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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格可容中文大字(標題)6字及小字(內容)50字，

英文字母及數字二字為中文小字一字，空格標點符號均需計算。

※English title : 12 letter ※English content : 120 letters

●廣告內容均由委刊者提供，本報一概不負責任。

●廣告涉有爭議，本報保留拒絕刊登及修改廣告或暫停刊登之權利。

●涉及法律責任廣告,需提供身份證件及當事人簽字負責,本報概不負責.
●廣告刊出如有錯誤，請於二日內前來更正，如係本報排版錯誤，將予以免費補刊，但以二天為限。

●分類廣告請預付廣告費，如中途停刊者，恕不退還費用。

●刊登一個月以下者，廣告均不得改稿，若需改稿每次酌收費用5元
●本報接受VISA及MASTER信用卡付費，如電話(Tel)或傳真(Fax)

訂稿委刊，請告知信用卡號碼/姓名/有效期限/CVV號/ZIP code
Address號，其訂稿如有錯誤由客戶自行負責，恕不補登。

●截稿時間 : 星期一至五3:00pm, 平時/周六日請微信:AD7133021553
截稿或之前訂稿，其稿將在第二天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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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刊登
注意事項

餐館招人
位Corpus Christi

Chinese wok中餐炒鍋
Grill cook燒烤師傅
月淨入$3800及假期
提供食宿.50歲以下.
需英文. 英文電/短訊:
361-876-9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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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館租售

Restaurant
for sale

200
*路州日餐,高薪

離休士頓2小時,包食宿
高薪 聘炒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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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者請電:
904-238-9399

*超市內壽司吧
位610北,近290

『待優』 誠請
女性人員一名
需有些經驗,
能周六日上班

意者請5 pm後電:
832-660-2521

中餐冷飲店售
休士頓南邊East

Pearland ,六年老店,生
意穩，競爭少易經營，適
合家庭，房東好租金便宜
2000呎租3200元（含
水，垃圾費）售11萬，
因副業太忙無法兼顧。
346-677-1692 李

金山餐館請人
位Downtown誠請
●企檯, 拋鍋, 抓碼

~以上薪水好~
意者請電: 阿泰

916-529-7337
2001 Jefferson

Houston, TX 77003

*HEB超市內壽司吧請人
HEB, Kroger Sushi Roll Available People Priority

Training Available
Medical Center/ Hwy-288 / Rice Universty
Address: 6055 South Freeway, Houston,TX

Please call: 832-808-0206
誠請全工/半工壽司師傅及廚房幫手,

懂少許英文即可,近醫學中心及Rice大學

Kroger壽司吧
轉讓, 近中國城
易經營,收入穩定,
年收入五萬以上
售價 :$25,000

位 11565 Hwy-6 S.
Sugar Land, TX 77498
電:832-664-1410

*賺錢好店出售—Katy 區
賺錢海鮮店Cajun Food 出售，

獨立Building,生意連所有設備只售25萬,
年生意額150萬. 租金一萬全包,

營業中,店主有其它生意,無暇管理,
忍痛割愛, 接手者即賺,

有意請電或短訊 :281-799-6160

餐廳請人,薪優
近中國城

●企枱全工半工多名
保底130+會英文越文
●廚房打雜2400

意者請電:
346-254-8348

中國城奶茶店
『薪優』 聘男女員工
需有工卡,可報稅.
全工/半工均可.

薪優面談,意者請電:
713-772-7888
312-479-1189

餐館誠請
有經驗收銀帶位,

企枱,外送員.

意者請電:

832-466-3511

糖城中餐館
誠請前台和外送員

全工或半工均可，
需英文流利，可報稅

有意者請電:
832-866-2625

*堂吃外賣店
兼做Buffet，轉讓
設備齊全，接手即可
賺錢，離休斯敦
兩個小時車距，
獨立Building，

房租便宜.意者聯系
210-380-2645

Cypress休斯頓
餐館誠請

企檯及外送員
意者請電:

832-929-5039
832-906-6368

*小餐館轉讓
Galleria附近,950呎

房租 $950
因人手不足店轉讓,
價格面議.請電:
832-270-6187

創業良機
在高銷售額的超市內

Sushi Bar出售
東主退休,13年老店,
月營業額3萬以上

意者請下午3點後電
或簡訊,歡迎看店:
832-858-3378

Japanese Rest.
Hwy6/Sugar Land,
誠請Waitress企檯,

小費高,能報稅.
●另請廚房幫手

意者請電:
281-325-0628
832-868-8813

外賣快餐店
●有經驗廚房炒鍋
●Part time收銀員
(一周工作2-3天)
2330 Gassner
有意請聯系 :

832-382-3927

二家中餐館
分別位於

西北區&Tomabll
誠招 全職/兼職
炒鍋,送外賣,收銀
832-623-4949
832-773-2913

Katy 100%
賺錢中餐館轉讓，
絕佳位置，租金低，
生意穩定,26年老店,
口碑信譽保證！
東主退休轉讓.
意者請電：

832-794-6868

黃金水餃請人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
薪優誠請廚房員工
全工. 需有身份

請 11am-9pm來電:
713-270-9996
281-881-9885

新皇宮點心海鮮酒樓 (ChinaBear)
『薪優』 全方位誠聘:

經理, 企枱, 收銀, 帶位, 廚房師傅,
點心師傅, 炒鍋, 抓碼, 油鍋, 打雜等等...

意者請電或親臨面談:
281-240-8383 713-303-8998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糖 城 中 餐 館
誠 請 全工
● 企 台
● 廚房打雜

意者請電:Andy 832-380-9063

Woodlands區中餐館請人
誠請 全工半工均可

●企台 ●廚房打雜
●油包 ●炒鍋

意者請電：936-443-2523

*日餐高薪誠聘

壽司師傅一名

近糖城

意者請電:

832-373-8933

*賺錢餐館出售
路州三十幾年,

獨立建築堂吃中餐
生意9萬左右,

因人手不足出售.
無人手者勿擾. 電:
361-655-6326

*Cafe Ginger
高級中日餐館

位River Oak高級地段
薪優,誠聘Cashier
需有經驗,英文流利
全工/半工均可
有意者請電:

713-528-4288

美式中餐館
位6號/290,誠請

全工炒鍋，油鍋，企台，
半工周末外送員，半工
炒飯撈面師傅 各一名.
需報稅。以上不包住宿.

有意者請電:
713-213-0086
832-593-6688

*賺錢餐館出售
位於西南區

生意穩定,房租低,
包水.

意者電:非誠勿擾
346-812—3233
●另請炒鍋—名

Kroger內壽司吧
獨立Sushi Bar 出售,
靠近Conroe 45N,

環境優美,生意易經營,
每周$6500左右.
意者請聯系:

917-912-3628
832-283-6852

沒接請短信！非誠勿擾

*賺錢越南餐館轉讓
位德州Laredo，離Houston 5個小時車程

老板退休轉讓，
本店生意好（穩定月有6萬）以上，

每周工作6天，周日休息。
有誠意者請晚上8點後電:

347-703-9836 / 832-799-2298

超市壽司吧高薪
誠徵 壽司師傅、助手

有責任心者、男女不拘，
提供住宿，須報稅.
有意者請傳簡訊至
832-401-9179

New Caney, TX 77365
位高速公路59N上,離
中國城約45分鐘路程

美式中餐館
近中國城30分鐘
誠請全工/半工
收銀員、企檯、

炒鍋, 油鍋, 送外賣.
6340 Eldridge Pkwy
請電/留言/短訊:
832-768-1383

薪優,餐館誠聘
●收銀兼接電話員
●外送員 各一名
環境好,小費好.

要求熟手,能報稅.
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
聯系電話: 劉先生
832-898-6667

中餐館退休轉讓
超過37年賺錢老店

位於休斯外圍
連地及生意一併出售
生意穩定,含設備
因東主退休出售
意者請電:Kathy

936-662-6412

四川美食餐館
位於Victoria

誠請炒鍋, 打雜
可提供住宿

需有打疫苗記錄
361-573-6600
361-649-7476

招聘炒鍋
工資面議,

包吃包住

離休斯頓2小時車程

聯系電話：

210-380-2645

*中餐館請人
誠聘有經驗炒鍋
會看英文單,
有身份,可報稅
另請 洗碗, 打雜
離中國城15分鐘
4670 Beechnut
713-307-2882

*永華餐館請人

誠聘企檯

全工或半工均可

意者請電:

713-271-3122

賺錢中餐館出售
獨立建築,1500呎
一周6天(不送外賣)

租金$3000
月營業額4萬多

含設備售,歡迎看店
意者請電:

832-808-8199

*市中心餐館
誠聘 企檯:

有經驗,小費高
炒鍋師傅及洗碗工
以上薪資面議.
意者請電:

832-757-0035

Kingwood中餐
誠請 Cashier、
企檯、外送司機
好區，小費高，

可以包住,待遇優.
有意者請電:

832-387-9968

市中心美式餐館
Downtown

美式中餐館誠招
廚師（二廚），薪優。

有意請短信
713-835-1705
並請附上個人情況

*粵菜餐館,薪優
東禾酒家請人

中國城,敦煌廣場內
誠請炒鍋和企枱

抓碼和油爐
意者請電:

713-981-8803

*高薪 聘請 炒鍋, 油爐
餐館 近Puerto Rico波多離各島,

誠聘●有經驗炒鍋 ( Cook )
●有經驗油爐 ( Deep Fry)

以上薪優. 包住宿. 有意者請電:
340-344-5656 Stephen 洽

Lam Bo Buffet
誠請 熟手炒鍋.
廚房幫廚 ,傳菜

企檯,帶位,懂英文收銀
有意者請電或親臨:
6159 Westheimer
Houston, TX 77057
713-783-6838

*快餐店出租
中餐堂食外賣店

2400呎.
1521 Southwest H K

Dodgen Loop,
Temple, TX 76502
有意者詳情請電:
281-389-6672

公司廚房請人
誠聘廚房幫工一名，

男女不限，
工作時限約4個月。
工作地點：Baytown.
待遇電話聯系.請電：
346-610-6005

*麵館誠徵

廚房麵點男女幫手

位中國城

有意者請洽:

713-988-8802

*中國城餐館
誠 請

炒鍋或幫廚一名
全工或半工均可

薪資面議
有意者請電:

