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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Your AD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paper: www.scdaily.com 點 "分類廣告"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分類廣告價目表 CLASSIFIED AD. RATE
一通電話，萬事 OK 三三
W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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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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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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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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三
1
wk
2
wks
3
wks
1
mon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格數 Size
主頁
scdaily.com
下方美南廣告
AD
三三
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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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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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受歡迎的
招工/買賣/宣傳
最佳平台
1 格 (1unit)
$45
$80
$105
$125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Fax (傳真)： 832-399-1355 Monday-Friday： 三三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www.scdaily.com/cla/ClaAD.pdf
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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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電郵)：cla@scdaily.com 8:00am-4:00pm 三三
只要您己刊登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
三的特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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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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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ww.scdaily.com
請微信:
AD7133021553
Click(上網：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週一至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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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FFECTIVE: 從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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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格可容中文大字(標題)6 字及小字(內容)50 字，

●分類廣告請預付廣告費，如中途停刊者，恕不退還費用。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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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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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English title : 12 letter
※English content : 120 letters
●本報接受
VISA
及
MASTER
信用卡付費，如電話(Tel)或傳真(Fax)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廣告內容均由委刊者提供，本報一概不負責任。
訂稿委刊，請告知信用卡號碼/姓名/有效期限/CVV 號/ZIP code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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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 號，其訂稿如有錯誤由客戶自行負責，恕不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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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稿時間 : 星期一至五 2:30pm, 平時/周六日請微信:AD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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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稿或之前訂稿，立即上網,其稿將在第二天刊登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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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刊登
注意事項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美式中餐急需 外賣快餐店,薪優
*美式中餐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Katy
丌丌 亞洲城餐館 *金冠酒家誠聘 *中國城中餐館 餐館招聘炒鍋
餐
全職外送員,兼職企台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H丌Mart
丌 亞洲城,請經驗
位 45 號南
誠請●廚房打雜
『高薪』
距離休斯頓
炒河粉麵炒鍋,
薪優
點心幫工
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餐館人事簡單好相處， ●收銀兼接電話
近
Galveston,
聘請廣東炒煱,
如只有什碎,
外賣店,
2 小時車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可報稅，位於 77469，
請
誠請熟手全工炒鍋
自助餐經驗者免問.
有身份，可報稅 每周工作 50 個小時,
需英文流利.$15/時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靠近糖城 59 號方向，
包吃包住.
提供住宿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須報稅,
丌丌 全職半職均可
半工/全工均可
人
每周休息
2
天
離中國城 25 分鐘，
意者請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下午
丌 2:00 至 5:00
有意者請致電：
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黃師傅
有興趣請短信或致電: 位 59 號北.請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請電或短信 :
713-474-7979
Restaurant
Hiring
281-210-8392
409-500-3300
210-380-2645
832-812-7612 713-732-8729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408-480-6035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餐館 Hiring

新皇宮點心海鮮酒樓 (ChinaBear) *糖城餐館誠請

餐館請人

餐館請人

糖城川菜館

中餐館招聘

中餐館請人

中餐館誠聘

黃金水餃請人

路州餐館請人

餐館招聘

位於 Pearland
靠近 249
全工半工 Cashier 位 45 號南,近 Nasa
誠請服務生一名
位於 Cypress,
『高薪』 誠聘: 經理,企枱, 收銀, 帶位
誠請 全工或半工
誠請 炒鍋、打雜, 企檯,收銀員及外送員
『高薪』 誠聘
無需經驗,可培訓
懂英文
誠聘熟手炒鍋師傅,
廚房: 煎炸, 蒸籠, 腸粉, 炒鍋, 抓碼, 油爐
Full/Part Time
打包、Sushi.
炒鍋, 打雜, 外送員 有意者請電: Andy
需說英文.電/親臨:
包住宿.
意者請電 New Palace 或親臨面談:
企枱, 聽接電話. 832-380-9063
281-277-8383 以上半工全工均可 ●Waiter/Waitress
●Cashiers
意者請聯系 :
281-240-8383 713-303-8998 1730 Williams Trace
包吃包住. 請電:
意者請電聯:
4526 Hwy 6
●Delivery Drivers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Sugar Land, TX 77478 832-206-1789 Call:832-594-0540 281-966-5342 Sugar Land, TX 77478 985-790-3195

Chow Wok

中國城麵館

餐館招聘企檯

*糖城中餐館

中餐館請人

貝城快餐店

糖城中餐館

美式中餐館

● 290/ 8 號附近
位 6 號/290,
位於 Dairy Ashford
●半工外送員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
兼職或者全職,
招炒鍋,送外賣,
誠請
全工炒鍋,
油鍋
，
『薪優』 誠 聘
/ Westheimer
●半工收銀接電話打包
薪優誠請廚房員工
中午半天企檯
接電話打包，
要求會基礎英語溝通 誠請炒鍋一名
有經驗,要報稅
誠請 Cashier 一名
外送員&半工周末外送員 ●Midland TX 中式快餐
全工. 需有身份
廚房女幫手
有保底工資+時薪。
各一名. 需報稅。 招經理,炒鍋,油鍋,收銀 離中國城 15 分鐘
需懂英文
請 11am-9pm 來電:
聯系電話:
以上包吃包住. 請電:
意者請電
以上不包住宿.
請來電或發短信至
4670 Beechnut
713-270-9996
有意者請電 :
電: 713-213-0086 832-623-4949
713-307-2882
281-881-9885
832-308-8132 832-820-7888 832-228-6600 832-277-2317
832-593-6688 832-773-2913

Timmy Chan 糖城翠苑中餐館 糖城美式餐館

Restaurant
招請打雜及包外賣
位 610/290 交界,
Looking for
每天$110,包吃包住,
離中國城 20 分鐘,
離休士頓 4 個小時車程, Manager Assistant
誠請有經驗炒鍋 灰狗巴士從終點站到貝
Can speak simple
全工或半工均可 城終點站,試工包車票.
English

誠請前台和外送員,
誠請 點心助理.
位路易斯安那州 洗碗打雜和炒鍋,
誠請全工企枱
全工或半工均可,
工資電聊.
誠請炒鍋一名,
全職/兼職
需英文流利
需英文流利,可報稅.
有意者請致電：
需報稅. 請電:
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電:
225-772-8584 Please call:Julie
832-866-2625 713-577-9039 225-202-1157 832-782-2088 832-606-3731 281-242-7728 832-819-8111 210-380-2645

壽司餐館請人

Restaurant Hiring

*HEB 超市內壽司吧請人
HEB, Kroger Sushi Roll Available People Priority
( Training Available ) 10 mins from Pea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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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aurant Hiring

中
日
餐
請
人

*西南區日餐

鐵板店『高薪』 招聘
●Hibachi 鐵板師傅
●日餐廚房師傅
●企檯(Water/Waitress)
全職/半職均可
提供住宿.意者請電:



Restaurant



餐館租售


for sale

in the Heights
誠聘 Waiters(企檯)
需說英文,小費好
有時能周六/日上班
意者請親臨:(勿電)
3434 Ella Blvd,
Houston, TX 77018

