0013
281-782-3280
可搬重物,需報稅,
832-888-4693
意者請電:
Email: Recordsgao 試用期 1 個月,14 元/H
Mwant110
mascabinets
281-818-2990 281-889-1086
@gmail.com
@gmail.com
832-248-2100
@gmail.com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貿易公司請人
*裝修公司請人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聘請
經理助理/業務助手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誠請有經驗的裝修工人，
Company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需要木工
伌
，牆體，瓷磚等師父及幫工， 公司位 Missouri City﹐需中英文流利﹐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Hiring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合法身份報稅﹐
薪資待遇面議.
有經驗者優先
，待優。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應屆畢業生優先.
聯系人：Richard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聯系電話：832-778-0090
有意者請發送簡歷到郵箱﹕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832-212-2051
dwc4501@gmail.com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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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照顧男性長者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地點在 249 旁,
護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郵編 77041
服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照顧男性長者的生活
丌丌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起居,煮飯清潔...
務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Fax resume to:
丌丌Health
丌丌丌丌丌丌Care
丌丌丌丌Servic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832-300-3106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范氏鐵工廠

CPA Firm

needs
Junior Accountant.
Bookkeeping &
電焊工一名
Payroll. SW Area.
Resume to:
意者請電:
taxprovider
713-598-8889
@gmail.com

『高薪』聘請

*永利食品公司誠聘機修人員

●主要工作內容：每日巡回檢查機器設備
每周定時對機器進行加油
維護日常生產設備, 安裝新的生產設備
維護日常廠房設施
缺人的時候，需要幫忙生產作業。
幫助檢查工廠衛生（會提供培訓）
●要求：了解工廠生產設備的機械原理。
了解冰箱，凍庫設備及其工作原理，在指導下
維修冰箱及凍箱。
（不需要 License)
*公寓地產管理公司誠聘
公司誠請員工多名
*招聘辦公室文員
了解攪拌機，皮帶，液壓系統，劑餡機，油鍋等
休斯頓地區
●會英文,懂電腦,收銀及電腦出貨員工, 機器的工作原理。
要求：中英文流利，
粗通電路及控制電路維修。
●區域總經理 ●維修總監
一周五天 10 點至 6 點,每小時$12 元起, 動手及學習能力強。能夠通過指導改造機器設
精通 Word / Excel 等辦公軟件，
全職提供保險,帶薪假期以及 401k,
備，安裝新的設備及機器。
升值空間大,需要報稅.
2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薪優
需英語流利,認真負責 ,有經驗者優先
有銅電焊能力。
●另請打雜. 近中國城.
聯系方式：請發送英文簡歷至
意者請 Email 履歷至:
及時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
可使用電動叉車，電弧焊機器等工具。
yassiritovar2@gmail.com
hr@gpi-management.com
有意者電 : 281-306-2115
●工作環境：工作強度較高，冷熱循環。
每周工作 5 天，如果周六加班需要工作，
***** 誠 業 環 球 集 團 *****
*中國城牙科診所,高薪誠聘
每天休息半個小時，年薪稅前 45K，包住，
由於公司業務量巨增,總部及各分部現擴招,
誠聘以下全職員工:
●牙科助理
●前檯工作人員
●經理助理
1. 物流專員 （2 名） 2. 行政助理 （1-2 名） 3. 銷售助理 （2 名） 每年可以放一周帶薪假。如有需要申辦綠卡，
有經驗者優先, 無經驗者可提供培訓, 需中英文流利,
公司可以提供資料。試用期三個月。聯系方式
4. 倉庫文員 （1-2 名）
5. 倉庫工作人員 （2-3 名）
趙小姐 電話：314-489-6212
全職或半職均可, 工作穩定, 福利優,
6. Class A CDL driver : Dallas, Chicago, Oakland, Cleveland
Email: Amyzhaoyong1981@hotmail.com
公司提供帶薪年休假期. 我們期待著您 加入團隊!!
有良好的溝通能力和電腦操作水平,可辦 H1B. 總部位於 Houston 及
王先生 電話：314-600-4303
有意者請電 : 618-789-3150
分部招聘: Dallas, Chicago, Atlanta, Cleveland, Kansas city 及 Oakland. Email: Wangkaikyle@yahoo.com
簡 歷 電 郵 : zjin818@gmail.com
有意者請發送郵件或履歷至: resume@cyglobalusa.com
610 State Highway 64 W.,Henderson, TX 75652

公司請人





























*Project/Product Engineer (TelcoGreen)

Telco Green Overview : Based in Houston, TX, Telco has been bringing together the quality electric motor solutions, motion control
assemblies, components to create optimized solutions to OEM customers for over 35 years. TelcoGreen, one of Telco’s division, provides
line of Electronically Commutated Motors (ECM) to high-efficiency component needs. The target markets we serve are HVACR,
pump and commercial food equipment. TelcoGreen is rapidly expanding. We’
re seeking new talent to join our fast-growing team!
Responsibilities:
•Provide technical industrial sales support to sales team and OEM customers
•Support and expertise in assigned Core products & act as a technical bridge between factory and customers
•Function as Product Manager in the assigned core product line-clearly understand competitor products, pricing, performance, and NPI process.
•Provide in-house technical support/products training.
•Project Management – provide solutions for standard and custom products RFQ.
•Prepare and coach sales team on production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 new product initiatives.
Qualifications:
•Bachelor’
s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or related Engineering program
•Bilingual Preferred – Mandarin & English
•Excellent writte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Experiences with ERP systems ( SAP preferred )
•Project Management related experiences
•Must be self-starter with excellent time management skill
Please send cover letter and resume to twen@telcointercon.com

*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s company

in Houston is currently seeking new talent to join our team.
Sr.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Logistics Specialist
•Bachelor's Degree or equivalent experience with business
or supply chain background
•1~2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ERP - SAP experiences are preferred
•Take full ownership of customer issues & show a strong
commitment to going above & beyond
•Manages logistics operations to ensure efficient and
accurate delivery of shipments
•Positive Attitude. Dependable. Takes initiative.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spoken & written).
•Bilingual (Mandarin & English) is preferable.
Please email your resume to:
lwang@telcointercon.com, Attn: HR

分類廣告 3
星期一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真實日本
丌
AV 女優+高端洋妹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Massage
Service
丌丌
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2021年3月22日

按 *妙齡網紅,丰乳翅臀 極品 Baby! 粉嫩少女
摩
高顏值
服
務
832-380-1539
832-821-6686

*凱 悅*

** 真 愛 台 北 **

實惠的價格

舊雨新知

輕鬆的享受

歡迎預約:
832-630-3343

832-359-6141

HIRING
for Massage
按摩請人

本地美國人,資深英語家庭教師,教授日常美式
會話、商業及旅遊用語, 個人或集體均可.
*** 協助通過公民考試及移民局面談 ***
skype:david.b.browning /Wechat: Teresina1only
832-788-3383 281-587-6912 布朗寧
5338 Beechnut St. Houston, TX 77096
http://davidbrowning.trustab.org