415-812-5851

*糖城美式餐館
請全工/半工炒鍋
收銀帶位、企枱

和外送員
需英文流利
意者請電：

281-242-7728

*Asian City中日鐵板燒店
Chinese & Japanese Hibachi Restaurant
誠請經驗鐵板燒師傅, 經理, 企檯, 帶位
is hiring experiencedHibachi Chef ,
Manager, Servers, Host/Hostess

speak English. Call: Arun
832-244-9517, 281-319-4567

或親臨: 20205 Hwy59 North, Humble, TX 77338

*奧斯汀中日餐館,薪優誠聘
●熟手炒鍋師傅(Cook)
●熟手油鍋 ( Fryer )
●Sushi Chef 壽司師傅
●Kitchen Helper幫廚

~~~ 住宿環境佳, 交通方便~~~
有意者請電 : 512-639-9599

*日餐鐵板店
『高薪』 招聘
●鐵板師傅
●壽司師傅
●廚房師傅

全職/半職均可
提供住宿.意者請電:
832-289-1003

*貝城快餐店
招請打雜及包外賣
每天$110,包吃包住,

離休士頓4個小時車程,
灰狗巴士從終點站到貝
城終點站,試工包車票.
225-772-8584
225-202-1157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連鎖素食餐館請人
誠徵 熟手企枱, 壽司助手

長短工,收入好,需要有身份能報稅.
位於休斯頓中國城附近. 意者請短信:
832-812-3229 702-768-6766

年齡, 時間 不限制.
素食者結緣!歡迎有志者加入我們的團隊.
地址: 6128 Wilcrest Dr Houston TX 77072

*KATY日餐
誠請企檯

需有日餐經驗,
能報稅.

全工或半工均可
全工小費可達200以上

有意者請電:
832-274-4080

*餐館誠請
●油鍋 ●炒鍋
●洗碗打雜
高工資,人事簡單.

請聯系:
832-696-7902

*大型餐館, 薪優!誠聘
位Katy區, 位於Fry Road / I-10
即將開業,大型Buffet店, 誠請

大堂經理, 炒鍋師傅, Sushi師傅,
點心師傅, 糕點師傅, 企台, 看台, 打雜.

意者請電: 979-900-4777

*越南餐館請人
誠請廚房幫手
全工/半工均可

男女均可
位45北,近Spring區

有意者請電:
832-661-3637

R
e sta ura ntH

irin g

中
日
餐
請
人

*日餐店請人
誠招廚房師傅

有相關經驗優先，
不會可教。

聯系人: Vincent
408-901-9571

SINH SINH
位中國城,中國餐廳
誠請炒鍋、打雜
抓碼, 粉麵 及企檯
請下午3點後電:
713-459-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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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餐請人

Restaurant Hiring

*餐館請人
糖城中餐,誠請
●企台一名
●炒鍋一名
聯系電話:

832-277-2317

*中式快餐店
位於Dairy Ashford

/ Westheimer
誠請 炒鍋一名
意者請電 :

832-641-8525

中國城明記餐館
位於黃金廣場

『薪優』誠聘 抓碼
另招廚房幫廚打雜

意者請電:
713-517-2063
832-834-6077

*堂吃外賣店
請熟手炒鍋師傅

可住宿. 位290
有意者請聯系:

713-382-4927
另有一家外賣店出售

*中餐外賣店
位於45號南
薪優,誠請

●幫炒 (能炒雙飛)
●打雜兼包外賣

意者請電：
713-614-3873

*中餐館請人
誠請Part Time

●Driver ●Cashier
●Waiter/Waitress
位610 / Heights
意者請電:May

832-419-1197

*糖城中日餐
堂吃外賣店轉讓,
生意穩定,有酒牌,

入手即賺 .
聯系電話：

347-981-8670

Kamalan
Bakery Cafe

誠徵●蛋糕裝飾
●收銀員
●茶飲製作

240 Westheimer
有意者請電:

346-295-7969

*中餐館誠請
全工或半工企檯
有經驗,可報稅.
位Westheimer/
Dairy Ashford

意者請電或留言:
832-668-6076

*KATY日餐
誠請●洗碗

●Sushi Man
意者請電或

短訊(無人接聽時)
832-232-1001

出售賺錢中餐館
人手不足,位西北休斯頓
離中國城15分鐘，八號邊
一周開6.5天,不送外賣
1500尺，生意4萬以上.

適合家庭經營。
歡迎看店議價.請致電
917-951-8859

誠聘(中國城)
●廚房幫工打雜
●RN / LVN (護士)
●司機
●清潔半工

周一到周五
電:281-781-9389
未接請短信稍後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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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餐
館
請
人

近中國城餐館

誠請有經驗

周末炒鍋,周末收銀

意者請電：

713-826-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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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民宿租Houston Hostel USA
中國城惠康前,百利大道上,獨立屋,旅館式

套房,(房內附-書桌,餐桌,Cable電視及冰箱),
無限快速上網,包水電.拎包入住,免簽長約,
月租最少1個月起.16年來感謝舊客戶推薦

Line/微信: houstontours
電/簡訊: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

*旅館請人
1. 維修人員
2.清潔房間人員
男女均可

3.櫃檯: 日班或夜班
意者請電:

832-660-7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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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 牙科診所,高薪誠聘
●牙科助理 ●前檯工作人員 ●經理助理

有經驗者優先, 無經驗者可提供培訓, 需中英文流利,
全職或半職均可, 工作穩定, 福利優,

公司提供帶薪年休假期. 我們期待著您 加入團隊!!
有意者請電 : 618-789-3150
簡 歷 電 郵 : zjin818@gmail.com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rt Company
is looking for Inside Sales Clerk

Seeking Bilingual English and Chinese Inside Sales Clerk
order entry and shipping documents
with experience and proficient in

Microsoft Office applications such as Excel and Word.
Please send resume: jluo@pannext.com

Thunder Group TexasWarehouse Worker
Employment Type: Full Time ( 40 + hour)

Warehouse worker job summary
Perform an array of functions that may include receiving & processing
incoming stocking materials, picking and filling orders from stock,
packing and shipping orders, or managing, organizing & retrieving
stock in the warehouse Address:10702 cash road, Stafford, TX 77477

Call: 713-690-0111 or email to
brianc@thundergroup.com for interview appointment

石油貿易公司招Accountant
要求有會計工作經驗,

有貿易物流經驗者更佳, 中英文流利,
會熟練使用Quickbook,

在美有工作許可,薪優面談,
工作地點Katy, TX. 簡歷發至郵箱:
alanz@hectomind.com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老牌財務公司出讓
田納西州曼菲斯市,

40多年唯一華人老牌財務公司出讓,
經營退休金,保險,理財,地產,房屋貨款,

利潤豐厚. 東主退休出讓, 歡迎有
保險投資地產牌照專業人士全部或分購均可

請電: KC 901-338-9111

倉庫出租
290和610交叉口

距中國城20分鐘車程

包括冷藏庫和干貨庫及辦公室

地理位置方便,倉庫寬敞適用.

聯系電話 :

832-282-6487

房屋買賣出租
位於中國城

有空房可隨時入住
長短期,價格合適,

交通便利.
意者請洽 :

832-317-6315

醫療中心
旅館請人

1. 維修人員
2. 房間清理人員
（男女均可）
聯系電話:

413-297-1017

公司請人
誠聘機械維修工一名

需有機械及電器基礎.

~~薪金面議~~

聯系請電 Kent : 713-819-1633

眼科診所誠聘
前臺工作人員，
需中英文流利，

熟識電腦，態度誠懇，
認真，負責.

意者請寄履歷至:
och760@

hotmail.com

美國懷俄明老油田,招聘以下人員
今年開始陸續上一些增產措施,正在尋找下面的
專業技術和管理人員,有興趣者,請聯系詳談.

1. 對已有垂直井做水平徑向鑽井,或者是在淺層
位置鑽水平井的技術施工管理人員。

2. 壓裂施工現場技術管理人員
3. 熱釆如蒸氣驅施工現場技術管理人員。
4. 對低壓,淺層老油田的各種增產技術和工藝

流程熟悉的技術和施工管理人員。
5.油田也需要對修井機,空氣壓縮機,泵車等機器
設備的維護和修理人員。

6.懂管道維護和保養,有焊接施工證書的工作人員
7.油田現場廚師，主要為員工提供中餐服務。

以上工作地點在懷俄明的Casper 油田現場。
提供食宿,醫療及工傷保險,牙醫保險,安全培訓

待遇面談,雇用形式靈活,合同工及full time 均可.
必須要有合法的工作許可。工作是長期性質的。

聯系: mark.mo@kemgroups.com

Thunder Group Office Assistant Wanted
Address: 10702 Cash Rd, Stafford, TX 77477 | Call 713-690-0111
or Email brianc@thundergroup.com for interview appointment
Sale Order and Invocie Processing via email and Fax, Order follow up,

Process invoice and payment, Communcation with customers,
Must be fluent in English and multilingual is a plus,

Must know how to use Office Software, Work with office staff to make
sure all job are complete and accurary,

Work with warehouse manager to ensure daily order are being fill on time

電子維修公司
中國城附近, 誠聘
維修人員兩名，

無需經驗可培訓，
前台1名，男女不限，
薪資優厚，短信或電
832-952-6666

電腦公司招聘
倉庫打包管理人員,

電腦升級維護.
大學本科畢業,較年輕.

對長期穩定工作
且能力強者.

有意者請寄履歷至:
info@zeeknox.com

NOW HIRING
Food Distributor Co.

A/R, Offices Assistant
& Warehouse Loading
speaking Chinese & English
call: Lily & Helen
713-383-8818
or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誠聘住家阿姨
610內Bellaire

做飯及簡單家務,
可以照顧孩子,

有責任心,
一周五天,薪資面議

有意者聯系:
317-999-8932

Golden Bank, N.A.
●Executive Secretary
●P.T.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s
•Previous banking experience preferable
•Bilingual in English & Chinese/Vietnamese
•Computer literacy
E-Mail: GBNAHR@Goldenbank-na.com

or Fax: 713-596-6999 EOE

美國味全股份有限公司誠徵
A牌大貨車司機, 倉庫作業員 各一名

工作地點 : 休士頓
電 話 : 713-690-6669

傳真簡歷: 713-690-3678
Email: jerryl@weichuanusa.comor

誠聘愛心護工
獨居老人, 需

有愛心人士陪伴和
照顧日常起居生活.
意者請聯系:Sunny
713-298-0430

房
地
產
租
售
Sale/Rent

招聘辦公室助理/銷售助理
要求：中英文流利，

精通Word / Excel等辦公軟件，
2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薪優. 聯系方式
請電：832-509-9095

公司誠請
全工收銀、取貨、發貨、理貨
員工數名. 會基本英文和電腦.

時間: 9:30am-6:00pm
起薪$12起, 需報稅. 近中國城.
意者請電: 281-306-2115

初級項目分析師
Entry Level Project Analyst

●協調、收集、分析和解釋可再生能源的數
據趨勢，並協助管理層和團隊成員制定目
標和業務需求。

●對能源市場基本面、技術、法規和政策等
進行經濟和財務分析。

●同時為總部管理人員提供運營支持。
本科學歷，會計，商業，金融或經濟專業。
有1-3年會計、能源項目和項目分析工作
經驗者優先。中英文流利。可辦理H1B

工作地點: 德克薩斯州休斯頓
電郵至 : hr@gha-group.com
GH America Investments Group, LLC

工廠誠聘
大型自動化工廠
位於糖城附近,

誠聘年輕操作工,
無需經驗，

薪優且有醫療保險.
有意者請電聯:

832-512-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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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Service

全職牙科前台
中國城牙科,

需中英文.可訓練
請電或Email:

713-773-1300
txdentist101
@gmail.com

MEMORIAL 明星高中學區
租售 2300 SQ (平方呎)

3房, 2.5衞浴, 2層樓Tomhome
880 Tully St., Houston, TX 77079

全新裝潢歡迎看屋( 買屋或租屋可).
意者請電 : 832-888-2299

Part Time
SW CPA firm hiring

Entry Level
Accountant Assistant
Must know Chinese/
English. Resume to:

weiwyeung
@yahoo.com

Town Home
For Sale自售10萬
12300 Brookglade Cir
Houston, TX 77099
二層樓,2房,2.5衛浴

意者請電:
281-848-8182

Miniso名創優品
休斯頓分店

誠聘 全職店長 / 副店長
要求中英文流利,
有經驗者優先,
人工高, 福利好.

有意者請致電/短信
832-286-5367

並發簡歷至 :
surewinjune@gmail.com

中國城利合新村
好房出售

位王朝商場後面
二層樓

二房/ 一廳/ 一車庫
意者請電:

713-377-4327

Customer Service Needed
E-Commerce Company looks for

Customer Service,
Must be fluent in English and MS Offie
Flexible working time. Good benefits,

Email Resume to :
protechsales001@gmail.com

*NANNY
誠聘通勤褓姆,照顧
幼童(準備小孩食物)
及輕便家務. 在德州
奧斯汀(Central Austin)
每周五天,40小時/周
$15-20/時,假日付薪
832-545-2349

診所全職助理
眼科激光手術診所
誠聘全職助理

中英文好,有經驗最好
但是願意培訓新手
熱情、客服態度好.

janet@mvpeyes.com
281-810-2057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International letter of credit specialist
●3+years experience of handling import/export
documentation and collection transactions.

●Verbal & written skills fluent in English & Chinese
●Microsoft office applications such as Excel and
Word.
Please email resume to: bellac@afnb.com

安防公司請人
誠聘 辦公室助理
中英文流利,
近中國城,

工作環境安全，
不對外接觸，薪優，
有意者請聯系:

346-970-7928

Harwin公司
招 聘

●商務樓&辦公室助理
●電子商務操作.
●侖庫助理
以上各一名.需工卡.

意者請留言:
281-948-8987

*招牌公司請人
Sign company
誠聘工人數名,

主要是組裝招牌,
有駕照,會用基本工
具,無經驗可.請來電
832-696-3015

公司廚房請人
誠聘廚房幫工一名，

男女不限，
工作時限約4個月。
工作地點：Baytown.
待遇電話聯系.請電：
346-610-6005

*誠徵工作夥伴*
汽車零配件商誠徵:
出納、倉儲管理、司機.

簡歷請Email至:
hr@capstone-auto.com
或傳真: 832-467-4505

中國城茸蔘店
薪優 誠聘女員工
需有工卡,可報稅

薪資面議
有意者請電:

832-858-2687
312-479-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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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300

徵電機工程技師
需能解機器代碼
編程、懂電路維修
故障排除，中英文.
意者請Email履歷至

Peter@
corepacificinc.net

公司請人
位290 / 8號

誠聘辦公室文員:
需中英文流利,熟練
應用Excel,Quickbook

薪優面議.
電:832-339-5169
Email:sandypjiang
@yahoo.com

*糖城最好學區
出租.Clements高中
1392呎, 4房2浴
可步行至99大華及
百佳超市.意者請電:
713-269-3058

2403 Chimneystone Cir
Sugar Land TX 77479

誠聘阿姨
做飯和簡單清潔,
馬上可以開始。

性格善良，做事勤快,
愛干淨,喜好做飯,有責
任心.要住家.包吃住.
薪優，希望長期.

微信：usababy333
電:713-410-4900

*產權公司請人
誠聘過戶專員及助理
需英文說寫流利，
具基本電腦基礎。

認真負責，
有經驗者優先考慮。
Email: sunglawyer

@aol.com

西南婦產醫院,聘前檯Front Desk
中英文流利。應聘者必須能夠同時接聽電
話、接待病人、安排日程、付款和核實保險。

這是初級職位，我們將提供培訓課程.
起薪14美元/小時,我們可以提供培訓.

意者請將英文簡歷發至:
aspatariu@swwobgyn.com

*Southwest Woman Care OBGYN
is hiring Front Desk Staff.

Bilingual Chi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Candidates must be able to answer phones, check patients
in, do scheduling, take payments, and verify insurance.
Salary $14 an hour. We can train if no experience.
Email resume to: aspatariu@swwobgyn.com

*誠聘通勤保姆
打掃衛生,準備晚餐
採購家庭食品物件
接送孩子.誠實善良

一周5到7天
可報稅,提供保險
意者請短信:

346-372-1263

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NOW HIRING