*日本餐館請人

位 Tomball
誠請油鍋及企檯
可提供住宿
有意者請致電:
832-289-1003 626-872-8624

*中餐外賣店售

200

*Sushi 餐館

Restaurant Hiring

超市內壽司吧 壽司鐵板店招工 超市內壽司吧

610 北,近 290
位 Downtown
『薪優』
誠徵女性人員一名
誠招
誠徵幫手一名
需有些經驗
收銀及廚房幫工 能周六&周日上班
男女均可
周一到周五
全工或半工,待優
請 5 點後電或簡訊
電話詳談:
意者請 5 點後電:
832-660-2521 832-520-6015 832-660-2521

*KATY 日餐 日本餐館請經理 中日餐館,薪優

路州日餐請人

位 Missouri City 近
『薪優』 誠聘
高級日本餐館,誠請
聘請油鍋
Sugar Land ,誠請
●壽司師傅
有經驗、有身份的
full time/part time 經理
位 Katy 地區
●廚房打雜兼洗碗
需有經驗 說英語，
壽司師傅.
全工或半工均可 做事認真負責能報稅，
提供住宿
包住,高薪,分紅.
意者請電:
工資$200/天.請聯系:
有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聯系:
( 無人接聽,請簡訊 ) 912-381-5292
832-232-1001 346-303-3218 713-623-3937 337-660-8831

*賺錢餐館轉讓 中餐堂吃外賣店 路州日餐出售 賺錢餐館退休售

創業良機

Spring 區,1700 呎
出售
路易斯安那州中部, 近 8 號,Westheimer 在高銷售額的超市內
位 Galleria 區
房租 $4570.
離中國城 20 分鐘,
Sushi Bar 出售
日餐外賣店出售, 16 年老店,1750 呎
有送餐,生意$75,000 1000 呎賺錢外賣店 設備齊全,客源穩定,
13
年老店,東主退休
生意 5 萬左右.沒送餐. 生意穩定,設備齊全
合同剩 7 年半,
接手即賺錢,
房租 2500,生意 5 萬
因個人因素出售 業主退休,有意出售. ~月銷 3 萬以上~
開店 12 年,價格面議
發展空間大,
有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電或簡訊:
歡迎看店議價.
意者請電:
832-748-1728
歡迎看店,聯系電話:
832-661-5840 917-775-2976 318-730-8071 832-513-8776 832-858-3378
聯系人: 阿暉

美式中餐館轉讓 轉讓賺錢堂吃 *賺錢餐館出售 穩賺中餐館出售

近 Katy 6 號公路
兼外賣店
位於 Humble
美式中餐堂吃外賣店 離中國城 15 分鐘車程
誠意轉讓、裝修新穎店
長年經營生意穩定.
生意 10 萬
面積約 1750 呎
意者請聯系 :
生意穩定有上升空間
有意者請電:
713-373-2947
電話: 非誠勿擾
346-235-6769
281-777-4528
非誠勿擾！

Restaurant
For Sale

壽司餐館請人

穩賺又有好口碑中餐館
位德州南部,近邊界約
4000 呎,因老闆退休,月
生意 7 萬以上,半價出售.
隨時歡迎看店. 電:蘇

956-792-4730
956-778-2176

*堂吃外賣兼

糖城賺錢餐館售 賺錢餐館轉讓

位糖城家樂超市旁
小 Buffet 轉讓
1000 多呎,租金便宜
設備齊全 lunch buffet
客源穩,生意好,設備新
生意上升中,
因東主退休轉讓.
詳情請致電：
歡迎看店.意者請電:
210-380-2645 832-766-9586
832-798-3039
無能力者勿擾！

賺錢堂食外賣

醫療中心黃金地段 中餐館售,位 99/249
5000 呎餐館轉讓
Spring 好區,
新裝修,新設備
繁忙地段,
3835 Bellaire Blvd,
生意穩定,設備齊全
Houston, TX 77025
聯系電話：班女士 有意者請聯絡詳聊
346-801-5176 832-493-9598

糖城老牌美式 River Stone 小鎮唯一家中餐 Cajun 海鮮店售 獲獎越南餐廳售

餐館出售

堂吃外賣店轉讓

中餐館生意出售,
堂吃外賣店出售， 位 11229 Fuqua St. 超過 3000 呎,附有涼台 糖城 Sugar Land 位西北高尚白人區
堂吃外賣中餐
營業額高,位交通繁忙地段
地段中心，客源穩定
獨立建築 1500 呎,
面食店出售
因人手不足轉讓
45 南, 33 號出口 售 80 萬.請簡訊/電話:
出售
面向主流，周邊沒有
生意很穩定,4.3-4.8 萬
~~詳情面談~~ 生意穩定,租金便宜
832-830-3213
約
2000
呎,附
Patio
同業競爭。
歡迎看店面談 離糖城 20 分鐘左右， 老外客源,生意穩, Award winning Vietnamese
聯系方式:
有意者請電:
可做工看店，價格面議
業主退休,誠意售出.
restaurant for sale 800K
聯系方式
:
設備全.歡迎看店議價
281-813-6809
713-922-7104
非誠勿擾. 請電:
詳情請電:糯米地產
Over 3000 sqft with patio
非誠勿擾
281-919-7286 920-858-6894 626-592-5535 832-373-2572 with high volume in sales 626-348-9980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Kroger 超市內壽司吧售! 機會難得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生意好,辦公樓內快餐熟食店售
丌
每周收入 6000 - 6500 美元. 易於管理!
絕佳機會!!
售價
$49,000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Richmond, TX 77407 好面積，好價格，好收入!
位於
59
公路及
610
西交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Sushi bar in Kroger supermarket!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Office
丌
Deli for Sale (Great Opportunity)
A
rare
opportunity.
Weekly income $6000-$6500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Currently
in Business Asking Price $49,000
Kroger Sushi Bar for Sale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Restaurant
SW Freeway and 610W.
Richmond, TX 77407. Easy To Manage!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nglish Speaking Only)
Good
area, Good Price, Good Income!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nglish only! Text / call: 213-276-8585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請英文電: 713-985-9829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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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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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敦煌 2 樓,1350 呎 位德州南部海邊,距離休士頓 2 小時車程,
附近有大化工廠
假日遊客多,客源穩定,
旅館各項設備全部新裝修
有意者請電: 832-660-7063

店面出租
聯系電話:
713-269-3058

10 分鐘至中國城
黃金地段,容易經營.
設備齊全,客源穩定
接受各種保險.
意者請電:
Business Opportunity 713-805-8023

位 Katy Mill 對面,
富人區,1300 呎,
房租便宜,生意穩定,
小費高. 意者請電:
713-502-3973
512-284-1211



Real
Estate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凱蒂豪華宅出租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休士頓民宿租 Houston Hos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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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Rent

買新屋,送最多建商佣金回扣

Realtor / Agent

休士頓,達拉斯,奧斯汀,聖安東尼奧
現代地產公司
林祿壽 Johnathan Ling
地產經紀,地產檢查師(22277) ,土木工程師
請電: 713-319-6456
713-385-1188
40 年信譽地產公司,信用第一