W

●報個人稅, 公司稅
●公司做帳
地址: 美國財富會計樓

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報稅服務

口

房產經紀人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美南駕校
10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疫情期間有中文網絡筆試課，取消罰單課，保發證書。
美南駕校是官方指定考點
，天天有路考。旅游簽證等各種簽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可以考駕照。青少年班隨時上課。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成人筆試班: 周二，六 10am-4pm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取消罰單安全班 : 周二，六有課
三三
三三三三School
三三三三三三三7001 Corporate Dr #203 832-277-7226 王教練
Driving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2三三三三三三三 ****** 報 稅 ******

打電話或短信： 917-378-5316

譯

口譯服務

專業口譯

譯

移民、醫療、商業
中英流利,收費合理
832-877-0828
（陸克）微博：
L8327792838

各種翻譯

Realtor

800

機
場
接
送

Transportation

長期招聘兼職全職按摩人員
男女均可,不會的可教
只需要你有一顆願意學習的心.
意者請聯系 :
636-399-7438

招女按摩師，有工卡，能報稅，
大費五五分成，每天日結工資，
有執照者優先，
無車者住宿條件優越.
有意者請電: 346-247-6440

入籍班招生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仿真練習，讓您 100%通過
* VIP 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DPS 指定 王朝駕校 路考第三考場
10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DPS
三三路試考官,全權下放至百利駕校的教練考路試,
在本校一天可完成筆試,取得
pemit 後可安排路考,不用排隊等 30 天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筆試班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 每星期一至六上課，務必預約.
路考班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 務必預約. 考路試，務必預約.
安全班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 隨時開課. 開課，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School
三三三三三電話:
三三 832-633-5555 周師傅 832-983-9509 Tom 發哥
Driving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房地產經紀人
三三三三
德州帶槍執照
中國城軍火庫

Kate Zhang
可在全美 38 州携帶
全課程半天完成$100
●個人房屋買賣
( 外州駕照可申請 )
●商業房產買賣
各式槍枝買賣/交換
Gun License 9896 Bellaire #G1
微信：15042558967
( 黃金廣場內 )
電/短信：917-378-5316 申請帶槍執照 281-236-4723

美華翻譯中心 M&H Translation Services

●專業翻譯各種學歷證書, 成績單, 結婚, 離婚, 出生, 死亡證書.
●各種戶籍,房產,銀行證明 ●法律,經濟,財務等專業文件及口譯,
代辦公證認證.●30 多年翻譯經驗,得到美國&中國政府機構認可接受.
價格優惠,專業迅速。 電話 : 713-414-3115
電郵:service@ustranslator.com davidwon1025@hotmail.com
Http://www.ustranslator.com
Member of the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機場, 碼頭 ,一切接送

舊、壞 車
動 或 不動
一律高價收購
中英粵越。電話:
713-482-9267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 有 4 人 7 人座服務
832-382-5645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Remodeling

修理業務


Remodeling



800

汽 車
保養修理

Auto Repair

今第建築裝飾+設計+繪圖

各類餐館、甲店、家庭開工圖紙,
專業室內設計, 3D 效果圖. 20 年以上設計經驗,
多州建築師執照, 政府註冊,1.5 千萬保險.
專業施工團隊承接: *餐館 *甲店 *商業 *廠房
832-779-5888 劉小姐 www.jdnys.com

李氏修車行/汽車買賣
換機油$18.99 年檢$25 "鈑金部"多有折扣
專修本國車,進口車,引擎系統,剎車系統,變速器,電路
鈑金噴漆,修理 代辦一切保險理賠,24 小時拖車服務.
Lee Enterprises Complete Auto Repair
11830 Beechnut St. Houston,TX 77072 /Kirkwood
電:281-575-7221(中英越) 手機:832-622-7134

6 天營業 周一至周六: 9 點~6 點

誠實裝修

吳氏專業裝修

內外油漆,屋頂補漏
水電木工,籬笆水槽.
安裝更換熱水爐.
多年經驗,價格合理,
質量保證. 請電:
832-866-2876

執照# LI 0019006
庭園灑水,庭園設計,籬笆
內外油漆翻新,涼棚涼檯
洗衣機,乾衣機,洗碗機,
水龍頭,地板,地磚,廁浴,
更新,水務維修,電路修換.
832-818-3185 國粵語

廚廁改建,地板磁磚
內外油漆,木工水電
廚櫃理石,檯面安裝
香港師傅,專業守信
請電: 陳師傅
832-629-2688
誠聘裝修師傅

順發裝修

隨叫隨到裝修

分類廣告價目表

潮江裝修

*房屋修理*

浴室，漏水，天花板
屋頂，廚房，內外牆
地磚，地板，高壓洗
油漆，籬笆，蓋涼廳
水電門窗，舊屋翻新
餐館改造.~好價格~
713-515-7652

CLASSIFIED AD. RATE

地板人工 90￠/呎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專業漏雨
丌丌
丌丌週數
丌丌丌Week
丌丌丌丌一
丌 週 二 週
地磚磁磚,紗窗紗門,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瓦片翻新
換熱水爐,室內外油漆
格數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1丌wk 2 wks
Size
丌丌
丌
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
二樓樓梯圍欄,
室內外裝修 20 年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1
格
$45
$80
(1
box)
精優價廉.以上工程, 經驗. ~免費估價~
保修 2 年.(訂做按摩床)
$160
281-323-9938 王順 713-269-9582 2格 (2boxes) $90

兄弟建築公司 832-860-1133

General Contractor



狗狗寵物美容

Pet Grooming

美國專業資格認證
手工剪毛,寵物託管$20
精心照顧,收費合理
近 Richmond/休斯頓
281-818-8809
281-496-7878
12624 Briar Forest

腰酸背疼,輾轉難眠? 夢想一覺睡到自然醒?

專收購舊車壞車



修
理
業
務

JuJu's 寵物美容

還好有 30 多年老字號的床墊世界,專賣各種超硬實木板床墊和彈簧床墊.
美國生產,質量最優,價格最平,款式最齊,市內免費送貨.
※另有廠家直銷各式家具及自動清洗抽油烟機.
請電 : 713-777-1188
床墊專賣
6121 Hillcroft Ave, Ste M1, Houston, TX 77081 (近 59,離中國城 5 分鐘)
非誠勿擾,請短信:281-236-2626 Mattress for sale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意裝修
三三
榮盛裝修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700
修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承接
:
舊房翻新,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三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理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浴室廚房改建.
丌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承攬:商業/餐館裝修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業丌三丌三丌三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小修小補.
木工活,水泥面,籬笆牆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務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小修小補,保修
丌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3
年.
三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請電: Sam 劉
~~ 百萬保險 ~~
三三
丌丌
丌三
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Remodeling
832-606-7672
電:281-787-1283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丌
丌三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天天裝修
蘇揚建築裝璜 正翔屋頂/裝修
浙江大余裝修
舊房翻新，內外油漆，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公司,住宅,地板,地磚,
專業住家,屋頂換新
地板地磚，衛浴改建，
內外油漆,廚浴改建, 房屋,廚房,衛生間裝修 房屋翻修,廚浴改建
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地板,磁磚,大理石面安裝 商業住家,水電維修
鋪草皮,修換圍欄
高壓衝洗，室內清潔。
餐廳翻新,高壓沖洗, 電氣焊,鐵柵欄安裝維修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大小工程,
車庫門,自動門安裝維修 內外油漆,籬笆車道
提供商業保險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水電,空調,安裝維修 灑水系統,經驗豐富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929-392-5818
余:
832-607-7861
張 832-998-5898
身份,薪酬優厚.
王 (國/台語)
●誠請裝修工人
713-371-2713 戴師傅 eng: 646-925-9275