●Licensed LVN or RN for Adult Day Center full

time position. Experienced in working with
senior population. Bilingual preferred.

●Activity Assistant (10:00am to 6:00pm, M-F)
to work at Adult Day Center.
Degreed and bilingual preferred.
Email : hr@ccchouston.org

*旅館請人
誠徵大夜班櫃檯,

流利英文,溝通良好
懂電腦,限男性.
會一點維修.

●另請清潔工人
713-660-8288

*Senior Programmer
程式設計師

Desktop Application, MS SQL Client/Server
Good analytical/Debug skill required
Full time, Good benefits. SW Houston

Send resume to :
yustevef-info@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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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格 (2boxes)

3格 (3boxes)

4格 (4boxes)

6格 (6boxes)

一 週

1 wk

$45

$90

$135

$180

$270

二 週

2 wks

$80

$160

$240

$320

$480

三 週

3 wks

$105

$210

$315

$420

$630

一 月

1 mon

$125

$250

$375

$500

$750

EFFECTIVE: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分類廣告價目表 CLASSIFIED AD. RATE

格數Size

週數Week

*誠聘家務助理
家住I-10 / 8號
煮飯及做家務
一周工作4天

會國語/粵語或英語
時間彈性:

約下午3-9點
917-566-2211

Food Distributor
A/R, Offices Assistant

Salesperson &
Warehouse Loading

speaking Chinese & simple
English. Lily & Helen
713-383-8818
or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誠徵管家
I-10/Kirkwood附近
一般家務,善烹飪
愛乾淨,誠信.
工作五天,

早9:30-下午3:30
請電或留言:

713-560-5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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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Service

誠聘住家或鐘點女士.
近醫學中心,一周六晚,簡單打掃,主要陪伴健康女長者. 誠信可靠,
懂英語,己打新冠疫苗. 工資面談. 請電: John 281-536-0867

Part-time & full time position available for a female caregiver/companion
to stay with a healthy Chinese lady. Minimal house work. No experience
needed. Must be fluent in English, dependable and fully vaccinated. Near
River Oaks area. Preferably 20 hrs or more a week. Schedule & pay negotiable.

Please respond to Lisa at lisaycc@gmail.com for more details if interested

信用卡公司急聘業務代表
業務代表多名 : 保障底薪+高獎金+高佣金+福利. 帶薪培訓

Bankcard Services now is hiring Sales Reps
Base Salary + Commission + Incentive + Bonus

Email : Ethan.jiang@ebankcardservice.com
810 Hwy 6 South Suite#113 Houston, TX 77079

*徵女管家二名
老太太住明湖城,

需女管家,
白班: 8am至6pm
夜班:10pm至6am

請電: 柯太太
281-467-2074

公司招聘
外貿文員/辦公室助理
要求：中英文流利，
精通Word/Excel，
有工卡。薪優。
發簡歷至 :

aung@essencorp
or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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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氏專業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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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江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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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人工 90￠/呎
地磚磁磚,紗窗紗門,
換熱水爐,室內外油漆

二樓樓梯圍欄,
精優價廉.以上工程,
保修2年.(訂做按摩床)
281-323-9938王順

美 滿 裝 修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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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盛裝修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小修小補.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請電: Sam 劉

832-606-7672

正翔屋頂/裝修
專業住家,屋頂換新
房屋翻修,廚浴改建
商業住家,水電維修
內外油漆,籬笆車道
灑水系統,經驗豐富
832-998-5898

王 (國/台語)

天天裝修
舊房翻新，內外油漆，
地板地磚，衛浴改建，
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高壓衝洗，室內清潔。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提供商業保險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身份,薪酬優厚.
713-371-2713戴師傅

蘇揚建築裝璜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房屋,廚房,衛生間裝修
地板,磁磚,大理石面安裝
電氣焊,鐵柵欄安裝維修
車庫門,自動門安裝維修
水電,空調,安裝維修
832-607-7861 張

●誠請裝修工人

兄弟建築公司 832-860-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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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達建築裝修公司
政府注冊.百萬保險.15年經驗

承接：商業/住宅 的
翻新與改造等工程.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另招裝修師傅
中英 Andy 801-739-5866
中 蘇師傅 832-359-2367

Remodeling

裝
修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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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l Contractor

JuJu's寵物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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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帶槍執照
中國城軍火庫

可在全美38州携帶
全課程半天完成$100
( 外州駕照可申請 )
各式槍枝買賣/交換
9896 Bellaire #G1

( 黃金廣場內 )
281-236-4723申請帶槍執照

Gun License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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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Registration

英
文
班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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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狗寵物美容
Pet Grooming

800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1000

Driving School

駕
駛
學
校

專收購舊車壞車
舊、壞 車
動 或 不動

一律高價收購
中英粵越。電話:
713-482-9267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入籍班招生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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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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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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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電 : 713-777-1188 (近59,離中國城5分鐘)

6121 Hillcroft Ave, Ste M1, Houston, TX 77081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床墊專賣
Mattress for sale

房
產
經
紀
人
Realtor

****** 報 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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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電話或短信：917-378-5316

W-2

報稅服務

*凱 悅*

實惠的價格

輕鬆的享受

832-359-6141

** 高級S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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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988-7118

誠意裝修
●承接 : 舊房翻新,
浴室廚房改建.

●承攬:商業/餐館裝修
木工活,水泥面,籬笆牆
小修小補,保修3年.
~~ 百萬保險 ~~

電:281-787-1283

房地產經紀人
Kate Zhang

●個人房屋買賣
●商業房產買賣

微信：15042558967
電/短信：917-378-5316

佳寶建築公司
本公司是一家大型建築公司

擁有各類大型建築設備及水電A/C等...
專業執照,施工團隊.

專精大型倉庫,Shopping Center等大型建築
從選址,設計,請照,施工 一條龍服務.

百萬保險+質量保證+價格最低
聯系電話: 281-886-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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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 設計 裝修 繪圖

誠實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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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460-4530
832-866-2876

隨叫隨到裝修
專業漏雨 瓦片翻新
室內外裝修20年
經驗. 免費估價

大小工程,百萬保險
346-383-1087
713-269-9582

DPS指定王朝駕校路考第三考場
DPS路試考官,全權下放至百利駕校教練考路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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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試班 : 每星期一至六上課，務必預約.
●路考班 : 務必預約. 考路試，務必預約.
●安全班 : 隨時開課. 開課，務必預約.

電話: 832-633-5555 周師傅
832-983-9509 Tom發哥

美南駕校
疫情期間有中文網絡筆試課,取消罰單課,發證書
美南駕校是官方指定考點，天天有路考。旅游簽
證等各種簽證可以考駕照。青少年班隨時上課。

●成人筆試班: 周二，六10am-4:30pm
●取消罰單安全班 : 周六，周日有課

7001 Corporate Dr #203
832-277-7226 王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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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消
交
通

罰
單

Defensive Driving

專業住宅裝修
20多年的裝修經驗
櫥櫃,檯面,油漆,木工
地板,地磚,門窗,圍欄

水電等...
質量保證,免費估價
917-214-8738

木易裝修
承接房屋大小工程
舊屋翻新,廚房浴室
地板瓷磚,水電木工
涼棚圍欄,高壓清洗
價格公道,免費估價
歡迎來電咨詢:楊
909-800-8876

Mario Chavez 專業油漆
承接 商業/住家. 免費估價 Free Estimate

Painting, Re-paint, Pressure Washer, Staining,
Drywalls Sheetrock & Texture, Carpenter,

Siding & Remodeling, Ceramic & Laminate Flooring
油漆,高壓清洗,染色,壁板,石膏板,木工,地板磁磚

Call 英文電 : 832-964-3030
5019 Ridgehaven Dr. Houston, TX 77053

700 專
業
油
漆

Painting Service

平價裝修
舊屋翻新,浴室廚房
後院改造,內外油漆
高壓清洗外牆,水泥,
木工,冷熱水喉更換,

其它大修小補,
保證質量,價廉.

713-855-3288浩哥

靈媒和塔羅牌算命
Fortune-Teller

Amber靈媒和塔羅牌算命
擁有35 年上天付予的能力-問事業,問愛情,問未來
婚姻挽回,解惑,事業起色,工作投資,心靈淨化及治癒.

一切都會保密到家。僅限預約。
Psychic and tarot Card reading by Amber.Advice given on
love Business. Marriage. Career. Reuniting love ones cleansing

&Spiritual healing. 35 years of of born gift experience -
all readings are private and confidential .

by appointment only. Call (English) : 281-606-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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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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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服務

1000
Massage
Service

信用貸款

誠信高效
聯系電話：

832-876-8646

832-876-9070

分類廣告專頁

購車專業諮詢
全美最大車行資深銷售
專業提供車輛買賣、

貸款 Title等咨詢服務,
遠離事故和泡水車.

並現金高價收購 寶馬
奔馳 奧迪 保時捷.

電:832-620-0006

Consultant
購車專業諮詢

分類廣告專頁

美南網站

沙龍按摩店售

Salon 1 Body Massage賺錢店出讓
13250 FM 529 E. Houston, TX 77041

Body Massage, Hair, Nail, Eyelash extension, Facial
地點佳, 生意極佳, 小費極好. 白人及墨裔多, 1200呎,租金 $1400
( $50-$60/身體按摩) 2個按摩房, 5張剪髮座, 1張美甲桌,2修甲座

這是極佳的機會,接手開一個賺錢的按摩店
意者請英文電 : 832-748-3484 Tiffany

Piano鋼琴教學

～鋼琴教學～
林老師MTNA&HMTA音樂教師會員

超過三十年教琴經驗.
學生參加各種比賽,檢定等級考試,

成績皆優異.
學費低廉！歡迎比較.

電話 : 832-235-4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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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ge Service

分類廣告專頁

廣東和記裝修
大小工程,油漆間隔,
泥水木工,地板門窗,
天面地台,廚房浴室,
水電修理, 通 坑 渠.
免費估價,價廉保質.
832-909-3658粵
832-909-3686國

三 好 裝 修
誠信專業的木工和泥瓦工師傅

為您提供裝修服務：
安裝櫥櫃大理石,瓷磚地板,木柵欄和油漆.

~~好技術、好質量、好價錢~~
聯系電話:

832-778-0090 / 832-289-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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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請人

HIRING
for Massage

1000 *8年正規床腳店,薪優急聘
位Memorial高檔區,離中國城15分鐘

高級床腳店, 誠徵女按摩師: 大費高,

收入穩定,下班早.自駕車,可報稅

意者請電 : 713-468-3799
色
免

百家裝修公司
政府註冊,裝修上百家餐廳,百萬保險,

26年經驗,一條龍服務,商業/住宅,大小工程,
Buffet檯,酒吧檯,水電,理石檯面,浴室翻新,

油漆,餐館翻新,地磚,地板,
廚房,衛生間建造,保修三年.

電話/微信 281-818-3505 鄭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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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人

1000

HIRING
for Massage

*按摩店請人
好區正規老店

請有執照全職長工，
小費高，客源穩定，
45高速南24出口.

電 話：
832-993-5759

謝老師（MT 駕校）
●交通安全班（取消罰單）
●成人中文筆試:天天路考(兩天取得駕照)
●青少年駕照班