吉屋出租

房屋買賣出租

業
地
產
經
紀

中國城獨立商場
出售
共計 8000 呎, 價錢可議
$$$ 機會難得 $$$

街角單邊屋,
Katy 七湖好學區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位中國城惠康超市對面公寓,有空房
步行五分鐘到中國城
豪華獨棟
4
室兩個半衛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一房 &二房&三房, 可隨時入住
美南銀行,新裝修,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Rent
丌 Seven Lakes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Single Family
三房兩廳兩衛浴,開
長短期,價格合適,交通便利.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4丌beds, 2 1/2 baths 放式廚房,雙車房,地方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意者請洽:
光猛潔淨，電:駱先生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Luxury House
832-317-6315
281-889-1886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81-624-7229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房地產租售

意者請電: ( 晚上 7 點前)

832-788-0806
~~ 無誠勿擾 ~~



最新 2022 年

最新 2022 年

最新 2022 年

最新 2022 年

華人電話簿

華人電話簿

華人電話簿

華人電話簿

請至美南索取

請至美南索取

請至美南索取

請至美南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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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rch 22, 2022

*旅館出售

*敦煌店面出租

牙醫診所退休售 賺錢美甲店出售 專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2022年3月22日

民宿出租

星期二

Food Distributor
*公司請人
*牙助及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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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徵人
looking for
位於 Bellaire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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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聘前檯,
中國城. 需英文
Sales
& Ware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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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porate Dr 路口
無經驗可訓練.
Speak
Chine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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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懂英文,
誠徵進出口
請電或 Email:
Simple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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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umentation 人員 Call: Lily & He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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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工卡
713-773-1300
經驗不拘.
713-383-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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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者請電:周先生
伌
txdentist101 意者請將履歷表傳到: or Email: he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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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ail.com
hr@bciusa.net fourseasonsfood.com
832-613-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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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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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公司招聘

300

Company
Hiring

公司請人

300

Company
Hiring

公司請人






















































誠聘(中國城)

裝修公司請人

誠徵會計助理

有無經驗均可,可培訓
● 跳舞/英文老師
誠請土木工人
中英文流利,懂電腦
(Part Time)
及 Quickbook
需有裝修經驗
● 清潔半工
誠實可靠,勤快.
周一到周五
請 Email 履歷或電:
意者請電:
電:281-781-9389
Lingw@msn.com
未接請短信稍後再覆 646-713-4928 713-385-1188

能源化工類

Part Time $$高薪聘機械銷售 Sales 石油設備

SW CPA firm hiring
國際貿易公司,
Entry Level
誠徵 西語翻譯,
Accounting Clerk
兼職時薪$25 起
Computer knowledge,
或全職待遇面議.
fluent in Chinese/
電: 832-847-0887 English. Resume to:
Email:sagevacancies
e4015cpa
@gmail.com
@yahoo.com

塑膠編織袋工廠

安防公司誠聘

鐵工廠急招

誠聘幼稚園老師 徵文書處理人員 牙科診所誠聘

●辦公室文員(長工)英 醫學中心生物公司
●牙科助手
中國城牙科
位糖城, 有幼兒園
文流利，quick book 經 招聘技術工人(須女性)
●前台工作人員
無經驗可訓練
經驗者優先.
驗優先，近中國城，薪優 有身份,無學歷要求,
中英文流利,誠懇,
●安裝技術人員，簡單
請電或 email
可辦理身份.
上崗可培訓
認真,負責,熟識電腦.
英文，需出差，公司培訓，
713-773-1300
有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聯系:
意者請將簡歷發至:
有木工，鉗工，修車，裝
txdentist101
281-242-0989
agapedentalcare
修經驗優先，年薪 6w+ yingtan101110
@gmail.com houston@gmail.com
832-528-0882
@yahoo.com
電:346-970-7928

石油設備公司招銷售, 高薪聘機械經驗銷售,
經驗全職，高提成， 提供健保,月獎和年獎
有健保,月獎和年獎,
中英流利,良好 TX 駕照
中英流利,良好 TX 駕照
電:713-320-2103 電: 713-320-2103
或簡歷: usa@
或簡歷: usa@
gnsolidscontrol.com gnsolidscontrol.com

公
司
請
人

公司招聘

●全職辦公室助理
●全職或兼職銷售員
中英文流利,善於溝通,
熟練使用電腦及辦公
軟件,時間周一到周五,
需報稅.待遇好,工作環
境佳. 請致電:王先生
281-299-9688

中國城繁忙房地產/貸款公司
需要助理一名,全職兼職皆可.
●另外，分租辦公室 $800/月
歡迎貸款公司或保險公司業務。
詳情請電: 王女士 832-858-4838

徵 採購助理

銷售助理招聘

誠請打包員
Packing Operator
11.25/hr + Overtime
JASMINE FOODS at
Call:713-228-1909
2401 McKinney St
Houston, TX 77003

地板批發公司招聘:
中英文流利,熟練操作
QuickBooks 和 All orders
者優先，薪資面議。
意者請發簡歷至郵箱:
rick@naturesort.com
Fax:713-734-1924

AP(Accounts payable) & PO(Purchase Order)
辦公室全職或兼職職員一名. 公司提供帶薪休假，醫療保險，401K，FSA
等福利.公司地點在能源走廊南側，比鄰 Westheimer and Dairy Ashford。
需工作細致認真，有條理，善於歸納總結。本職位對學歷及專業沒有硬
性要求。以會計本科專業為佳，其他專業或者學歷也會考慮。
有興趣的朋友請把簡歷及薪資要求投至：
Hattie.Meng@Stonemtn.com

誠聘銷售經理

1-3 years' office assistant experiences,
需有多年食品採購及銷售經驗
tracking and execution of orders,
具領導能力及電腦知識.
documents, Bachelor degree, Int'l trading,
待優, 享有薪假期.
or accounting knowledge prefer.
有意者請將履歷
Resume 寄至:
Resume: joy@onestopmining.com
Debra@westlakewholesaler.com
Contact：Joy 713-2657924

Fortune Fish & Gourmet

會計: 中英文流利
熟悉 Quickbook.
可辦 H1B.
意者請 Email 或電:
goldenfurniture11
@yahoo.com
713-896-8877

石山地產公司誠徵

*誠聘銷售代表

位休斯頓近中國城,
●焊工學徒
有無經驗皆可,
誠徵具身份操作工
●鐵工幫手
中英文流利, 待優有薪休假.
懂修機電、針車佳.
意者請電:
請將履歷寄至 :
意者請電:
713-978-7888 281-785-9895 Company Hiring debra@westlakewholesaler.com

*招聘助理/分租辦公室

Now HIRING 家具公司招聘 招聘辦公室文員

公司誠聘: 財務人員
要求 1-3 年經驗
會 Quickbook, 中英文流利.
意者請電或 Email:
281-782-3280
hrwant36@gmail.com

Computer Tech and Repair

誠聘注塑機工程人員

公寓誠聘

兼職 PT 程序員

( 電腦電器維修技師）
位 Houston 近市中心區新注塑廠.
Seafood Distributor & Processor
• 需有貨代或採購部門相關經驗
3 years' experiences in computer and electric 可以代申請 H-1B,如果有機械經驗者優先考慮.
誠聘 ●Account Receivable
請把希望薪酬和履歷電郵：
products repairing, test and welding skill,
•工作地點: 德州休士頓
Close to downtown Houston new Injection
需中英文，有工卡。
interested in bitcoin miner prefer.
提供:年休 年終獎金,醫療保險,退休計畫
factory needs a Entry Level Engineer.
Houston Company,
電 話 : 713-224-3474
Can apply for H1B.
Good Pay with Insurance, Benefit.
意者請 Email 履歷及自傳至:
Fax 履歷至 : 713-673-3121
Please send resume & expected salary to:
Resume Email: Michael@onestopmining.com
hr@usasportsinc.com
8751 Flagship Dr. Houston, TX 77029
hr.hou@outlook.com
Tel: 832-768-0061