700

800

床墊世界

北夏接送服務

700

Call Today 儘速連絡,或至網站查閱訊息
www.HFEmassageschool.com

休斯頓好區正規床腳店

, 別蹉跎歲月
歲月
*男 士 征 婚
千 別猶豫 別蹉跎
一
69 歲，喪偶，身高 1.74 米，
里
線
身體健康，性格開朗，
姻
牽
誠尋有意組建家庭的有緣中國女士.
緣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英文: 713-528-2097
中文: 832-231-5279
地址: 4141 Southwest Fwy #510
Houston, TX 77027
● 德州立案 500 小時按摩課程培訓(MS0098)
● 全期 5 個月課程.
● 有專業按摩執照老師,中英文授課.
● 學費有優惠,不另收額外費用.
● 聯邦按摩考試 MBLEX 衝刺班.
● 聯邦按摩考試加強班 100%通過率.
● 按摩執照更新服務.
● 免費按摩英文課程.

*海邊高端 SPA

駕駛學校

駕駛學校

Registration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英
文
班
招
生

Massage School
按摩學校招生中

漂亮氣質東方美女
早 9 點-晚 12 點
休斯頓中國城. 歡迎電話預約: Massage School
按摩學校招生中
832-988-7118

1000

1000

HFE 正規專業按摩學校招生

** 高級 SPA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請女按摩師
*韓式大型 SPA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聖安東尼奧正規床腳店
休士頓，Katy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請女按摩師﹐要求
Westgreen & Kingsland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有按摩經驗﹐
性格好﹐ 誠招能報稅，有執照的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有工卡
（年齡不限）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按摩師(男女不限).
月入 6 千﹐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五五分﹐
丌
大費高，小費好。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提供住宿﹐色免.
絕對色免.聯系電話: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意請電 :
281-743-6613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10-740-5703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C3

Monday, March 22, 2021

承接各類餐廳, 美容院, 奶茶店, 辦公室, 廠房等設計, 施工建造,
及住宅維修和翻新,免費估價. 最低成本, 最佳質量, 百萬保險 !
選址 : 商業租賃,為您的生意精選最佳地點,最旺鋪位.
設計 : 施工圖, 3D 效果圖設計,申請施工 PERMIT.
建造 : 裝修裝潢,專業執照工程隊伍施工,品質保障.
6100 Corporate Dr. Ste 315, Houston
www.usbrothersconstruction.com

三 週 一 月
3 wks 1 mon

$105

$125

$210

$250

3格 (3boxes)

$135

$240

$315

$375

4格 (4boxes)

$180

$320

$420

$500

6格 (6boxes)

$270

$480

$630

$750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700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
三三
佳寶建築公司
宏達建築裝修公司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 萬福 裝修公司 ***
700
修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本公司是一家大型建築公司
政府註冊. 承接各種大小工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政府注冊.百萬保險.15
年經驗
三三
三
理
有多年經驗豐富裝修師傅。
擁有各類大型建築設備及水電 A/C 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承接：商業/住宅 的
三三
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您的房屋改造,櫥櫃,門窗,浴室,內外油漆,地板
專業執照,施工團隊.
業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翻新與改造等工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磁磚,冷凝氣,水電維修,水泥路面,車庫,外牆等..
丌丌
專精大型倉庫,Shopping Center 等大型建築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務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有專業裝修師傅就是您的質量保證.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另招裝修師傅
從選址,設計,請照,施工 一條龍服務.
三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 免費估價.
中英 Andy 801-739-5866
百萬保險+質量保證+價格最低
三三
丌丌
丌三
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Remodeling
中 蘇師傅 832-359-2367
聯系電話: 281-886-8888
三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電話 : 832-380-1166 李師傅
三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Remodeling

修理業務


富貴裝修公司

專做居家小活

修補牆面、油漆.
內外油漆,地板地磚,衛生間,廚房翻新,
翻新衛生間,廚房,房間改造,疏通上下水
專業籬笆 翻新與維修
更換熱水器.漏水.庭院等等....
居家小活統統都做.
我的價格包您滿意
713-429-2685
電話: 832-206-2118
702-888-5518

美 滿 裝 修

19 年經驗,專精商業住宅
理石廚櫃,地板,磁磚,浴室改建,內外油漆,
門窗,水電,涼棚,圍欄及屋頂翻新.
誠信+優惠+專業 特價 & 保修二年
832-419-5588 張 ●另請工人

*夏季日光節約時間*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3/14/2021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星期日)凌晨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2am請往前調至3am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分類廣告 4
星期一
專

家

玻璃門窗專家

Pest Control

Classy Pest Control 提供專業的殺蟲服務
包括住家及商業地區,
讓您擺脫蟑螂/螞蟻/蜘蛛/老鼠/白蟻等的困擾
本公司提供免費的估價.
34 年專業經驗. 專業白蟻檢測及殺蟲服務.
電話(英): 281-437-4329, 713-516-1747
(中文): 346-252-9893

Door/Window Glass

專業砍樹服務

通水管
排污

籬笆 Fence

專通下水管道

龍運疏通

700

Flooring Service

房屋理賠

屋頂專家風災冰雹索賠專家

房屋理賠

Claims Service

Plumbing Service

下水道專家

通水管
排污

需要修換水管,
安裝水龍頭,
馬桶,浴缸,
花園噴水系統。
請電: 張生
281-236-7471

水水水

水電服務公司

誠信專業水電

執照電工.經驗豐富.
灑水系統,家電維修,
水電新建和修理,
洗衣,烘乾,冰箱,熱水爐
打碎機,下水道,
281-610-2068

專精各種漏水

滿意水電



專修室內外各種漏水 專精各種漏水,閥門龍頭
更換各種室內外 更換,熱水器,冰箱,洗衣機
各種家電維修,增加排查
水零件,
線路,更換電箱,軟水淨水
房屋整體水管更換, 系統,加裝各種照明燈,
修換熱水器.
車庫門安裝維修
Plumbing Service 713-429-2685 曹 832-576-6957
702-888-5518
●招助手或學徒



專業冷暖氣





Electrical & AC
Service

修空調●修水電
找大衛,又快又好又便宜
維修費一律 80 元 (材料費除外）
德州執照,空調技師大衛
832-923-6578 (中文)
281-866-1073 (英文)