~~~十八年專業教學經驗~~~
832-863-8882

*7年正規床店請人
45公路往南方向,36出口,

離中國城40分鐘。
全職6天，兼職3～5天，

提供住宿有廚房，
能做大力有執照者優先。

832-417-4410 ( 做黃勿擾 )

永發裝修公司
政府註冊,百萬保險.
30年經驗,一條龍服務
承接:商業/餐館/住宅,

精通土木,地板,水電,油漆
保修一年,價格公道,
經驗豐富,保證質量.
646-713-4928吳
832-207-2626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浙江大余裝修
公司,住宅,地板,地磚,
內外油漆,廚浴改建,
鋪草皮,修換圍欄

餐廳翻新,高壓沖洗,
大小工程,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余:929-392-5818
eng: 646-925-9275

2022 年休士頓黃頁 開始登記了

8/31截稿
請 電 : 281-498-4310
微 信 : AD7133021553
Email : YP@scdaily.com

按摩學校
招生中
1000

Massage School *邊學習邊工作,你的不二選擇!
學按摩賺錢,請來AATMB

政府認證學校,教資深厚,彈性學習時間
收費合理, 中英文授課.

詳情 : www.AATMB.com
713-474-5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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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順冷暖氣公司
安裝維修保養:各種家庭,商業冷暖氣.

精修餐館及超市冷凍,冷藏設備,電機,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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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860-3388 蒲繼忠

車房門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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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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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房
門
專
家

Garage Service

頂好排污
德州執照TCEQ24431

抽餐館油井,
洗衣店水井,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經驗豐富,不通不收費.
832-462-3832
832-462-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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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空調水電
洗衣烘乾,熱水爐具
冷暖空調,抽風排氣
水喉水槽,滴漏堵塞
開關插座,生活電器
住家餐館,質優價低
832-290-8770

水電服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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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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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頂專家風災冰雹索賠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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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202-8432Claims Service

房屋理賠

萬家樂冷暖氣
政府執照TACLB95906E百萬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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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府認可的TOP空調專業技工 ~

832-727-8888 ( 中文 )
281-818-2990 宛 (Wan)

林記鐵工廠
專業定制各類防盜門窗
精工電焊,鋁,不銹鋼
修理翻新各類鐵件
(鐵欄,扶手,樓梯等),
多年經驗,質量保證.
281-889-1086
●招電焊工及打雜

木水石電全能
執照#LI 0019006
花草自動灑水系統,

軟水器,淨水器,籬笆,涼
亭,魚池,地板,磁磚,電
路,水路,招倒垃圾﹑餘泥
及以上各種維修.國粵
832-818-3185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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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園
美
化

Gardening

700700

誠信專業水電
專精上下水管道,

漏水,堵塞及疑難雜症.
改移,換新上下水管線,
熱水器,水龍頭,浴缸,
淋浴,馬桶.●維修改裝
供電線路,換電箱,加改
供電線路及電器設施
713-480-3646

Flooring Service

地板銷售安裝

700

通水管
排污

下水道專家
$65起。高科技
迅速為你解決
●地下水道堵塞
●漏水、等難題
德州大師級執照

電話832-708-8688
短信832-929-2771

陳氏專業冷氣
冷暖氣系統

保養,維修,安裝,
家電,熱水爐.

政府執照,15年經驗
請電: 陳(英粵國越)
281-236-2846

監控系統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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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維修
Computer Service

800 電 腦 專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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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 713-823-6863
www.expresscs.net

CLASSY 殺蟲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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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252-9893Pest Control

殺
蟲
專
家

泰平鐵工廠
經營多年,專修

鐵門護欄, 碰撞銹蝕,
餐館設備,爐頭,

工藝鐵門.
金屬構件加工.

www.taipingironworks.com
281-785-9895劉

范 氏 鐵 工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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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門機修理,鐵欄杆修理,換新.陽台扶手.
出售鐵欄杆,大門,柱子等..承接各種焊接,
修理工作. 保證質量.良好的售後服務.
713-598-8889 (中文) ●誠請電焊工

小潔水管公司
832-722 2099

德州Master執照40172
商業/住宅:煤氣管，煤氣
開通與年檢, 水管油井,
水表,下水道,通堵,

各類熱水器過濾水器等
水管系列安裝維修工程

城市申報檢驗.