第一商業銀行 休士頓分行徵才

Manufacturing Company

Located in Sugar Land has immediate
(First Commercial Bank Houston Br. Job Vacancy)
position open for full time
首家台資跨國銀行 歡迎各界菁英加入
Office Assistants & Accounting Personnel
(The first multi-international Taiwanese bank in
( experience preferred )
the state of Texas invites you to join our team.)
Must be English speaking.
● Clerk (銀行業務專員)
Resume to: carolzhang531@yahoo.com
● Accounting Officer(會計專員）
or call Carol at : 832-335-0150
誠徵中英文雙語；會計、商業、經濟與金融等..
相關科系畢業。
(Good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Major in Accounting, Business, Economics,
Finance, or related fields)
工作地點位於休士頓市區，意者 E-mail:

i927a@firstbank.com.tw

*誠徵會計一名
需具會計本科文憑,
中英文筆流利
有工作經驗,勤奮及具責任心
意者請電郵履歷至:

racheltse7@gmail.com

裝修公司請人

●有經驗空調水電維修人員
●公寓出租助理(會中文、英文和越南話)
以上各一名. 必須有美國工作許可，
薪金面議，若試用期通過，可享有薪假期
和申請住宿，醫保，401K 福利。
聯絡電話: 713-777-0212
M-F 9:00AM-6:00PM

NOW HIRING

* 全棧工程師 /
Full Stack Software Developer
* 熟練 PHP Laravel

* 熟練 React

Email: accounting@scdaily.com

石油貿易公司誠聘

●倉庫員工 (會開叉車).
Logistic Coordinator
誠請有經驗的裝修工人，
●Sales: Sales Experience, Must be
需要木工，牆體，瓷磚等師父及幫工， Fluent English, MS Office, Self-motivated, 要求有物流進出口經驗,有會計經驗者更佳
中英文流利，會使用 Quickbook, Excel,
有經驗者優先，待優。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
在美有工作許可，薪資面談
聯系人：Richard
Detailed Oriented, team player,
工作地點: Katy Texas.
聯系電話: 832-778-0090
Salary +benefit.
簡歷發至郵箱：alanz@hectomind.com
832-289-2279
Resm: jobs91706@gmail.com

誠聘安裝工和 Inside Sales Auto Fit is looking for Accounting Clerk!!

FITOK Inc. 位 Stafford，因業務發展，誠聘 Seeking Accounting Clerk with experience and proficient in Microsoft
Office applications such as Excel and Word, and knowledge of

QuickBooks and Payroll.
1. 不鏽鋼管安裝工
•熟悉1”以下不鏽鋼管的切斷、彎曲及螺紋加工 Job Type: Full-time
Pay: $15.00 - $20.00 per hour
•願意學習此項技能的學徒工亦可

2. Inside Sales
•B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referred
•Fluent in English
公司提供：
有競爭力的薪酬待遇、醫療保險和 401K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
charlie.liu@fitokinc.com
或致電：281-771-6793

Experience:
•Accounting: 5 years (Preferred)
•quickbooks: 5 years (Preferred)
Education: •Bachelor's (Preferred)
Location: •Houston, TX (Preferred)
Additional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Bonuses •Store Discounts
Work Location: •One location
Benefits: •Health insurance •Dental insurance •Paid time off
Schedule: •Monday to Friday •Weekends required

Please send the resume to : adis@autofit.bz

分類廣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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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薪優
*誠招女按摩師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誠聘,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誠請男女按摩師
丌
白人區,客人高素質
按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薪優+小費好
丌丌
丌
正規,有執照, 43 歲以下.
丌丌
丌
丌
摩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意者請英文/中文電:
丌丌
日入$200-$500
請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81-575-6500
英
丌丌
丌
丌丌
丌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832-670-4769
丌丌
意者請電:832-526-1155
HIRING
中
人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親臨
丌丌11210 Bellaire #117
for丌Massage
●另有多家按摩店合作/出售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實惠的價格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舊雨新知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歡迎預約:
輕鬆的享受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832-630-3343
832-359-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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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 真愛台北 **
摩
服
務

*凱 悅*

招
生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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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品 Baby! 新新新

*全身+足底按摩 SPA 店轉讓
Body & foot massage spa for sale in KATY.
5 year established spa.
White/Caucasian residenti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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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

美南網站

超級雷射除痣斑(北美唯一專科診所)

駕駛學校

Consultant

最新日本技術,一次性不流血,不留疤痕,輕鬆去除:
老人斑,色斑/紅黑痣/扁平,粒狀疣/ 鈣化突起,
肉球/紅血絲/油脂粒/猴子/突起疤痕等....所有皮
膚上的斑斑點點,99%各種衍生物均可除去。
專業執照認證,安全,奇效立見. 多有折扣
欣容皮膚修復中心 713-378-1590 Cindy 孫
6100 Corporate Dr. #378 慈濟旁(王朝同一條)

●
●

雷射除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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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
詢
顧
問

SPA 店位 Katy 高尚白人區, 5 年老店,
生意好,小費高. 現要轉讓,歡迎看店.
意者請電: 832-786-8638

沙龍按摩店售

生物化學教室 生物化學教室

取消交通
罰單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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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貝勒醫學院名師
位 Richmond Ave.近中國城 10 分鐘
專業授課網路教學
約 900 呎,有 3 個按摩房,
AP 考前衝刺班
新裝修,環境優雅,客源穩定,
暑期先修班招生
請電: 832-488-8622
713-857-3360
●另誠聘女按摩師
暑期先修班招生 Dr. Chang 張博士

沙龍按摩店售

*邊學習邊工作,你的不二選擇!

新人, 高顏值

*賺錢按摩好店出售

1000

*7 年正規床店請人

210-985-5717
832-434-9370

C3

Tuesday, March 22, 2022

專精各類移民/專精各類福利/老人公寓申請
● 親屬移民，家屬申請，婚姻綠卡等等。
● 低收入福利，紅藍卡申請，白卡申請，糧食劵，現金補助，
租房補助，家庭能源電器費用補助。
● 可幫健康不佳，行動困難老人申請公寓。
歡迎電話咨詢：713-815-5011 / 281-888-9923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41 Houston, TX 77042

房產經紀人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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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王朝駕校路考第三考場
美南駕校
10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謝老師（MT 駕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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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證書
三三
DPS 路試考官,全權下放至百利駕校教練考路試,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交通安全班（取消罰單）
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美南駕校是官方指定考點
三三
在本校一天可完成筆試,
，天天有路考。旅游簽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成人中文筆試:天天路考(兩天取得駕照)
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證等各種簽證可以考駕照
三三
取得
pemit
後可安排路考,不用排隊等 30 天
。青少年班隨時上課。
●筆試班
:
每星期一至六上課
，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成人筆試班:
三
周二，六 10am-4:30pm
●路考班
:
務必預約.
考路試
，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青少年駕照班
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取消罰單安全班
三
: 周六，周日有課
●安全班
:
隨時開課.
開課
，
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十八年專業教學經驗~~~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7001 Corporate Dr #203
電話: 832-633-5555 周師傅
三三
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School
三三三三三三三
Defensive
Driving
Driving
832-863-8882 (中英粵越西語) 三三
832-277-7226 王教練
832-983-9509 Tom 發哥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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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專收購舊車壞車
房地產經紀人
Kate Zhang
●個人房屋買賣
●商業房產買賣
微信：8324886304
電/短信：832-488-6304