Chang Le Service 長樂 AC
安裝維修冷暖氣,
換熱水器 change water heater
價格合理,保證質量，服務快速.
Please Contact: Jay Yu.
請電：於先生 346-232-8970
832-868-8071

700
鐵
工
廠
Iron Works

700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Service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800
一一一

泰平鐵工廠

林記鐵工廠

合家歡冷暖氣

專業安裝,維修,保養
冷暖氣系統
維修水電( 開關,電路,
電風扇,熱水爐 )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電:劉先生.●請幫手
832-552-0155

萬家樂冷暖氣

電腦維修，IT 技術支持
辦公室電話/網絡佈線,VoIP 電話服務
商業高清監控安裝維修,數碼 IP 4 百萬像素起
POS 軟硬件，保證最優惠價
Express Computer Solutions
電腦維修
Tel : 713-823-6863
www.expresscs.net
Computer Service


800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Service

雅聖冷暖氣

精藝冷氣水電

冷暖工程,家用電器 專業維修、安裝
廚浴設備,修換水爐
冷暖氣系統,
住宅商鋪,節能空調 維修更換熱水爐.
漏水斷電,急修急通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請電: 蕭師傅
電話：陸先生
832-490-7988 346-606-6871

報警監控安裝

監控系統安裝

安全監控系統

監控系統 4MP 超清
帶 4x 鏡頭, 包安裝,
一套$700 起,無月費
支持手機監控及回看
請來電話咨詢:
832-310-7499

范氏鐵工廠

美南網站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四季搬家公司
丌丌
(需每天運者有特惠)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政府註冊
ID
200897974,
執照號碼:
TXLic006575605C
搬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品質保證,價格便宜,32
年專業經驗,免費到府估價.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家丌
往 Austin,Dallas,
San Aotonio 特價優惠.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本公司有各大小貨車，專門長/短途搬運，
丌丌
公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
公寓、住家、辦公室、鋼琴
( 10% Off w/AD 廣告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英文電洽 : 281-903-7688 832-867-5467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司丌丌
Moving
Service
或上網查詢: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http://www.allseasonsmove.com
丌丌
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
《如意》搬家
順豐搬家快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搬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拉貨.搬家.運東西.
丌丌
丌丌
貨運公司.專業搬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居民.公司.倉庫.鋼琴.
各種 家庭 / 倉庫 /
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家具拆裝,跨州長途搬運
辦公室 / 搬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公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
只要你需要,
專線休斯敦-洛杉磯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我們一定
丌丌
“搬”
到.
電話: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司丌丌
Moving
Service
281-797-9898
832-966-6077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800

700

吉順冷暖氣公司

專業定制各種防門自動
專業定制各類防盜門窗
經營多年,專修
大門,專業遮光智能溫室 鐵門護欄, 碰撞銹蝕, 精工電焊,鋁,不銹鋼 防盜門窗.自動大鐵門(保證大門不會變歪,
歡迎團購,便宜 5%-10%)
大棚,2000 呎到 3500 呎
餐館設備,爐頭,
修理翻新各類鐵件
玻璃溫室連棟大棚,可
工藝鐵門.
(鐵欄,扶手,樓梯等), 開門機修理,鐵欄杆修理,換新.陽台扶手.
定制呎寸,專用鋼結構
金屬構件加工.
多年經驗,質量保證. 出售鐵欄杆,大門,柱子等..承接各種焊接,
房屋,,可訂制呎寸, 移動
www.taipingironworks.com 281-889-1086 修理工作. 保證質量.良好的售後服務.
房屋大棚專用暖風機.
713-598-8889 (中文) ●誠請電焊工
電:832-566-7888 281-785-9895 劉 832-420-4376

電腦專家

 

居家空調水電

政府執照 TACLB95906E 百萬保險
安裝維修保養:各種家庭,商業冷暖氣.
安裝、精修 : 各種品牌冷暖氣
維修保養,配件更換,水務電器,專業誠信 精修餐館及超市冷凍,冷藏設備,電機,電路
~ 政府認可的 TOP 空調專業技工 ~ 及生活電器維修,特價代理 Goodman 產品.
州政府保險及執照, 質量保證,歡迎比較.
281-818-2990 宛 (Wan)
832-860-3388 蒲繼忠
●薪優,誠招空調幫手一名

精準冷暖氣 & 冷凍公司

AirTuner (各種品牌)
●住家及商業 : 保養維修、更新.
●德州執照 TACLA 80788C
●高額保險 : 價格公道
**任美國最大冷暖氣公司資深技工**
P.J. 陳 : 832-367-1098

誠意鐵工廠

德州執照 TCEQ24431
德州 Master 執照 40172
抽餐館油井,
商業/住宅:煤氣管，煤氣
洗衣店水井,
開通與年檢, 水管油井,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水表,下水道,通堵,
各類熱水器過濾水器等 經驗豐富,不通不收費.
水管系列安裝維修工程 832-462-3832
832-462-4011
城市申報檢驗.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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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記冷暖氣維修 陳氏專業冷氣

大衛空調公司



冷
暖
電
氣

頂好排污

832-722 2099

專精上下水管道,
洗衣烘乾,熱水爐具
舊屋水管換新,
漏水,堵塞及疑難雜症.
冷暖空調,抽風排氣
改移,換新上下水管線,
屋頂,地下漏水
熱水器,水龍頭,浴缸,
水喉水槽,滴漏堵塞
修換熱水器
淋浴,馬桶.●維修改裝
開關插座,生活電器
供電線路,換電箱,加改 832-217-6958 修
住家餐館,質優價低
供電線路及電器設施
713-480-3646 713-885-4818 英 832-290-8770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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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修理安裝:
傑克修空調.專業冷暖 住宅/商業冷暖氣,
冷暖氣系統
冷暖氣維修更換,
中央,分體,窗式空調 氣系統維修、更換. 冷凍,冷藏設備維修
保養,維修,安裝,
商用 cooler,freezer,
餐館制冷設備修理
安裝,更換.
免費檢測、估價.
家電,熱水爐.
專門解決疑難問題
熱水爐器更換或維修 政府執照,15 年經驗
質量保證,價格合理.
任何空調問題.
保證質量,價格公道
請 電:
請電: 王師傅
請聯系我：Jack
請電: 陳(英粵國越)
請電 : 黃先生
832-382-8026 346-276-5578 832-759-4638 281-236-2846
832-421-6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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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潔水管公司

 

快速冷暖氣修理 修空調找傑克

專通下水道, 儀器檢查, 漏水堵水.
修換: 全屋來水管,去水管,水錶漏水.
按裝:熱水器,水龍頭,馬桶,浴缸,打碎機.
7/24 832-600-6300 劉
通粵/ 國 / 英 / 墨西哥





水 工

爽快水管專業

通水管
排污

專業維修, 重建,新建,
各型籬笆,范士,圍欄,
圍牆.價格優惠,
10 年質量保證,
完工後滿意付款,
全市最低價,150 元起.
832-969-5083 李