精藝冷氣水電
冷暖工程,家用電器
廚浴設備,修換水爐
住宅商鋪,節能空調
漏水斷電,急修急通

請電: 蕭師傅
832-490-7988

通水管
排污

爽快水管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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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N Pro Glasses門窗公司
品質保證+安全保證+價格便宜保證

Commercial & Residential商業/住宅
Shower Door, Window Glass
Mirror Wall, Furniture Glass

浴缸,浴室落地玻璃門, 住家辦公樓大門玻璃
一般牆上及臥室大型鏡子,傢具台面玻璃

請英文/越語 : 346-561-2430

滿意水電
專精各種漏水,閥門龍頭
更換,熱水器,冰箱,洗衣機
各種家電維修,增加排查
線路,更換電箱,軟水淨水
系統,加裝各種照明燈,

車庫門安裝維修
曹 832-576-6957
●招助手或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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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籬笆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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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籬笆Fence專
業
砍
樹
服
務700

安全監控系統

龍運疏通
廚房及廁所漏水疏通
水龍頭,噴頭,破碎機
按裝. 經驗豐富,

價格最低(政府執照)
陸先生(中文).請電：
281-818-6524

浩記冷暖氣維修
冷暖氣維修更換,

商用cooler,freezer,
熱水爐器更換或維修

請 電:
832-759-4638

Door/Window Glass

玻
璃
門
窗
專
家

大衛空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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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砍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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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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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水務
電器

報警監控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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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監控系統

聯合搬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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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搬家公司 (需每天運者有特惠)
政府註冊 ID 200897974, 執照號碼: TXLic006575605C
品質保證,價格便宜,32 年專業經驗,免費到府估價.

往Austin,Dallas, San Aotonio特價優惠.
本公司有各大小貨車，專門長/短途搬運，

公寓、住家、辦公室、鋼琴 ( 10% Off w/AD廣告 )
英文電洽 : 281-903-7688 832-867-5467
或上網查詢: http://www.allseasonsmove.com

西 南 搬 家
(O)281-933-1555
(F )281-933-2953

www.swmoving.com
Email: mike.kuo@swmoving.com

●公寓，住家，辦公室，倉庫遷移。
●市區內、紐約、加州、全美長途、回國傢俱

包裝及自用車運送。
●政府合法執照,25年經驗,工作保證,誠信可靠.

I.C.C. M.C.249994
TX.D.O.T. 44648C
U.S.D.O.T 461436

中信搬家公司 (當天電話,當天搬)
政府註冊TXDD363224B 優質服務,誠實可信
26年搬家經驗,質量保證。公司備有大中小型
封閉貨車,專經營長短途搬運,住家,公寓辦公室,

三角鋼琴,貴重物品,碼頭提貨,有保險,
免費提供紙箱 832-561-7776國語

24小時服務 832-367-6090國,越南,廣東

順豐搬家快運
拉貨.搬家.運東西.

居民.公司.倉庫.鋼琴.
家具拆裝,跨州長途搬運

只要你需要,
我們一定“搬”到.
832-966-6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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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Service

搬
家
公
司

《如意》搬家
貨運公司.專業搬家
各種 家庭 / 倉庫 /
辦公室 / 搬家。

專線休斯敦-洛杉磯
電話:

281-797-9898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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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明清洗地毯
華人主持，益明採用
大型蒸氣機,洗地毯,
沙發,淹水後清潔.

住家.辦公室.旅館.空房.
空房沒電亦可處理

請電:713-557-0074
281-565-4788Minh

地毯清潔
Carpet cleaning

分類廣告專頁

We move - House - Apartment - Office -Storage
local and long distance,call now for free quote !

More Than 18 years Experience
best price Guaranteed.保證最好價格

Call: 832-289-6211
長短途搬運832-265-9258
超過23年專業經驗,免費估價,

Tony's Fast Movers 快速搬運
Moving and Delivery Services住家/公寓/公司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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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
工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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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on Works

精修車庫門
開門電機及傳動,

彈簧更換及線路故障.
整門及部分更換.自動
鐵門維修及故障排除.
20年經驗，最低收費。

電：陸先生
281-827-5309
832-734-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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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 AC
Service

冷
暖
電
氣

700

Claims Service
房屋理賠

美國房屋理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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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各種漏水
舊屋水管換新,
屋頂,地下漏水
修換熱水器

832-217-6958修
713-885-4818英

床墊專賣
Mattress for sale

靈媒和塔羅牌算命
Fortune-Teller

Amber靈媒和塔羅牌算命
擁有35 年上天付予的能力-問事業,問愛情,問未來
婚姻挽回,解惑,事業起色,工作投資,心靈淨化及治癒.

一切都會保密到家。僅限預約。
Psychic and tarot Card reading by Amber.Advice given on
love Business. Marriage. Career. Reuniting love ones cleansing

&Spiritual healing. 35 years of of born gift experience -
all readings are private and confidential .

by appointment only. Call (English) : 281-606-9032

商業大樓,免費置換新屋頂
免費太陽能

聯邦稅務 Credit
2021年-26% 2022年- 22%

太陽能設備總額85%
5年內全額稅務折舊共抵扣111% 5年內

電話: 832-888-2299
省 電 節 能

Energy Company

聯合冷暖氣公司
●維修,保養,安裝: 家用,商業,冷暖氣設備.
包括餐館,超市,辦公樓 及冷凍,冷藏設備.

●解決各種電器,電路問題 : 包括熱水爐,
洗衣機,烘乾機等.....

●專業執照,23年電器服務經驗
保證質量,信譽,絕對價優:夏季高峰期任何
維修免收服務費 請電:713-858-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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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電 : 713-777-1188 (近59,離中國城5分鐘)

6121 Hillcroft Ave, Ste M1, Houston, TX 77081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信用貸款

誠信高效
聯系電話：

832-876-8646

832-876-9070

信用貸款

雅聖冷暖氣
專業維修、安裝
冷暖氣系統,

維修更換熱水爐.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電話：陸先生
346-606-6871

Piano鋼琴教學

～鋼琴教學～
林老師MTNA&HMTA

音樂教師會員,
超過三十年教琴經驗.
學生參加各種比賽,

檢定等級考試,
成績皆優異.

學費低廉！歡迎比較.
電話832-235-4374

專收購舊車壞車
舊、壞 車
動 或 不動

一律高價收購
中英粵越。電話:
713-482-9267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購車專業諮詢
全美最大車行資深銷售
專業提供車輛買賣、

貸款 Title等咨詢服務,
遠離事故和泡水車.

並現金高價收購 寶馬
奔馳 奧迪 保時捷.

電:832-620-0006

Consultant
購車專業諮詢

EZY鐵工廠
多年經營,專修鐵門護欄
碰撞銹蝕，精工電焊，
修理翻新各類鐵件，

鐵欄,大閘,扶手樓梯等
多年經驗，技術保證。
346-228-3738
832-869-0645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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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on Works

偉業冷暖電

專業修理

832-301-8984

美南網站

水務

Plumbing
Electrical

電
器

2022 年休士頓黃頁 開始登記了

8/31截稿
請 電 : 281-498-4310
微 信 : AD7133021553
Email : YP@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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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to relax restrictions for vaccinated 
international travelers in November

  
If 

If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news or 
information with our readers, please 
send the unique stories, business 

news organization events, and school 
news to us includinig your name and 
phone number in case more informa-
tion is needed.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consider-
ation, please send to
News@scdaily.com 
or contact
John Robbins 281-965-6390
Jun Gai          281-498-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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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n Business 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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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Sept 20 (Reuters) 
- The United States in November 
will re-open for air travelers from 
33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India, 
Brazil and most of Europe who are 
fully vaccinated against COVID-19, 
the White House said on Monday, 
easing tough pandemic-related travel 
restrictions imposed beginning early 
last year.

The decision, announced by White 
House coronavirus response coordina-
tor Jeff Zients, marked an abrupt shift 
for President Joe Biden’s administra-
tion, which last week said it was not 
the right time to lift any restrictions 
amid rising COVID-19 cases.

The United States had lagged many 
other countries in lifting such restric-
tions, and allies including Britain and 
Germany welcomed the move. The 
U.S. restrictions have barred travelers 
from most of the world includ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foreign nationals 
with relatives or business link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trictions on non-U.S. citizens were 
first imposed on air travelers from 
China in January 2020 by then-Pres-

Inside C2

ident Donald Trump and then extended 
to dozens of other countries, without any 
clear metrics for how and when to lift 
them.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dmit fully vacci-
nated air travelers from the 26 so-called 
Schengen countries in Europe including 
France, Germany, Italy, Spain, Swit-
zerland and Greece, as well as Britain, 
Ireland, China, India, South Africa, 
Iran and Brazil. The existing policy has 
barred non-U.S. citizens who were in 
those countries within 14 days.

Zients did not give a precise start date 
beyond saying “early November.”

Separately on Monday, the United States 
extended its pandemic-related restric-
tions at land borders with Canada and 
Mexico that bar nonessential travel such 
as tourism through Oct. 21, while giving 
no indication if it would apply the vac-
cine rules to those borders.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lowed foreign air 
travelers from more than 150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pandemic. Its action on 
Monday means that new COVID-19 
vaccine requirements will now apply 
to nearly all foreign nationals fly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 including those not 
subject to the prior restrictions.
Critics had said that the U.S. travel re-
strictions no longer made sense because 
some countries with high COVID-19 
rates were not on the restricted list while 
some countries on the list have the pan-
demic more under control.

Americans traveling from abroad who 
are not vaccinated will face tougher 
rules than vaccinated citizens, including 
needing to show proof of a negative 
COVID-19 test within a day of travel 
and proof of purchasing a viral test to be 
taken after arrival.

Air travel restrictions and bans were 
imposed by many countries in a bid to 
slow the spread of COVID-19, devastat-
ing international travel and tourism and 
shaking the airline industry.

Passengers walk past artwork between 
terminals at IAH George Bush Intercon-
tinental Airport amid the coronavirus dis-
ease (COVID-19) outbreak in Houston, 
Texas, U.S., July 21, 2020. REUTERS/
Adrees Latif
Passengers walk past artwork between 
terminals at IAH George Bush Intercon-
tinental Airport amid the coronavirus dis-

ease (COVID-19) outbreak in Houston, 
Texas, U.S., July 21, 2020. REUTERS/
Adrees Latif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 busi-
ness group praised the U.S. announce-
ment, saying “allowing vaccinated 
foreign nationals to travel freely to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elp foster a robust 
and durable recovery for the American 
economy.” Airlines for America, an in-
dustry trade group, said that through late 
August, international air travel was down 
43% from pre-pandemic levels.
Shares in U.S. airlines were little 
changed while some European carriers 
gained. British Airways parent IAG SA 
(ICAG.L) rose about 11% while Air 
France-KLM (AIRF.PA)and Deutsche 
Lufthansa (LHAG.DE) AG were both up 
about 5%.