Realtor

W-

信用貸款 貨運代理

武林跌打傳人中醫
跌打損傷
專精:坐骨神經痛、肩周炎
一次治療基本痊癒，唯我獨尊。
跌打傳人中醫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坐骨神經,肩周炎
請電: 713-772-0300

Cargoworld Express
商業,出口,進口,報關
Full Logistics Service
25 年經驗,誠實,可靠
Gun License
華人專線:
832-229-9293 申請帶槍執照

Floor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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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佳裝潢裝修

恆豐裝修公司

廣東和記裝修

誠實裝修

盛家裝修

惠家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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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deling
Re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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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Remodeling

修理業務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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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地板

舊屋翻新，地板瓷磚 台灣專業,政府註冊,
內外油漆，廚房浴室 承接:舊屋翻新,水槽,籬笆,
涼棚,屋頂翻新,補漏.廚櫃
籬笆車道，高壓衝洗 安裝,木工隔間,磁磚,實木
水電屋頂，小修小補 樓梯,木地板,廚浴改建,
熱 線：
內外油漆,屋內外全部工程
281-840-7987 832-366-7510 洪(國台)

*山東裝修*

大小工程幾十年經驗
蓋小房蓋涼棚修圍欄
漏水屋頂內外牆隔間
油漆換門窗水電木工
地板地磚浴室加廚房
舊房翻新，好質好價
713-515-7652

潮江裝修

專業裝修,舊屋翻新
地板門窗,廚衛改造
內外油漆,水電空調
價格合理,保證質量
電 話:
713-828-5513

佳寶建築公司

傳統中醫
經系治療

傳統中醫療法
自閉症,抑郁症
帕金森,老年痴呆
腦梗中風後遺症
徒手解印,安全康復
電話或短信:
832-488-2925

徒手整形
面部精雕,妊娠紋
修復,產後耻骨聯合
分離導致尷尬漏尿
全程徒手,安全輕柔
電話或短信:
832-488-2925

閩福裝修

老廣裝修

木易裝修

房屋翻新,廚衛改造, 木工, 泥水, 油漆 承接房屋大小工程
舊屋翻新,廚房浴室
地板,瓷磚,內外油漆
地板,水電,間隔改建
地板瓷磚,水電木工
大理石台面,軟水系統
淋浴房玻璃安裝,
經驗豐富,手工好! 涼棚圍欄,高壓清洗
價格公道,免費估價
木工,水電,車庫地面
電 話:
經驗豐富,質量保證
歡迎來電咨詢:楊
713-470-8926 346-503-7037 281-755-9988

*房屋修理*

浙江大余裝修

榮盛裝修

順發裝修

蘇揚建築裝璜

永發裝修公司

天天裝修

吳氏專業裝修

修
理
業
務

Remodeling

專做居家小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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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房翻新，內外油漆，
政府註冊,百萬保險.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地板地磚，衛浴改建， 執照# LI 0019006
房屋,廚房,衛生間裝修 30 年經驗,一條龍服務 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庭園灑水,庭園設計,籬笆
地板,磁磚,大理石面安裝 承接:商業/餐館/住宅, 高壓衝洗，室內清潔。 內外油漆翻新,涼棚涼檯
電氣焊,鐵柵欄安裝維修精通土木,地板,水電,油漆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洗衣機,乾衣機,洗碗機,
車庫門,自動門安裝維修 保修一年,價格公道,
提供商業保險
水龍頭,地板,地磚,廁浴,
經驗豐富,保證質量.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水電,空調,安裝維修
更新,水務維修,電路修換.
832-607-7861 張 646-713-4928 吳
身份,薪酬優厚.
●誠請裝修工人
832-207-2626
713-371-2713 戴師傅 832-818-3185 國粵語

*** 萬福 ● 裝修公司 ***

政府註冊. 承接各種大小工程,
有多年經驗豐富裝修師傅。
您的房屋改造,櫥櫃,門窗,浴室,內外油漆,地板
磁磚,冷凝氣,水電維修,水泥路面,車庫,外牆等..
有專業裝修師傅,就是您的質量保證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 免費估價.

宏達建築裝修公司

電話 : 832-380-1166 劉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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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滿 裝 修

隨叫隨到 (裝修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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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漏雨 屋頂翻新 水泥車道
籬笆, 涼棚, Siding, 水電
室內外裝修 20 年經驗 免費估價.
大小工程,百萬保險. 外州可去裝修.
346-383-1087 713-269-9582

700

專業油漆

Remodeling

免費太陽能
聯邦稅務 Credit
2021 年-26% 2022 年- 22%
太陽能設備總額 85%
省 電 節 能 5 年內全額稅務折舊共抵扣 111% 5 年內
Energy Company
電話: 832-888-2299

福美裝修

本公司是一家大型建築公司
修補牆面、油漆.
擁有各類大型建築設備及水電 A/C 等... 翻新衛生間,廚房,房間改造,疏通上下水
專業執照,施工團隊.
更換熱水器.漏水.庭院等等....
專精大型倉庫,Shopping Center 等大型建築
居家小活統統都做.
從選址,設計,請照,施工 一條龍服務.
713-429-2685
百萬保險+質量保證+價格最低
702-888-5518
聯系電話: 281-886-8888

裝
修
設
計

商業大樓,免費置換新屋頂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20 多年的裝修經驗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浴室，漏水，天花板 公司,住宅,地板,地磚,
保修二年.專業承接各種 屋頂，廚房，內外牆 內外油漆,廚浴改建,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櫥櫃,檯面,油漆,木工 新舊住宅,商業店鋪,
鋪草皮,修換圍欄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地磚，地板，高壓洗 餐廳翻新,高壓沖洗,
地板,地磚,門窗,圍欄
單包/全包均可.
小修小補.
油漆，籬笆，蓋涼廳
大小工程,
水電,空調,磁磚,地板,
水電等...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水電門窗
，
舊屋翻新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廚房/衛生間翻新
質量保證,免費估價 319-988-6868 中文 餐館改造.~好價格~ 余:929-392-5818
請電: Sam 劉
917-214-8738 832-903-1333 英粵 713-515-7652 eng: 646-925-9275 832-606-7672

正翔屋頂/裝修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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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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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住宅裝修