專精上下水

26 年經驗,價格合理
修補翻新各種屋頂
大小工程,質量保證
免費估價. Min Park
832-202-8432



 

水務
電器

700

十年豐富經驗面對各種保險公司,房屋遭受暴
風雨,冰雹損害,房屋漏雨,房屋水管爆裂漏水,
火災,我們能幫您從保險公司爭取到您應得的
賠償.拿不到賠付免任何費用,保證施工質量.
免費咨詢電話:713-732-8802 中文
832-683-8753 英文

Claims Service

$65 起。高科技
廚房及廁所漏水疏通 $60 元起,不通不收費 346-276-5578 王
迅速為你解決
●上水管: 跑、冒、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水龍頭,噴頭,破碎機
●地下水道堵塞
滴、漏,修理更換;
按裝. 經驗豐富, 漏水堵塞,洗水盆,浴缸 ●下水管: 堵塞疏通,
●漏水、等難題
馬桶,打碎機,下水道
價格最低(政府執照)
德州大師級執照
專業更換熱水器 ●更換維修廚房,衛生間
陸先生(中文).請電： 7 天 24 小時. 請電:
設備,熱水器等..... 電話 832-708-8688
281-818-6524 832-421-6698 質量保證,價格合理. 短信 832-929-2771



 

美國房屋理賠服務

地板$1.89/呎 &up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廚浴更新
832-353-6900
9889 Bellaire #B-24-C
( 大中華超市旁邊)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7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庭三三木水石電全能
品質保證+安全保證+價格便宜保證
執照#LI 0019006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商業/住宅
花草自動灑水系統,
園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Shower Door, Window Glass
軟水器,淨水器,籬笆,涼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美三三
Mirror Wall, Furniture Glass
亭,魚池,地板,磁磚,電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浴缸,浴室落地玻璃門, 住家辦公樓大門玻璃
餘泥
化三路,水路,招倒垃圾﹑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一般牆上及臥室大型鏡子,傢具台面玻璃
及以上各種維修.國粵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Gardening
請英文/越語 : 346-561-2430
832-818-3185 吳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專業籬笆圍牆 分類廣告專頁
專業砍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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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務
電器

敦煌地板

PN Pro Glasses 門窗公司

華人經營,專業砍樹,
修理樹枝,挖樹根,栽花,
種樹,鋪草皮.各種場地
清理,修建籬笆圍牆,
清理水槽,清垃圾,排後院
積水.搬家及雜活.
*全市最低價 100 元起*
832-969-5083 李

700

地板銷售安裝

C4

Monday, March 22, 2021



蟲

CLASSY 殺蟲專家



殺

2021年3月22日

安全監控系統

Alarm 專業安裝
$19.95 月費
監控安裝每一路$75 起
四路特價,工廠直營,
倉庫在 Harwin,有
安裝執照. B09382201
電:713-779-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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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房門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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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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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age Service

商業,住家,鐵門及鐵柵
搖控車門器更換,
彈簧維修線路安裝,
品質保證,免費估價.
通國粵英語
20 年經驗,7 天日夜.
713-598-8118(C)
713-777-7934 (H)

床墊世界

腰酸背疼,輾轉難眠? 夢想一覺睡到自然醒?

還好有 30 多年老字號的床墊世界,專賣各種超硬實木板床墊和彈簧床墊.
美國生產,質量最優,價格最平,款式最齊,市內免費送貨.
※另有廠家直銷各式家具及自動清洗抽油烟機.
: 713-777-1188
床墊專賣 6121 Hillcroft Ave, Ste請電
M1, Houston, TX 77081 (近 59,離中國城 5 分鐘)
Mattress for sale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中信搬家公司 (當天電話,當天搬)

西 南 搬 家

(O)281-933-1555
(F )281-933-2953

I.C.C. M.C.249994

TX.D.O.T. 44648C
政府註冊 TXDD363224B 優質服務,誠實可信
U.S.D.O.T 461436
26 年搬家經驗,質量保證。公司備有大中小型
www.swmoving.com
Email: mike.kuo@swmoving.com
封閉貨車,專經營長短途搬運,住家,公寓辦公室,
●公寓，住家，辦公室，倉庫遷移。
三角鋼琴,貴重物品,碼頭提貨,有保險,
●市區內、紐約、加州、全美長途、回國傢俱
免費提供紙箱 832-561-7776 國語
包裝及自用車運送。
24 小時服務 832-367-6090 國,越南,廣東 ●政府合法執照,25 年經驗,工作保證,誠信可靠.

聯合搬家公司 800
公寓住家，公司搬運
碼頭提貨，代客送貨
短長途專業搬運鋼琴
免費估價，價錢便宜
電:713-783-3789 通
626-297-9888 國臺英

unitedmoving.tx@gmail.com

機
場
接
送

Transportation

北夏接送服務
機場, 碼頭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 有 4 人 7 人座服務
832-382-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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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en deplores rising anti-Asian violence, asks Americans to stand together

ATLANTA (Reuters) - President Joe Biden
deplored a surge in anti-Asian viol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a deadly shooting
rampage in Georgia, and asked all Americans to stand together against hate during a
visit to the state on Friday.

U.S.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deliver remarks after meeting
with Asian-American leaders to discuss “the
ongoing attacks and threats against the community,” during a stop at Emory University
in Atlanta, Georgia, U.S., March 19, 2021.
REUTERS/Carlos Barria
Biden and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met
for more than an hour with leaders and state
lawmakers from the Asian-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community, which has been
rattled by this week’s murders of eight people, including six women of Asian descent,
after a year of rising anti-Asian violence.
“Hate can have no safe harbor in America. It
must stop. And it is on all of us, all of us together, to make it stop,” Biden said after the
meeting, calling on U.S. lawmakers to pass
a COVID-19 hate crimes bill that would
expand Justice Department review of hate
crimes exacerbated by the pandemic.
Harris, the first Asian-American vice pres-

ident in U.S. history, tied the violence to
the long history of rac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likened it to the targeting of
Muslims after the Sept. 11, 2001, attacks.
“Racism is real in America, and it has al-

ways been. Xenophobia is real in America,
and always has been. Sexism, too,” Harris
said. “The president and I will not be silent. We will not stand by. We will always
speak out against violence, hate crimes and
discrimination wherever and whenever it
occurs.”
A 21-year-old man has been charged
with Tuesday’s murders at three spas in
and around Atlanta. Investigators said
the suspect, who is white, suggested that

sexual frustration led him to commit violence.
But political leaders and civil rights advocates
have speculated the killings were motivated at
least in part by anti-Asian sentiment.
Advocates say the surge of attacks on Asian
Americans is largely the result of the community being targeted
over the coronavirus, which was first
identified in Wuhan,
China, in late 2019.
On Friday,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peaker
Nancy Pelosi said the
violence was exacerbated by language
used by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ho repeatedly referred to COVID-19 as the
“China virus” and the “kung flu.”
Biden ordered the U.S. flag flown at half-staff
at the White House to honor the victims of the
Atlanta area shootings.
SHIFT IN FOCUS
The meeting with Asian-American community
leaders was a shift in focus of a trip originally
planned to promote the newly enacted $1.9
trillion coronavirus relief package.