British Airways CEO and Chairman Sean 
Doyle said the news “marks an historic 
moment and one which will provide a 
huge boost to Global Britain as it emerg-
es from this pandemic.”

British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called the announcement “a fantastic 
boost for business and trade, and great 
that family and friends on both sides of 
the pond can be reunited once again.” 

Germany’s U.S. ambassador, Emily 
Haber, welcomed the announcement, 
writing on Twitter: “Hugely important to 
promote people-to-people contacts and 
transatlantic business.”

Biden, who makes his first U.N. General 
Assembly speech on Tuesday, hosts 
leaders from Britain, India, Japan and 
Australia this week.

WHICH VACCINES? The White House 
said federal health authorities will decide 
which vaccines qualify, including if those 
not approved by U.S. regulators will be 
acceptable. Foreign nationals will need to 
present proof of vaccination before travel 
and will not be required to quarantine 
upon arrival.

Exceptions to the vaccine policy include 
children not yet eligible for shots. Reu-
ters reported on Aug. 5 the White House 
was developing vaccine entry require-
ments that could cover nearly all foreign 
air visitors.

The U.S. Travel Association trade group 
previously estimated that the U.S. restric-
tions, if they ran to the end of the year, 
would cost the American economy $325 
billion in total losses and 1.1 million 
jobs.

Passengers walk past 
artwork between ter-
minals at IAH George 
Bush Intercontinental 
Airport amid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break 
in Houston, Texas, 
U.S., July 21, 2020. 
REUTERS/Adrees 
La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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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Pfizer made an
announcement Monday
saying that a Phase 2/3 trial
showed its Covid-19 vaccine
was safe and generated a
“robust” antibody response
in children ages 5-11.

This is the first time such
results have been released
for this age group. Pfizer
plans to submit its plan to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for
emergency use soon.

The trial included 2,268
people ages 5 to 11 years
old. This trial used
10-microgram doses, smaller
than the 30-microgram doses
used on older than 16 year
olds. It demonstrated a strong
immune response.

Since July of this year,
pediatric cases of Covid-19
have risen 240 percent in the
U.S. Pfizer plans to have a
vaccine for children ages

5-11 available by Halloween.

U.S. health officials have
emphasized that children are
not just small adults and even
those approaching age 12
should not be given the larger
vaccine doses available for
older people.

This is really great news for
all of us.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many kids
have contracted Covid-19
and made life very difficult for

their families. Now they might
feel a little more relaxed. For
now, almost 29% of all
Covid-19 cases reported in
the U.S. are children under 16.

It has been almost two years
now since we all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the pandemic
that has brought us so much
pain. We really appreciate all
the scientists who do such a
great job to come to the
rescue of our society.

0909//2020//20212021

Great News For OurGreat News For Our
Young KidsYoung Kids

Editor’s Choice

Lava and smoke are seen following the eruption of a volcano in the Cumbre Vieja national 
park at El Paso, on the Canary Island of La Palma. REUTERS/Borja Suarez

Children take part in the Settrington Cup Pedal Car Race as motoring enthusiasts attend the 
Goodwood Revival, a three-day historic car racing festival in Goodwood, Chichester, southern 
Britain. REUTERS/Toby MelvilleInspiration4 crew seen on their first day in space. SpaceX/via REUTERS

A sign is held during 
a rally in support of 
defendants being pros-
ecuted in the January 
6 attack on the U.S. 
Capitol, in Washing-
ton, D.C. REUTERS/
Jonathan Ernst

Canada’s Liberal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gestures during an election 
campaign stop in Kitchen-
er,  Canada. REUTERS/
Carlos Osorio

Migrants seeking refuge in Unit-
ed States cross the Rio Grande 
river back into Acuna, Mexico 
from Del Rio, Texas. REUTERS/
Adrees La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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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uge reason why the pandemic response 
— or the lack of one — feels so chaotic 
right now is that the U.S. doesn’t have a 
well-defined goal, experts recently argued 
in a pair of op-eds.
Why it matters: Policy decisions and in-
dividual behavioral choices should ideally 
be aligned in pursuit of an agreed-upon out-
come, but as of now, we don’t have one.
What they’re saying: “We think much of 
the confusion and disagreement among sci-
entists and nonexperts alike comes down to 
undefined and sometimes conflicting goals 
in responding to the pandemic,” Harvard’s 
Joseph Allen and Boston University’s Hel-
en Jenkins wrote yesterday in the New York 
Times.
State of pla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pushing ahead with a vaccine booster effort 
that some experts say is unnecessary,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are taking a patch-
work approach to masking and vaccine pol-
icies and individual Americans are all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much risk they’re willing 
to tolerate in everyday life.
•School districts and businesses are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o handle — and are tak-
ing very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 the re-
turn to school and work.

•But the U.S. as a country hasn’t agreed 
on a set of outcomes we’re trying to 
achieve, particularly whether we’re try-
ing to eliminate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or 
to greatly reduce the level of hospitaliza-
tions and death it causes.
•”If the goal is getting to zero infections 
and staying at that level before dropping 
restrictions, one set of policies apply. If 
the goal is to make this virus like the sea-
sonal flu, a different set of policies fol-
low,” Allen and Jenkins write.
Zoom in: The vaccination effort is sim-
ilarly struggling from an undefined set 
of goals, NYU’s Céline Gounder wrote 
recently in The Atlantic.
•This ambiguity has become more prob-
lematic as more evidence emerges that 
the vaccines’ effectiveness against infec-
tion has decreased.

•”The public discussion of the pandemic 
has become distorted by a presumption 
that vaccination can and should eliminate 
COVID-19 entirely,” Gounder argues.
•”The goal isn’t to eliminate SARS-CoV-2 
infections. We can’t, no matter how many 
booster shots the United States gives,” she 
adds.
(Courtesy axios.com)
Related

New ‘MU’ COVID Variant                    
Now Found In 49 U.S. States

Since being discovered in Colombia in 
January, the mu variant of COVID-19 has 
spread to nearly four dozen countries and 
has made its presence known in Hawaii 
and Alaska. It has so far been found in 49 
states with Nebraska being the only state 
to not have a mu variant case detected.
Health officials believe mu is even more 
transmissible than the delta variant and 
has the potential to resist vaccines.
In the U.S., the mu variant has been de-
tected in 49 states and the District of Co-
lumbia, according to Newsweek.
California has reported the highest num-
ber of the latest variant with 384. A total 
of 167 of those cases were found in Los 

Angeles County.
“The identification of variants like mu, 
and the spreading of variants across the 
globe,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L.A. County 
residents to continue to take measures to 
protect themselves and others,” said Dr. 
Barbara Ferrer, director of LA County 
Public Health, in a statement.

“This is what makes getting vaccinated 
and layering protections so important. 
These are actions that break the chain of 
transmission and limits COVID-19 prolif-
eration that allows for the virus to mutate 
into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more danger-
ous.”
On Aug. 30, the World Health Organi-
zation called the mu variant a variant of 
interest due to its ability to be more trans-
missible than any of the other strains of 
COVID-19.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
vention has not yet made similar classifi-
cations about mu in the U.S.

Blood specimen collection tubes are 

seen in the laboratory of Bellville Med-
ical Center, in Bellville, Texas, Septem-

ber 1, 2021. (FRANCOIS PICARD/
AFP via Getty Images)

Dr. Anthony Fauci, director of the Nation-
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
eases, said that health officials were main-
taining a “close eye” on the mu variant 
despite it being “not at all even close” to 
becoming the dominant COVID-19 strain 
in the U.S.
 “Even though it has not in essence taken 
hold to any extent here we always pay at-
tention to at all times variants,” Fauci said.

The U.S. saw its peak of mu variant cases 
in mid-July but case numbers involving 
that variant have been declining since, sig-
naling either a weakening of the strain or 
indicating a worrisome future. (Courtesy 
https://www.nydailynews.com/news/)
Related

Coronavirus Dashboard
Vaccines: Fauci: Pfizer booster likely 
ready by Sept. 20, Moderna may need 
longer — AstraZeneca agrees to give EU 
200M more vaccine doses, ending legal 
dispute.
1.Politics: Biden’s high-stakes boost-
er tension with Moderna — Wall Street 
boosts lab companies amid Delta testing 
surge — Restaurant recovery’s screeching 
halt.
2.States: Kentucky governor says state is 
in “dire” situation from coronavirus surge 
— Ousted Tennessee vaccine chief sues 
state officials for defamation over firing.
3.Cities: New Zealand to lift lockdown 
outside of Auckland — Florida DOE in-
vestigating Hillsborough and Sarasota 
schools over mask policy.

4.Variant tracker: Where different 
strains are spreading.
Cases:
1.Global: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12 
p.m. ET on Monday: 220,875,406 — To-
tal deaths: 4,571,188— Total vaccine dos-
es administered: 5,479,375,909 
2.U.S.: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12 
p.m. ET on Monday: 39,962,023 — Total 
deaths: 648,656  (Courtesy 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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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S. Needs A COVID Goal

Illustration: Eniola Odetunde/

BUSINESS

Quick Look
China’s ban on cryptocurrency mining has forced bitcoin entrepreneurs 
to flee overseas. Many are heading to Texas, which is quickly becoming the 

next global cryptocurrency capital. 

When China announced a crackdown on 
bitcoin mining and trading in May, Kev-
in Pan, CEO of Chinese cryptocurrency 
mining company Poolin, got on a flight 
the next day to leave the country.
“We decided to move out, once [and] for 
all. [We’ll] never come back again,” Mr 
Pan told the BBC.
Headquartered in Hong Kong, Poolin is 
the second largest bitcoin mining network 
in the world, with most of its operations 
in mainland China. The country was home 
to around 70% of global bitcoin mining 
power, until the clampdown sent the price 
of bitcoin into a tailspin and caught min-
ers off guard.
Now China’s “bitcoin refugees” are ur-
gently scrambling to find a new home, 
whether in neighbouring Kazakhstan, 
Russia or North America, because for bit-
coin miners, time is literally money.

“We had to find a new location for the 
[bitcoin mining] machines,” Poolin’s 
vice-president Alejandro De La Torres 

said. “Because every minute that the 
machine is not on, it’s not making mon-
ey.”
In what some call the “Great Mining 
Migration,” the Poolin executives are 
among the many bitcoin miners who 
have recently landed in a place reput-
ed as part of America’s wild wild west: 
Austin, Texas
Bitcoins are a digital currency with no 
physical form - they exist and are ex-
changed only online.
They are created when a computer 
‘mines’ the money by solving a complex 
set of maths problems and that is how 
bitcoin ‘miners’ who run the computers 
earn the currency.
This takes a lot of energy.   As a new 
form of money that transcends national 
boundaries, there is also much confusion 
and potential to run afoul of government 
rules - so two things bitcoin entrepre-
neurs value are cheap electricity and a 
relaxed regulatory environment.
The Lone Star State fits the bill to a tee.