大小工程,油漆間隔, 內外油漆,屋頂補漏 廚廁改建,地板磁磚 地板人工 90￠/呎
泥水木工,地板門窗, 水電木工,籬笆水槽. 內外油漆,木工水電 地磚磁磚,紗窗紗門,
天面地台,廚房浴室,
安裝更換熱水爐. 廚櫃理石,檯面安裝 換熱水爐,室內外油漆
水電修理, 通 坑 渠. 多年經驗,價格合理, 香港師傅,專業守信
二樓樓梯圍欄,
免費估價,價廉保質.
精優價廉.以上工程,
質量保證. 請電:
請電: 陳師傅
832-909-3658 粵 361-460-4530 832-629-2688 保修 2 年.(訂做按摩床)
281-323-9938 王順
832-909-3686 國 832-866-2876
誠聘裝修師傅
住宅/餐館: 廚房台面,
地磚,地板,樓梯,內外
油漆,水電木工維修,
衛生間改造,軟水機安裝
噴泉涼棚,籬笆水槽,
質量第一和保證誠信
832-282-8746 李

傳統中醫
經系治療

德州帶槍執照

貨運代理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打電話或短信： 832-488-6304



地板銷售安裝

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報稅服務

京華貸款

個人&公司信用貸款
15-30 萬,無抵押,
無擔保,無需身份,
秒到賬.
合法回國資金支持
詳情請電:
917-434-2072

Transporation

●報個人稅, 公司稅
●公司做帳
地址: 美國財富會計樓

Paint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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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廣告 4
星期二

玻璃門窗專家

Pest Control

Door/Window Glass

700

Floor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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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 請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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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理賠

Claim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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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理賠

Claims Service

水水水

小潔水管公司

頂好排污

誠信專業水電



滿意水電

專精各種漏水

●招助手或學徒

專業維修、安裝
冷暖工程,家用電器 冷暖氣維修更換,
冷暖氣系統,
廚浴設備,修換水爐
商用 cooler,freezer,
維修更換熱水爐.
住宅商鋪,節能空調
漏水斷電,急修急通 熱水爐器更換或維修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請 電:
請電: 蕭師傅
電話：陸先生
832-490-7988 832-759-4638 346-606-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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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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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修車庫門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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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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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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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專
家

Gar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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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
房
門
專
家

Garage Service

車房門專家

700
鐵
工
廠
Iron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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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專家

專收購舊車壞車

電腦維修

Cargoworld Express
商業,出口,進口,報關
Full Logistics Service
25 年經驗,誠實,可靠
華人專線:
832-229-9293




800

信用貸款

貨運代理

貨運代理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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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公司信用貸款 15-30 萬,
無抵押, 無擔保,無需身份, 秒到賬.
合法回國資金支持
詳情請電: 917-434-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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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警監控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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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系治療

Moving and Delivery Services 住家/公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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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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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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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中醫療法

徒手整形

自閉症,抑郁症
帕金森,老年痴呆
腦梗中風後遺症
徒手解印,安全康復
電話或短信:
832-488-2925

面部精雕,妊娠紋
修復,產後耻骨聯合
分離導致尷尬漏尿
全程徒手,安全輕柔
電話或短信:
832-488-2925

武林跌打傳人中醫
跌打損傷
專精:坐骨神經痛、肩周炎
一次治療基本痊癒，唯我獨尊。
跌打傳人中醫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請電: 713-772-0300
坐骨神經,肩周炎

超級雷射除痣斑(北美唯一專科診所)
●
●

雷射除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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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搬家公司 Tony's Fast Movers 快速搬運 分類廣告專頁