Asian-American voters constitute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in the country and turned out in
record numbers in presidential battleground states in the 2020
election,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argetSmart, a Democratic
political data firm.
In Georgia, Asian-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voters
exceeded their total 2016 turnout by 58%, the firm said. These
voters were key to carrying Biden to success in states where
the race was close such as Georgia, the firm said.
As he headed to Georgia, Biden stumbled as he climbed
aboard Air Force One. White House spokeswoman Karine
Jean-Pierre told reporters he was “doing 100 percent fine” and
suggested high winds at Joint Base Andrews near Washington
may have been a factor.
The Democratic president’s trip was initially part of the “Help
is Here” campaign, which he kicked off on Monday to promote his promise of “shots in arms and money in pockets,” after signing the COVID-19 relief bill into law last week. Biden
has traveled to Pennsylvania and Harris has been to Nevada
and Colorado to tout the benefits of the package.
Before they met with Asian-American leaders, Biden and
Harris received a coronavirus update at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where they thanked health
officials for their effort fighting the pandemic.
“This is a war and you are the frontline troops,” Biden said.
“We owe you a debt of gratitude for all the lives you’ve
sa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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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backs distance of 3 feet between students, may help get kids back in schools
(Reuters) - The U.S. government on Friday updated its COVID-19 mitigation guidance, halving
the acceptable distance between students who are
wearing masks to at least three feet (0.91 m) from
at least six feet, potentially easing the path for
schools that have struggled to reopen under previous guidelines.
The new recommendation from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is a
boost to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goal of reopening in-person learning for millions of public school
students without sparking coronavirus outbreaks.
“The revised CDC guidance is a great step,” said
Dr. Amesh Adalja, a senior scholar with the 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 It “reflects the
fact that schools ... are not drivers of infections,” he
added.
Many schools continue to teach students remotely more than a year after the novel coronavirus
prompted widespread closure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The new guidance was based on data from schools
in Utah, Missouri and Florida that suggests
transmission of COVID-19 in schools is relatively
low when precautions such as mask-wearing are
employed, including in cases where students do not
maintain six feet of distance.
The guidance applies to students from kindergarten
through high school and in areas with low, moderate, and substantial community transmission of
COVID-19.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ommunities
with high levels of COVID-19 should stay six feet
apart unless their schoolday contact can be limited
to a single small group of students and staff, CDC
said.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se recommendations are specific
to students in classrooms with universal
mask-wearing,” CDC
Director Rochelle Walensky said in a news
conference.
Students should continue to maintain six
feet of distance when
interacting with teachers and other school
staff and when eating,
the agency said.
The CDC has been
under pressure to relax
its guidance to schools
to help get students
back into classrooms. Walensky said this week the agency
was looking at data in part from a recent study in Massachusetts that suggested tighter spacing had not increased
virus transmission.

BILLIONS FOR TESTING
The guidance urged schools to conduct widespread COVID-19
testing of students, saying regular use of such screening offers added

One of the CDC studies released on Friday looked at
20 elementary schools in Utah during a period of high
COVID-19 transmission in the broader community. It
showed that in-school transmission rates among masked
students were low even though they maintained an average
distance between seats of only three feet.
Many schools do not have the space in classrooms to maintain six feet between students.

Editor’s Choice

Mwajuma Tabyawa applies cream on her son Mmema Mkangya after his
shower, on his first day back to school after coronavirus restrictions were adjusted, in Louisville, Kentucky, March 17, 2021. REUTERS/Amira Karaoud

People watch a burning effigy of Lady Maslenitsa during celebrations of Maslenitsa, also
known as Pancake Week, which is a pagan holiday marking the end of winter, in the town of
Yuryev-Polsky in Vladimir region, Russia March 13, 2021. REUTERS/Evgenia Novozhenina

Asylum-seeking families and
unaccompanied minors from
Central America walk towards
the border wall after crossing
the Rio Grande in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Mexico on rafts, in
Penitas, Texas, March 17, 2021.
REUTERS/Adrees Latif

People carry the coffin with the body of
Rivaldo Jimenez Ramirez during his funeral in Comitancillo, Guatemala, March
14, 2021. He was among 16 Guatemalan
nationals massacred in one of Mexico’s
northern border states in January, a case
that caused renewed consternation about
the dangers faced by migrants bound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 bodies, some badly
charred and with gunshot wounds, were
found along a migrant smuggling route in
a remote area of Tamaulipas state. REUTERS/Luis Echeverria

Ariana Lamcellari, 4, holds a sign at a protest against violence, following the charge of a British
police officer in the London kidnapping and murder of Sarah Everard, in Dublin, Ireland March
16, 2021. REUTERS/Clodagh Kilcoyne
A migrant child from Central America plays with his own shadow inside
the office of the Center for Integral
Attention to Migrants (CAIM) after
being deported with his moth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Ciudad Juarez,
Mexico March 15, 2021. REUTERS/
Jose Luis Gonzal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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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cines And Stimulus Pave The Way
For A Big, Uneven Global Recovery

Illustration: Aïda Amer/Axio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ffective vaccines and stimulus money in
the pipeline provided two major reasons
for optimism about the global pandemic
recovery this past week.
Driving the news: Real-world data from
Israel found that the Pfizer-BioNTech
vaccine was at least 97%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symptomatic COVID-19 cases,
and President Biden signed a $1.9 trillion
stimulus bill that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projects will add a full percentage point to global economic growth this
year.
• The dramatic rebound in the U.S. economy — thanks to the vaccination campaign
and rescue package — should directly
benefit top U.S. trading partners, particularly Canada and Mexico, per the OECD.

• “This will not only boost the U.S.
economy, but it will fuel global growth
through increased demand in the U.S.
and from the U.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said OECD chief economist
Laurence Boone.
• While Chinese growth helped power
the recovery from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the U.S. should be at the center
of the rebound this time.
The rosy economic outlook is closely
linked to an expectation that the U.S.
and eventually the world will be able
to vaccinate their way out of the pandemic.
• The new data from Israel — indicating that Pfizer’s vaccine appears to be
94% effective against asymptomatic infection and 97% effective at prev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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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 is another beam of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 So is Monday’s news that Novavax’s still-to-be-approved
vaccine is up to 96% effective.