New frontier for bitcoin mining
For Mr Pan, Texas felt like home almost 
instantly. Days after his arrival, he was 
gifted an AR-15 rifle, which he says he 
may use to “hunt hogs from a helicop-
ter” one day.
While the shooting ranges and Texas 
barbeque provide for welcome enter-
tainment, legal protection for business 
is the major attraction for the bitcoin 
miners. “What happened to us in Chi-
na won’t happen in the US,” Mr De La 
Torre says.

Kevin Pan (left) and Alejandro De La 
Torre. 
Governor of Texas Greg Abbott has 
been a vocal supporter for cryptocur-
rency. “It’s happening! Texas will be 
the crypto leader,” he tweeted in June. 
In the same month, the Lone Star State 
became the second US state after Wy-
oming to recognise blockchain and 
cryptocurrency in its commercial law, 
paving the way for crypto businesses to 
operate in the state.
Many Chinese bitcoin companies have 
looked to Texas for stability and oppor-
tunity. Shenzhen-based firm BIT Min-
ing has planned to invest $26 million 
to build a data centre in the state, while 
Beijing-based Bitmain is expanding its 
facility in Rockdale, Texas. This small 
town with around 5,600 residents once 
housed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lu-
minium plants, and now it’s emerging 
as the next global hub for bitcoin min-
ing.
There might be another underlying con-
nection between the industry and the 
state, as De La Torre says that bitcoiners 
and Texans share the same values. “Tex-
ans take their freedom and rights very 
seriously, and so do we bitcoiners.”
Experts believe China’s bitcoin crack-
down was motivated by having greater 

control over the financial markets, and 
it may become a boon for America.                                                                                                                                         
 “The migration benefits the US in terms 
of talent acquisition and furthering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says Kevin 
Desouza, a business professor at the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ho has done research on China’s dig-
ital currency policy. In return, the bit-
coin miners get access to a thriving and 
innovative community, as well as more 
diverse sources of capital, according to 
Prof Desouza.

China was once the world’s centre of 
bitcoin mining.
Energy and political risks
Other than a stable regulatory environ-
ment, the energy-hungry industry is 
hunting for cheap electricity in Texas.
Texas has some of the cheapest energy 
prices in the world, due to its dereg-
ulated power grid. Consumers enjoy 
more choices of electricity providers, 
which encourage providers to low-
er prices to stay competitive. During 
peaks of electricity demand, bitcoin 
farms can even sell unused power back 
to the grid.
Although El Salvador is set to become 
the first country to adopt bitcoin as a 
national currency, bitcoin miners pre-
fer the US because of its well-devel-
oped electrical infrastructure, says Mr 

De La Torre.
But some analysts warn that the “Great 
Mining Migration” may lead to seri-
ous repercussions, as cities and towns 
struggle to meet the huge energy ap-
petite.
In February, blackouts following a 
deadly snowstorm left millions of 
homes and businesses in Texas with-
out power for days. More than 200 
people died. During the power outage, 
bitcoin farms were compensated to 
stay offline.

The increased scrutiny of Chinese 
companies in America may also lead 
to more attention on these mining new-
comers. Texas recently passed a law 
that prevents “hostile foreign actors” 
from accessing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its power grid. The new law 
was reportedly prompted by a Chinese 
billionaire’s plan to build a wind farm 
in southwest Texas. Critics allege that 
the project could be used to hack into 
the Texas energy grid and to gather in-
telligence from a nearby US military 
base.
Prof Desouza says that while access 
to electricity grids is unlikely to be an 
issue for bitcoin miners in the short 
term, political risk will continue to 
evolve.
The bitcoin miners do miss some-
thing in China - cheap labour cost and 
speedy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Mr Pan, while a new bit-
coin farm takes up to five months to 
build in China, it could take as long as 
18 months in Texas. Global shipping 
prices have also skyrocketed during 
the pandemic, making it significantly 
more expensive to ship mining ma-
chines from China to the US.
Despite the costly and time-consum-
ing efforts, Mr Pan says his company 
is committed to settle in Texas, “It’s 
a free land, and a lot of bitcoiners are 
here,” he says, “so we feel: ‘whoa, 
family reunion.’” (https://www.bbc.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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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Are China’s Bitcoin                     
Miners Moving To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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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休斯頓社區大學
(HCC) 和英特爾公司於八月三日宣佈建
立合作夥伴關係，英特爾將為HCC的人
工智能 (AI) 課程提供部分教材、師資培
訓、技術顧問、與學生實習與訓練的機
會。消息一出來，許多在休斯頓對人工
智能有興趣的人士都感到非常振奮。

繼微軟公司和亞馬遜，英特爾最新
加入

繼去年HCC與微軟公司和亞馬遜建
立合作夥伴關係，支持 HCC人工智能課
程之後，英特爾又成為最新一家與
HCC 合作的行業領導企業。2020年秋季
，HCC成為德州第一所、也是全美第二
所推出人工智能課程副學士學位的學校
，此課程即結合了微軟和亞馬遜的合作
。

英特爾的教學內容將有助於在數據
收集、人工智能建模、和編碼方面教導
學生，同時探索人工智能的社會影響。
英特爾將提供技術諮詢、教師培訓、學
生實習和指導。

共同建立高科技隊伍
HCC 總校長 Cesar Maldonado 博士

表示: 「HCC與英特爾的合作夥伴關係展
現雙方共同的社會承諾，英特爾以多元
化和包容性為重點的計劃，與 HCC 致
力於服務多元化社區所做的工作，兩者
可說是完美匹配。雙方都志在幫助建立
一支具有與當今經濟和生活需求息息相
關之技能的高科技團隊。」

今年早些時候，六名 HCC 教職員
工已提前接受了英特爾的培訓，以著力
引領學生能夠在高科技、醫療保健、和

航空等領域獲得前景無限的人工智能職
業。

HCC 是全美 11 個州中獲得英特爾
支持的社區大學之一，英特爾計劃為
800,000 名學生提供人工智能副學士學位
課程，目標是幫助學生進入高科技、醫
療保健、商業、製造、汽車、工業 、航
空和其他大需人工智能人才的領域。

未來對人工智能需求將呈指數級增
長

負責監督英特爾與大學合作的高管
卡洛斯•康特雷拉斯 (Carlos Contreras)
表示: 「最近的研究顯示，未來對人工智
能技能的需求預計將呈指數級的增長，
我們相信，人工智能應該由不同視野、
經歷和背景的人共同來造就，社區大學
可以幫助吸引大量學生，社區大學提供
了實現人工智能技術大眾化的機會，因
為它的學生來自十分廣泛和不同的背景
。」

人工智能是一門探索機器模擬人類
智能的科學，幾十年來，它已經在生活
的各個領域得到了越來越尖端高級和廣
泛的應用。HCC西南區校長兼 HCC勞
動 力 教 育 副 總 校 長 Madeline Buril-
lo-Hopkins博士表示，HCC 四年前就開
始規劃開設人工智能學位課程，因為這
個領域對休斯頓、和美國的經濟及所有
行業都至關重要。目前已招收近60名學

生。
她進一步說明: 「我們與英特爾的合

作夥伴關係，是進一步擴展HCC課程的
自然進程。休斯頓地區有美國宇航局
NASA、德州醫療中心、休斯頓港、石油
能源公司、和眾多的各類商企業，我們
看到了對人工智能專業知識技術的需求
不斷上昇，學生在此領域獲得高薪職業
的前景十分廣闊。」

打造人才管道，滿足行業需求
HCC 數字和信息技術卓越中心代理

院長 Jim Livesey 表示: 「HCC致力於打
造這條人才管道，以加速休斯頓地區的
經濟增長，並且滿足緊迫的各行業需求
。與英特爾的合作夥伴關係是 HCC 與
科技行業近年來合作的最新成果，希望
能設立滿足當前行業需求的課程。

這種合作關係更大大增強了 HCC
在人工智能教育方面已經有的成績，數
年來，HCC與蘋果、微軟和亞馬遜合作
取得了巨大成功，這將使我們的課程陣
容更加強大。」

Livesey 說: 「在 HCC 於 2017 年首
度開設編程學校來教授 蘋果 的 Swift語
言App 開發 課程之後，數年來我們與 蘋
果的合作非常成功。現在，和全球性大
公司拓展到了人工智能教育領域，我們
的副學士學位包含授予學生在 微軟公司
的 Azure 和 亞馬遜網雲端路服務（AWS
）方面培訓的證書。

協調 HCC 人工智能教育項目的教
授 George Brown 博士表示，學生將從學
習英特爾提供的教材中獲得巨大信心，
在英特爾實習對他們來說尤其有價值，
英特爾的半導體芯片技術廣泛應用於各
個行業，學生可以了解到各種有關職業
的前景，這是在HCC學習人工智能的學
生的一個巨大的優勢。」

欲報名申請學習人工智能，或了解
更多詳情，請上網 hccs.edu/ai 或致電
713-718-7631。

關於 HCC：
休斯頓社區大學 (HCC) 由 14 個卓

越中心和眾多衛星校園組成，通過為個
人在日益國際化和技術化的社會中生活
和工作做好準備，為大休斯頓地區的不
同社區提供服務。HCC 是美國最大的單
一認證的開放式社區大學之一，提供副
學士學位、證書、勞動力培訓和終身學
習機會。

關於英特爾：
英特爾致力於擴大數字化準備，以

覆蓋 30 個國家/地區的 30,000 家機構中
的 3000 萬人。這一承諾是公司最近宣布
的 2030 年目標和全球影響挑戰的一部分
，強調了英特爾使技術完全包容、並擴
大全球人民數字準備程度的目標。英特
爾承諾植根於其創造改變世界的技術，
以豐富地球上每個人的生活的目標。