安裝/維修: 家庭、商業冷暖氣、商用冰箱,
冷凍冷藏設備、制冰機. 百萬保險.
~~~多年經驗,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請電: 713-357-8868 (國/粵語)
企鵝牌制冰機 500 磅 9 成新,抓碼箱出售

一一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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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醫

京華貸款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西 南 搬 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I.C.C. M.C.249994
(O)281-933-1555
搬丌
TX.D.O.T. 44648C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U.S.D.O.T 461436
(F丌
)281-933-2953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www.swmoving.com
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mail: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mike.kuo@swmoving.com
●公寓，住家，辦公室，倉庫遷移。
公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市區內、紐約、加州、全美長途、回國傢俱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包裝及自用車運送。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司丌丌
Moving
Service
●政府合法執照,25
年經驗,工作保證,誠信可靠.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順豐搬家快運

恆風冷暖氣公司政府執照 TACLA 11548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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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平鐵工廠
700
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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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www.taipingironworks.com
廠
281-785-9895 劉
安全監控系統
●招焊工學徒及鐵工幫手
Iron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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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end Temp Mechanical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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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800
一一一

精修更換冷暖氣系統、
空調,車庫門,熱水爐
熱水爐、水電、家用電器
維修 更換 安裝
專業安裝節能空調、
漏水斷電、緊急維修、
請 電：
工作認真、政府認證、
832-469-4510
質量保證.（24 小時）
機場接送
請電: Louis 劉
832-417-3719
646-508-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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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Le Service 長樂 AC

吉順冷暖氣公司

貴先生（中/英）

多年經驗 Sears'專業技
師, 專門維修各種
家庭/商業:冷暖氣, 冰箱,
製冰機,大型冷凍櫃,冰櫃,
熱水爐,洗衣機,乾衣機
執照號碼:TACLA44251C
質量保證.電:通英/粵語
713-505-7534



雅聖冷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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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美空調維修 麥師傅空調維修

冷
暖
電
氣

713-885-4818 英 Electrical & AC

下水道專家

明亮電工公司 Long's 專業修理

德州執照 TECL34634
專業電工團隊,
百萬保險
商業民宅,大小工程
質量保證
Plumbing Service 832-260-8678

專精各種漏水,閥門龍頭
舊屋水管換新,
更換,熱水器,冰箱,洗衣機
各種家電維修,增加排查
屋頂,地下漏水
線路,更換電箱,軟水淨水
修換熱水器
系統,加裝各種照明燈,
車庫門安裝維修
832-217-6958 修
曹 832-576-6957

精藝冷氣水電 浩記冷暖氣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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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務
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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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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元起.
832-969-5083 李



水電服務公司

籬笆 Fence



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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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元起*
832-969-5083 李

陳氏專業冷氣

Transporation

屋頂專家風災冰雹索賠專家

分類廣告專頁

龍運疏通

專精上下水管道,
執照電工.經驗豐富. 漏水,堵塞及疑難雜症.
灑水系統,家電維修, 改移,換新上下水管線,
熱水器,水龍頭,浴缸,
Plumbing 水電新建和修理,
淋浴,馬桶.●維修改裝
洗衣,烘乾,冰箱,熱水爐
Electrical
供電線路,換電箱,加改
打碎機,下水道,
供電線路及電器設施
水務 281-610-2068 713-480-3646

Compute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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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房及廁所漏水疏通 專修室內外各種漏水 832-722 2099 德州執照 TCEQ24431
專通下水道, 儀器檢查, 漏水堵水.
更換各種室內外 德州 Master 執照 40172
抽餐館油井,
修換: 全屋來水管,去水管,水錶漏水. 水龍頭,噴頭,破碎機
商業/住宅:煤氣管，煤氣
水零件,
洗衣店水井,
按裝. 經驗豐富,
房屋整體水管更換, 開通與年檢, 水管油井,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按裝:熱水器,水龍頭,馬桶,浴缸,打碎機.
水表,下水道,通堵,
價格最低(政府執照)
修換熱水器.
經驗豐富,不通不收費.
各類熱水器過濾水器等
7/24 832-600-6300 劉
陸先生(中文).請電： 713-429-2685
水管系列安裝維修工程 832-462-3832
通粵/ 國 / 英 / 墨西哥
281-818-6524 702-888-5518
832-462-4011
城市申報檢驗.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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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砍樹
專業籬笆圍牆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專業砍樹服務

700

周六,周日

爽快水管專業

通水管
排污

地毯清潔

Carpet cleaning

中國城軍火庫
品質保證+安全保證+價格便宜保證
可在全美
38 州携帶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商業/住宅
全課程半天完成$100
Shower Door, Window Glass
( 外州駕照可申請 )
Mirror Wall, Furniture Glass
各式槍枝買賣/交換
浴缸,浴室落地玻璃門, 住家辦公樓大門玻璃
Gun License 9896 Bellaire #G1
一般牆上及臥室大型鏡子,傢具台面玻璃
( 黃金廣場內 )
申請帶槍執照 281-236-4723
請英文/越語 : 346-561-2430




地板銷售安裝

PN Pro Glasses 門窗公司



家

益明清洗地毯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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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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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照#LI 0019006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花草自動灑水系統,
園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軟水器,淨水器,籬笆,涼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美三三
亭,魚池,地板,磁磚,電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餘泥
化三路,水路,招倒垃圾﹑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及以上各種維修.國粵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Gard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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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帶槍執照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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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

CLASSY 殺蟲專家



殺

2022年3月22日

800

機
場
接
送

Transportation

最新日本技術,一次性不流血,不留疤痕,輕鬆去除:
老人斑,色斑/紅黑痣/扁平,粒狀疣/ 鈣化突起,
肉球/紅血絲/油脂粒/猴子/突起疤痕等....所有皮
膚上的斑斑點點,99%各種衍生物均可除去。
專業執照認證,安全,奇效立見. 多有折扣
欣容皮膚修復中心 713-378-1590 Cindy 孫
6100 Corporate Dr. #378 慈濟旁(王朝同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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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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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news or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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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is needed.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consideration, please send to
News@scdaily.com
or contact
John Robbins 281-965-6390
Jun Gai
281-498-4310

Publisher: Wea H. Lee
President: Catherine Lee
Editor: John Robbins

Southern Daily News is published by Southern News Group Daily

Address: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mail: News@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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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raine rejects ultimatums as
conflict intensifies
MARIUPOL/LVIV/KYIV, Ukraine,
March 21 (Reuters) - Ukraine said it
would not accept ultimatums from Russia
after Moscow demanded it stop defending besieged Mariupol, whe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ivilians are suffering
through Russian bombardments laying
waste to their city.
Mariupol has become a focal point of Russia’s assault on Ukraine, but attacks were
also reported to have intensified on the
country’s second city Kharkiv on Monday.
The conflict has driven almost a quarter of Ukraine’s 44 million people from
their homes, and Germany predicted the
refugee number could reach as high as 10
million in coming weeks.
Europe said Russia was using refugees
as a tool and that it was prepared to take
more action on top of existing sanctions
to isolate Russia from global finances and
trade.
Russia’s military had ordered residents
of Mariupol to surrender by 5 a.m. local
time on Monday, saying those who did
so could leave, while those who stayed
would be handed to tribunals run by Moscow-backed separatists.
forces, reached by Reuters on Sunday,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s govern- was an eerie wasteland. Several bodies
ment responded that it would never bow lay by the road, wrapped in blankets.
to ultimatums and said cities such as the Windows were blasted out and walls were
capital Kyiv, Mariupol and Kharkiv would charred black. People who came out of
always defy occupation.
basements sat on benches amid the debris,
bundled up in coats. read more
“There can be no question of any surrender” in Mariupol said Ukrainian Deputy A group of men dug graves by the roadPrime Minister Iryna Vereshchuk.
side.
Russia’s invasion, now in its fourth week, In one dark cellar packed with families,
has largely stalled, failing to capture any Irina Chernenko, a university librarian,
major city, but causing massive destruc- said she had been there for 11 days.
tion to residential areas.
“Everything is destroyed. Where can we
Mariupol, a port city on the Sea of Azov go?” she said. “We’re cooking over a fire
that was home to 400,000 people, has
- for now we still have a bit of food and
run short of food, medicine, power and
some firewood.”
water. Ukrainian Defence Minister Oleksii
Reznikov said its “heroic defenders” had KHARKIV
helped thwart Russia elsewhere.
Russia calls the war, the biggest attack on
“By virtue of their dedication and super- a European state since World War Two,
human courage, tens of thousands of lives a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to disarm
throughout Ukraine were saved. Today
Ukraine and protect it from “Nazis”.
Mariupol is saving Kyiv, Dnipro and Odesa,” said Reznikov.
The West calls this a false pretext for an
A part of Mariupol now held by Russian

unprovoked war of aggression by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Service members of pro-Russian
troops are seen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besieged city of Mariupol
Russia’s invasion on Ukraine continues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continues, in Kyiv
The eastern cities of Kharkiv, Sumy
and Chernihiv have also been hard hit
by Russia’s tactic of pounding urban
areas with artillery as its troops have
done before in Syria and Chechnya.
Kharkiv Mayor Igor Terekhov said
hundreds of buildings, many residential, had been destroyed.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that the worst days
are behind us, we are constantly being
bombed,” he said.
On Monday night, a witness in the city
said she saw people on the roofs of
apartment buildings dropping grenades
or similar ordnance onto the streets.
A second witness, outside the city,
reported hearing more intense explosions than on any day since Russian
troops began attacking last month.