The other side: A recovery based on vaccinations and stimulus spending risks leaving behind the countries that haven’t
been able to deploy much of either.
• While the OECD now projects the U.S. economy to be
slightly larger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than had been expected prior to the pandemic — thanks to the massive stimulus
bill — the economies of India, Indonesia, South Africa and
Mexico will be 6–8% smaller than anticipated.
• Some developing economies are expected to take years to
claw back the growth they lost during the pandemic.

global economic and social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hief Kristalina Georgieva
• And if the Federal Reserve is forced to raise interest rates to
tamp down inflation, emerging markets will be hit particularly
hard, Harvard economist Kenneth Rogoff notes.
The bottom line: After a brutal year, we can now see the growing
green shoots of a global recovery — but they’re unevenly distributed. (Courtesy axios.com)

• Investors could be tempted to move out of emerging-market economies and into the U.S., the WSJ notes.
• Meanwhile, the World Bank projects that there will be 150
million more people living in extreme poverty by year’s end
as a result of the pandemic.
What they’re sayin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hief
Kristalina Georgieva is warning of a “great divergence” between countries, due in large part to the vaccination gap.
• Rather than catching up to advanced economies, the IMF
anticipates that the gap in incomes between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will grow between 2020–2022.
• She sees that looming divergence as a “major threat to

COMMUNITY

Stay Home!												Wear Mask!

What’s The Problem With
The AstraZeneca Vaccine?

Photo: Gustavo Valiente/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Use of the Oxford/AstraZeneca vaccine was
halted across much of Europe last week, including in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Spain.
The suspensions followed reports that a small
number of patients who received the vaccine
experienced blood clots. But public health
agencies, includ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EU’s own medical arm, say
there’s no indication that the blood clots were
caused by the vaccine, or that the risks of giving the shot outweigh those of delaying it.
AstraZeneca says that out of the 17 million
people who have received the vaccine in the
EU and U.K., the number experiencing such
symptoms is actually lower than would be expected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Still, safety boards from the WHO and 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 will convene on
Tuesday to discuss the situation.

The vaccine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WHO

and some 70 countries. Real-world
data from the U.K., where the vaccine has been used most widely,
suggests it’s highly effective at
preventing serious cases. No blood
clotting concerns have been reported there. Denmark and Norway
were first to suspend the shot last
Thursday, and the EU’s most populous countries followed suit today,
with leaders describing the suspensions as precautionary.
This is arguably the most important vaccine in the world in the near
term. Around 3 billion doses have
been reserved to date, and more
than half are destined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vaccine is relatively affordable (it’s not being sold for a profit) and easy to transport and store
compared to the Pfizer and Moderna shots. The COVAX initiative is
sending AstraZeneca doses all over
the world, often to countries that
have no other source of vaccines.
However, the rollout of the vaccine in Europe has been plagued
by confusion, distrust and even
animosity.

Waiting for the vaccine in Cergy,
France. Photo: Martin Bureau/AFP
via Getty
AstraZeneca has delivered only half the
doses it promised the EU, leading to anger and in one case an export ban. The
doses that have arrived have been administered remarkably slowly due to hesitancy among the public — fueled in part
by skeptical rhetoric from politicians
like Macron — and delays in granting
approval for people over 65.
In the U.S., which ordered 300 million
doses, the vaccine has still yet to be approved.
AstraZeneca’s U.S. trial was paused
for seven weeks last fall. Concerns
about the company’s trials intensified
after it emerged that some British participants had been mistakenly given a
half-strength dose (surprisingly, they
had better results). The trial data is now
at last being reviewed by independent
monitors, and emergency authorization
could come in about a month,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Director Francis
Collins told Reuters today. Collins said
he wasn’t concerned about the reports of
blood clots, adding, “There may be a bit
of an overreaction to something that is
unrelated to the vaccine itself.” For now,
tens of millions of doses are sitting at a
facility in Ohio, the NY Times reports.
The White House has rejected requests to
send them abroad — including, reportedly,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Courtesy
axios.com)
Related

Europe’s New Coronavirus
Spike Is A Warning To The U.S.

A surge in coronavirus infections in Europe makes clear the stakes of the race
in the U.S. between vaccines and new
variants.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wo
of the regions hit hardest by the pandem-

ic, both saw sharp declines in cases and
deaths beginning in January. Then, Europe’s decline gave way to a new spike.
America’s already slowing decline could
slip into reverse next.
“I think we should take that as a very
serious warning that can and very well
might happen here as well,” Stephen
Kissler, a researcher at Harvard says.
The lesson from Europe is “it’s possible for these variants to cause surges in
Covid during a time of year when you
might not expect it,” he adds.

Data: Our World in Data; Chart: Axios Visuals
What’s happening: Europe’s latest wave
has been particularly destructive in Central European countries like the Czech
Republic and Poland, but cases are now
rising sharply in Italy and beginning to
tick up in France and elsewhere in Western Europe.
Hans Klug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regional director for Europe, cites
two factors: variants, particularly the one
discovered in the U.K., and premature
reopenings.
The U.K. variant is now dominant in
at least eight EU countries, per AP, including France, Germany and Italy. The
variant is far more contagious and also
appears to be more deadly. The U.K.
did manage to bring its variant-driven
spike under control, but it took a strict
lockdown that has dragged on since December.
The increasing rate of vaccination in the
U.S. and the arrival of warmer weather both work to America’s advantage,
Kissler says.
So while the U.S. should take heed of
the “very clear warning,” Kissler says,

it’s possible that the U.S. could avoid a
similar outcome.
Vaccine rollouts are moving much more
slowly in the EU than the U.S., making
Europe’s challenge of vaccinating its
way out of the current surge that much
more difficult. (Courtesy axios.com)

休城工商

星期一

2021年3月22日

C8

Monday, March 22, 2021

休 斯 頓 房 地 產 停停看看聽聽系系列列講講座座((三⼆⼗⼗九六))

⼤房换小房，找回⼈⽣主控权

Q

不少⼈到⽣命某个阶段就会考虑卖掉⼤房⼦买⼩房⼦。但 聯⽲地產中國城
是在⼀般认知中房⼦不是都越换越⼤、越住越好吗？房⼦ 電話：
地址：
缩⽔会⾯临空间太⼩、难以收纳还有各种⽣活习惯的问
题。那究竟甚么原因让越來越多⼈选择把家变⼩呢？

聯⽲地產凱蒂亞洲城
電話：
地址：

346-998-8000
713-630-8000
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Katy TX 77449
Houston TX 77036

⼩房需求趋升，满⾜基本⽇常为⾸要考虑
现今越来越多⼈选择⼤房换⼩房，不过不同年龄层的换房理由可是⼤不
相同。最常⻅的是熟龄⼈⼠退休以后，孩⼦或许也已另⽴家室，独居⽣活就不
再需要这么⼤的空间了。
⽽年轻⼈开始想换⼩房⼦，⼤多出于理财规划与⽣活价值观的改变。对
于他们来说，并⾮只有⼀间⼤⽽稳固的房⼦才能满⾜「家」的梦想。现实中，
经济上的重担让他们拒绝当「屋奴」，⼩屋便正正符合他们的居住选择，也让
房⼦成为理想⽣活的实践伙伴
⼩房⼦简化了⽣活，好处多多
⼤部分⼈会将房屋的⼤⼩和⽣活质量挂勾，但其实住进⼩房反⽽能为⾃
⼰、为家庭带来更多好处。⼩房⼦让⽣活变得简单，居住者⽆须花费太多⼼⼒
在⽇常琐事，也能更加专注在发展事业、兴趣等⾃我价值实现的事情上。
1. 减轻经济压⼒：
房⼦越⼤，开销便越⼤，除了房屋本⾝的价格和税⾦，⽔电费和管理费也
因⽣活范围⼤⽽相对增加⽀出。若能省下更多购置房产的成本，投资到⼩
巧温馨的家⾥，反⽽让居住者有更多预算打造理想家居，提升⽣活质量。