強強聯手強強聯手! HCC! HCC與英特爾合作與英特爾合作 打造人才管道打造人才管道
增強人工智能學位課程增強人工智能學位課程 微軟公司和亞馬遜並肩支持微軟公司和亞馬遜並肩支持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最近一天最近一天，，阿富汗的穆罕默德阿富汗的穆罕默德··阿克巴爾阿克巴爾··伊沙克紮德伊沙克紮德（（Mohammad AkbarMohammad Akbar
IshaqzadehIshaqzadeh ））站在喀布爾的河岸上站在喀布爾的河岸上，，非常沮喪地說為了活下來非常沮喪地說為了活下來，，他要賣掉家裏的幾乎所有的財產他要賣掉家裏的幾乎所有的財產。。
幾個月前幾個月前，，這位阿富汗人失去了工作這位阿富汗人失去了工作，，當時他擔任美國物流公司的安保人員當時他擔任美國物流公司的安保人員，，公司因塔利班佔領公司因塔利班佔領
首都而倒閉首都而倒閉。。

在塔利班於在塔利班於 88 月月 1515 日推翻阿富汗共和國政府後日推翻阿富汗共和國政府後，，他的家人遭受的損失變得難以忍受他的家人遭受的損失變得難以忍受。。隨著美隨著美
國和其它西方國家凍結超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凍結超過 9090 億美元的阿富汗中央銀行資產並暫停大部分援助之後億美元的阿富汗中央銀行資產並暫停大部分援助之後，，阿富汗處於阿富汗處於
經濟崩潰的邊緣經濟崩潰的邊緣。。

為了獲得現金以支持他的妻子和六個孩子為了獲得現金以支持他的妻子和六個孩子，，伊沙克紮德把他在喀布爾的家中的所有東西都拿伊沙克紮德把他在喀布爾的家中的所有東西都拿
出來賣掉出來賣掉，，他登著一輛裝滿家人財產的人力車他登著一輛裝滿家人財產的人力車，，從枕頭和風扇到窗簾和盤子從枕頭和風扇到窗簾和盤子，，來到這個臨時市場來到這個臨時市場
變賣變賣，，現在家裏只剩下幾條毯子睡覺現在家裏只剩下幾條毯子睡覺。。

他說他希望得到相當於他說他希望得到相當於 360360 美元的收入美元的收入，，可以支付六個月的租金可以支付六個月的租金。。在日落前一小時在日落前一小時，，他的最他的最
高報價是高報價是 8585 美元美元。。

伊沙克紮德先生指著人力車上堆放的物品說伊沙克紮德先生指著人力車上堆放的物品說：“：“從政府垮台的那天起從政府垮台的那天起，，一切都變得更糟了一切都變得更糟了，，
我必須賣掉這些財產才能買食物我必須賣掉這些財產才能買食物。”。”

雖然許多阿富汗人焦急地關注伊斯蘭運動將如何嚴厲地統治這個國家雖然許多阿富汗人焦急地關注伊斯蘭運動將如何嚴厲地統治這個國家，，但塔利班的反對者和但塔利班的反對者和
支持者一致認為支持者一致認為，，眼下最緊迫的挑戰是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眼下最緊迫的挑戰是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它有可能使美國資助的它有可能使美國資助的 2020 年所留下年所留下
的任何收益都化為烏有的任何收益都化為烏有。。

如何應對這場危機是國際社會面臨的緊迫困境如何應對這場危機是國際社會面臨的緊迫困境。。拒絕釋放阿富汗資產並扣留直接的援助可能拒絕釋放阿富汗資產並扣留直接的援助可能
會使阿富汗數百萬人陷入極度貧困會使阿富汗數百萬人陷入極度貧困，，並可能引發難民流向歐洲並可能引發難民流向歐洲。。

一些國家允許其中的一些資金流向阿富汗一些國家允許其中的一些資金流向阿富汗，，同時減輕普通阿富汗人的經濟痛苦同時減輕普通阿富汗人的經濟痛苦，，最終可能會最終可能會
支持塔利班政權支持塔利班政權，，但其中許多領導人因涉嫌與恐怖主義有關聯而仍受到國際制裁但其中許多領導人因涉嫌與恐怖主義有關聯而仍受到國際制裁。。

本月早些時候本月早些時候，，聯合國為阿富汗的人道主義援助籌集了聯合國為阿富汗的人道主義援助籌集了 1010 億美元億美元，，遠高於其最初的遠高於其最初的 66 億美元億美元
目標目標。。然而然而，，大部分援助是由非政府組織和聯合國機構提供的大部分援助是由非政府組織和聯合國機構提供的，，繞過塔利班政府繞過塔利班政府。。這筆錢只是阿這筆錢只是阿
富汗自己儲備的一小部分富汗自己儲備的一小部分，，其中大部分已被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凍結其中大部分已被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凍結。。

沙阿沙阿··梅赫拉比梅赫拉比（（Shah MehrabiShah Mehrabi），），這位前總統阿什拉夫加尼任命的阿富汗中央銀行高級董事這位前總統阿什拉夫加尼任命的阿富汗中央銀行高級董事
會成員說會成員說：“：“如果國際社會想要防止經濟崩潰如果國際社會想要防止經濟崩潰，，他們需要允許中央銀行獲得有限且受監控的儲備他們需要允許中央銀行獲得有限且受監控的儲備
。。這些儲備屬於阿富汗人民這些儲備屬於阿富汗人民，，這不是援助這不是援助。”。”

他說他說，，如果不發放這筆錢如果不發放這筆錢，，阿富汗可能很快就會耗盡藥品和許多食品阿富汗可能很快就會耗盡藥品和許多食品。。

梅赫拉比先生說梅赫拉比先生說：： ““你們想扼殺這個國家你們想扼殺這個國家，，為什麽為什麽？”“？”“因為你們不喜歡這個政權因為你們不喜歡這個政權，，二十年二十年
的投資就會付諸東流的投資就會付諸東流？”？”

其他著名的阿富汗經濟學家不同意他的觀點其他著名的阿富汗經濟學家不同意他的觀點。。在喀布爾淪陷前幾天辭職並離開該國的前財政在喀布爾淪陷前幾天辭職並離開該國的前財政
部長哈立德部長哈立德··佩恩達佩恩達（（Khalid PayendaKhalid Payenda））表示表示，，西方國家應該向阿富汗提供的唯一資金是繞過塔利班西方國家應該向阿富汗提供的唯一資金是繞過塔利班
的人道主義援助的人道主義援助。。他說他說，，西方應該扣留凍結的資金西方應該扣留凍結的資金，，以迫使塔利班在對待阿富汗人時遵守國際人以迫使塔利班在對待阿富汗人時遵守國際人
權標準權標準。。

佩恩達先生說佩恩達先生說：“：“這是國際社會唯一的影響力這是國際社會唯一的影響力。。人們會受苦人們會受苦，，但我希望塔利班意識到人們可但我希望塔利班意識到人們可
能會站起來能會站起來。”。”

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後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後，，基本必需品的價格立即飆升基本必需品的價格立即飆升。。銀行關閉了數週銀行關閉了數週，，一旦重新開業一旦重新開業，，塔利塔利
班就嚴格限制提款班就嚴格限制提款，，以保護該國日益枯竭的現金儲備以保護該國日益枯竭的現金儲備。。過去一個月發生幾次的美元運轉已經停止過去一個月發生幾次的美元運轉已經停止
。。上個月上個月，，數以萬計的年輕專業人士和其他受過教育的阿富汗人在由美國領導的混亂的喀布爾機數以萬計的年輕專業人士和其他受過教育的阿富汗人在由美國領導的混亂的喀布爾機
場疏散中逃離了該國場疏散中逃離了該國，，這讓危機雪上加霜這讓危機雪上加霜。。

政府僱員已經好幾個月沒有領到工資了政府僱員已經好幾個月沒有領到工資了，，而且很少有人回到工作崗位而且很少有人回到工作崗位。。前警察和其他安全官前警察和其他安全官
員尤其不相信塔利班的大赦承諾員尤其不相信塔利班的大赦承諾，，其中許多人仍然躲藏起來其中許多人仍然躲藏起來。。

不過不過，，有些人通過做出嚴格的選擇來謀生有些人通過做出嚴格的選擇來謀生。。在喀布爾一個繁忙的環形交叉路口在喀布爾一個繁忙的環形交叉路口，，前警官佩薩前警官佩薩
爾爾··賴賴 (Pessar Lai)(Pessar Lai) 正忙著出售他的前敵人塔利班的白旗正忙著出售他的前敵人塔利班的白旗。。他說他說：： ““看不到其它好的工作看不到其它好的工作。”。”賴先賴先
生說生說，，他賣旗子每天的收入相當於他賣旗子每天的收入相當於 33 到到 44 美元美元，，而他以前的工作是每月而他以前的工作是每月 150150 美元美元。。他說他說：“：“我必我必
須賣旗子來賺錢買食物須賣旗子來賺錢買食物。”。”

阿富汗國家情報局前特種部隊軍官巴茲阿富汗國家情報局前特種部隊軍官巴茲··穆罕默德穆罕默德 (Baz Mohammad)(Baz Mohammad) 坐在喀布爾電視山斜坡上坐在喀布爾電視山斜坡上
一個棚戶區的門廊上一個棚戶區的門廊上，，這座棚屋以山上像尖刺一樣伸出的天線而得名這座棚屋以山上像尖刺一樣伸出的天線而得名，，他說他現在依靠年長的弟他說他現在依靠年長的弟
弟要養活他和他的家人弟要養活他和他的家人。。

穆罕默德先生說穆罕默德先生說：“：“過去過去，，我們吃蘋果和肉我們吃蘋果和肉。。現在我們只吃土豆現在我們只吃土豆、、幹麵包和茶幹麵包和茶。”。”
塔利班尚未制定挽救經濟的政策塔利班尚未制定挽救經濟的政策，，但他們強調國際社會需要恢複援助並給予其政府外交承認但他們強調國際社會需要恢複援助並給予其政府外交承認

。。到目前為止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正式承認塔利班恢複的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為該國的合法政府還沒有一個國家正式承認塔利班恢複的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為該國的合法政府。。
塔利班著名官員阿納斯塔利班著名官員阿納斯··哈卡尼哈卡尼 (Anas Haqqani)(Anas Haqqani) 的兄弟西拉賈丁的兄弟西拉賈丁 (Sirajuddin)(Sirajuddin) 擔任伊斯蘭酋長國擔任伊斯蘭酋長國

內政部部長內政部部長，，在與外國記者會面時批評聯合國和美國的製裁扼殺阿富汗經濟在與外國記者會面時批評聯合國和美國的製裁扼殺阿富汗經濟，，並鼓勵美國和其它並鼓勵美國和其它
西方國家重新開放他們在喀布爾的大使館西方國家重新開放他們在喀布爾的大使館。。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塔利班搶權後阿富汗經濟惡化塔利班搶權後阿富汗經濟惡化
民眾變賣所有財產購買食物為了活著民眾變賣所有財產購買食物為了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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