2. 节省打理时间：
美国房屋除了由基本的客厅、饭厅、卫浴、卧室、厨房，部分还包括庭院
与⻋库等空间。光是⽇常清洁都会花上不少时间，更别提维修保养等后续
事宜。因此不少⼈为了能够减少家务，会选择换到打理起来更⽅便快速的
⼩房⼦，以提升⾃⼰的休闲时间与空间。
3. 紧密家庭连结：
⼤房⼦通常有完善的空间，厨房、饭厅、客厅各有其独⽴规划，虽然家⼈
之间不会互相⼲扰，但有时候会因空间过⼤，造成家庭成员的疏离。市场
上的⼩房⼦整体⾯积虽较⼩，但格局能全⾯配合需求设计，既能加强家庭
联系，⼜能保有隐私感。
⼤房⼦不再是⼈⽣必需品，⽣活更⾃由
相信不少⼈厌倦⾃⼰像只⽼⿏般，在滚轮中⽆⽌尽地的奔跑，⼀辈⼦拼
命赚钱买房，却被房⼦牵着鼻⼦⾛。所以渐渐地改变了买房模式，不再耗费
太多时间和⼼⼒于房⼦上，以换取财务与时间的⾃由。因此，「⼤房换⼩
房」的⽂化意味着越来越多⼈试图找回⼈⽣的主控权，在更适合现代⽣活步
调的居所中，实现⾃⼰真正想過的理想⽣活。

进驻新华⼈⽣活圈 凯蒂亚洲城旺铺招租中
1,000~8,000

平⽅英尺 多種店鋪⽅案，邀請您來選擇

两⼤主流⼤学 | 交通位置优良 | ⾼速出口地标 | 超⾼⻋流⼈流 | 地标成熟商圈
与休斯顿⼤学, 休斯顿⼩区⼤学, HMart, 鲜芋仙
C, 海底捞,添好运, Kura等名店为邻

713-630-8000

凱蒂
亞洲城 聯⽲地產

RE/MAX UNITED

報喜！WELL GO USA全北美發行影片
報喜！
USA全北美發行影片《
《少年
的妳》
的妳
》提名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
提名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
！
第 93 屆奧斯卡獎 3 月 15 日公
布提名名單公布，電影
布提名名單公布，
電影《
《少年的妳
》 Better Days 代表中國香港入圍
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
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
（原最佳外語
片 ） 獎 ， 成為繼 2003 年 《 英雄
英雄》
》
之後又壹部提名該獎項的華語片。
之後又壹部提名該獎項的華語片
。
第 93 屆奧斯卡獎 3 月 15 日公布提
名名單公布，
名名單公布
，電影
電影《
《少年的妳
少年的妳》
》代
表中國香港入圍奧斯卡最佳國際影
片 （ 原最佳外語片
原最佳外語片）
） 獎 ， 成為繼
2003 年 《 英雄
英雄》
》 之後又壹部提名
該獎項的華語片。
該獎項的華語片
。
《 少 年 的 妳 》 (BETTER
DAYS)提名奧斯卡好評不斷持續升
DAYS)
提名奧斯卡好評不斷持續升
高 ！ 著名海外影視作品評分媒體
「 爛番茄網
爛番茄網」」 新鮮度高達 100
100%
%、
觀眾給出 97
97%
% ， 18 個媒體評論家
， 含有 5 位資深頂級影評人
位資深頂級影評人，
， 全數
通過給出新鮮好評。《
通過給出新鮮好評
。《少年的妳
少年的妳》
》
曾獲第 28 屆上海影評人獎年度華
語十佳影片，
語十佳影片
，男主演易烊千璽獲年
度新人男演員獎。
度新人男演員獎
。評委認為
評委認為，
，演員
雖然少年成名於歌壇，
雖然少年成名於歌壇
，但他主演的
《 少年的妳
少年的妳》
》 令人
刮目相看。“
刮目相看
。“他能
他能
夠打破偶像包袱，
夠打破偶像包袱
，
在人物的表演上細
致而有力度，
致而有力度
， 尤其
是他在微表情的處
理上，
理上
， 將人物內心
的掙紮和矛盾有節
奏 、 有層次釋放在
大銀幕前。
大銀幕前
。
獲獎不斷，
獲獎不斷
，電
影 《 少年的妳
少年的妳》
》在
第 39 屆香港電影金
像獎中，
像獎中
， 獲得了包
括最佳新演員、
括最佳新演員
、最
佳女主角、
佳女主角
、 最佳電
影 、 最佳導演
最佳導演、
、最
佳編劇、
佳編劇
、 最佳服裝
設計、
設計
、 最佳原創電
影歌曲、
影歌曲
、 最佳攝影
在內的 8 個大獎
個大獎。
。
第 35 屆大眾電影百
花獎中，
花獎中
， 該片主演
周冬雨、
周冬雨
、 易烊千璽

分別獲得最佳女主角、最佳新人獎
分別獲得最佳女主角、
。 在第 33 屆中國電影金雞獎中
屆中國電影金雞獎中，
，
周冬雨憑借該片獲得最佳女主角，
周冬雨憑借該片獲得最佳女主角
，
張壹博憑借該片獲得最佳剪輯。
張壹博憑借該片獲得最佳剪輯
。
《 少年的妳
少年的妳》
》 還曾入圍第 69 屆柏
林國際電影節新生代單元等多個國
內外獎項。《
內外獎項
。《少年的妳
少年的妳》
》反思現況
層出不窮的校園霸淩事件，
層出不窮的校園霸淩事件
，引發海
內外觀眾共鳴，
內外觀眾共鳴
， 去年
去年，
， 第 92 屆奧
斯卡獎主辦方把最佳外語片獎更名
為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
為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
，以“宣
傳積極和包容的電影觀念、
傳積極和包容的電影觀念
、全球性
的電影藝術”，
的電影藝術
”，見證奧斯卡向國際
見證奧斯卡向國際
化權威獎項轉變的決心，
化權威獎項轉變的決心
，最終
最終，
，韓
國電影《
國電影
《寄生蟲
寄生蟲》
》獲獎
獲獎，
，導演奉俊
昊表示支持將“
昊表示支持將
“最佳外語片
最佳外語片”
”改名
為“最佳國際影片
最佳國際影片”。
”。進壹步獲獎
進壹步獲獎
名單則在 2021 年 4 月 25 日公布
日公布，
，
我們拭目以待，
我們拭目以待
，期望
期望《
《少年的妳
少年的妳》
》
能夠給華語電影再次帶來榮耀與光
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