Reuters could not immediately verify
the accounts.
In Kyiv, six bodies were laid on the
pavement by a shopping mall struck
overnight by Russian shelling. Emergency services combed wreckage to
the sound of distant artillery fire.
Firefighters put out small blazes
around the building, hunting survivors.
Ukraine said at least eight people died.
read more
“It is hard for me to speak because my
child worked here. She was at work
just yesterday,” said tearful onlooker
Valentina Timofeyevna.
Russia said the centre was being used
as a weapons store. Ukraine said there
were no strategic military objects in
the area. Neither report could be independently verified.
In another part of Kyiv, a man collected belongings from a second floor
apartment which, like the rest of the
block, had no front wall after shelling
ripped it away.

Officials
imposed a
day-anda-half
curfew in
the capital from
Monday
night,
citing the
likelihood
of more
shelling.
Britain
said there was heavy fighting to the
north but that Ukrainian forces had
fought off an advance and most Russian forces were more than 25 km (15
miles) from the city centre.
TALKS RESUME
Ukrainian officials hope that Moscow,
having failed to secure a quick victory,
will cut its losses and negotiate a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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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bonnets At Texas Historical Site
For many years we always set
foot on the bluebonnet
wildflower country road
between Texas interstate
highway 105 and 1155. In
mid-March and early April the
location hides very important
pages of the history of Texas.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Hall, the Star of
the Republic Museum and
Barrington Plantation home of
the last President of the Texas
Republic and we experience
the 19th century where Texas
became Texas.

On March 2, 1836, the Texa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as signed at
Washington-on-the-Brazos,
Texas, marking the
“Birthplace of the Republic of
Texas,” the founding of
Texas, as well as one of its
early capitals. Today, the
historical site rests where
Washington-on-the-Brazos
once flourished and contains a

Today Texans still live in the
glory of the past. We are the
largest state except Alaska that
the GDP of states ranked
eighth in the world. We produce
oil and gas and many other
natural resources.

running and full of laughter.

Today we walked through the
trail and saw the wild flowers
and bluebonnets and saw
many families and kids all

We are so glad we live in
Texas and are very proud to be
Texan. We are all looking
forward to a brighter future.

China Eastern Airlines Crashed In Guangxi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A China Eastern Airlines MU5735 Boeing
727 passenger plane flying from Kunming
to Guangzhou lost contact yesterday
afternoon over Wuzhou City, Guangxi
Province, and crashed. All 123 passengers
and nine crew members may have been
killed. Relevant search and rescue efforts
are underway and personnel are working
hard to locate any survivors.

This is a very rare accident for China
Eastern Airlines. The company has always
maintained a very perfect and safe flight
record.
Unfortunately, this aircraft is another Being
737. This aircraft has had many problems
lately. It has been grounded and

reinspected, but the unfortunate incident
has happened again.
We express our sincere condolences to the
families of the victims, but Boeing must
assist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determine
the cause of the crash and explain the
frequent accidents with this type of aircraft.

Editor’s Choice
A soldier carries the cross as
he stands in front of the coffin
of Denys Snihur, 25, a border
guard-turned-soldier, during his
burial at the Lychakiv Cemetery, in Lviv, Ukraine, March
21, 2022. REUTERS/Zohra
Bensemra

Destroyed Russian military vehicles are seen on a street in the settlement of
Borodyanka, in the Kyiv region, Ukraine, March 3. REUTERS/Maksim Levin

The remains of a Russian fighter aircraft are seen at a residential area in Chernihiv, Ukraine,
March 5. State Emergency Service of Ukraine/via REUTERS

Members of the Ukrainian military carry a Ukrainian flag and picture of Major Ivan Skrypnyk,
who died as a result of Russia’s missile attack on the Ukrainian military base in Yavoriv, during
his funeral, following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at Lychakiv Cemetery, in Lviv, Ukraine,
March 17, 2022. REUTERS/Pavlo Palamarchuk

A member of the Ukrainian
military holds a cross during the
funeral of Major Ivan Skrypnyk
at Lychakiv Cemetery, in Lviv,
Ukraine, March 17, 2022. REUTERS/Pavlo Palamarchuk

Ukrainian servicemen are
seen next to a destroyed armored vehicle, which they
said belongs to the Russian
army, outside Kharkiv,
February 24. REUTERS/
Maksim Le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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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Russian War In World’s
‘Breadbasket’ Threatens
Global Food Supply

Farmers harvest with their combines in a wheat field near the village Tbilisskaya,
Russia, July 21, 2021. The Russian tanks and missiles besieging Ukraine also are
threatening the food supply and livelihoods of people in Europe, Africa and Asia who
rely on the vast, fertile farmlands known as the “breadbasket of the world.” Russia
and Ukraine combine for about a third of the world’s wheat and barley exports and
provide large amounts of corn and cooking oils. (Photo/Vitaly Timkiv, AP File)

prices are at their highest levels since 2011.
A prolonged conflict would have a big impact
some 1,500 miles (2,400 kilometers) away
in Egypt, the world’s largest wheat importer.
Millions rely on subsidized bread made from
Ukrainian grains to survive, with about a third
of people living in poverty.
“Wars mean shortages, and shortages mean
(price) hikes,” Ahmed Salah, a 47-year-old father of seven, said in Cairo. “Any hikes will be
catastrophic not only for me, but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Anna Nagurney, a professor of supply chains,
logistics and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said, “Wheat, corn,
oils, barley, flour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to
food security ... especially in the poorer parts of
the globe.”
With Ukrainian men being called on to fight,
she said, “Who’s going to be doing the harvesting? Who’d be doing the transportation?”
Egypt’s state procurer of wheat, which normally
buys heavily from Russia and Ukraine, had to
cancel two orders in less than a week: one for
overpricing, the other because a lack of companies offered to sell their supplies. Sharp spikes in
the cost of wheat globally could severely affect
Egypt’s ability to keep bread prices at their current subsidized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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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ELONA, Spain (AP) — The Russian
tanks and missiles besieging Ukraine also are
threatening the food supply and livelihoods of
people in Europe, Africa and Asia who rely on the
vast, fertile farmlands of the Black Sea region —
known as the “breadbasket of the world.”
Ukrainian farmers have been forced to neglect
their fields as millions flee, fight or try to stay
alive. Ports are shut down that send wheat and
other food staples worldwide to be made into
bread, noodles and animal feed. And there are
worries Russia, another agricultural powerhouse,
could have its grain exports upended by Western
sanctions.
While there have not yet been global disruptions
to wheat supplies, prices have surged 55% since
a week before the invasion amid concerns about
what could happen next. If the war is prolonged,
countries that rely on affordable wheat exports
from Ukraine could face shortages starting in
July, International Grains Council director Arnaud Petit told The Associated Press.
That could create food insecurity and throw
more people into poverty in places like Egypt
and Lebanon, where diets are dominated by government-subsidized bread. In Europe, officials
are preparing for potential shortages of products
from Ukraine and increased prices for livestock
feed that could mean more expensive meat and

dairy if farmers are forced to pass along costs
to customers.

Farmers harvest with their combines in a
wheat field near the village Tbilisskaya, Russia, July 21, 2021. The Russian tanks and
missiles besieging Ukraine also are threatening the food supply and livelihoods of people
in Europe, Africa and Asia who rely on the
vast, fertile farmlands known as the “breadbasket of the world.” Russia and Ukraine
combine for about a third of the world’s
wheat and barley exports and provide large
amounts of corn and cooking oils. (Photo/Vitaly Timkiv, AP File)
Russia and Ukraine combine for nearly a third
of the world’s wheat and barley exports. Ukraine
also is a major supplier of corn and the global
leader in sunflower oil, used in food processing.
The war could reduce food supplies just when

“Bread is extremely heavily subsidized in
Egypt, and successive governments have found
that cuts to those subsidies are the one straw that
should be kept off the camel’s back at all costs,”
Mirette Mabrouk, a senior fellow at 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 wrote in a recent analysis.
War-ravaged Syria recently announced it would
cut spending and ration staples. In nearby Lebanon, where a massive explosion at the Beirut
port in 2020 destroyed the country’s main grain
silos, authorities are scrambling to make up for a
predicted wheat shortage, with Ukraine providing 60% of its supply. They are in talks with the
U.S., India and Canada to find other sources for
a country already in financial meltdown.
Even before the war threatened to affect wheat
supplies in sub-Saharan Africa, people in Kenya were demanding #lowerfoodprices on social
media as inflation eroded their spending power.
Now, they’re bracing for worse.
African countries import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worth $4 billion from Russia in 2020, and
about 90% was wheat, said Wandile Sihlobo,
chief economist for the Agricultural Business

Chamber of South Africa.
In Nigeria, flour millers believe a shortage of
wheat supplies from Russia would affect the
price of products like bread, a common food in
Africa’s most populous country.

“All of us need to look elsewhere” in the future, said Tope Ogun with Honeywell Flour
Mills Plc, one of Nigeria’s biggest flour milling
companies. “We might not get what we need to,
and there is likely going to be an increase in the
price.”
Nigeria has taken pains to reduce its reliance on
Russian grains, with farmers moving to plant
more wheat fields to try to meet 70% of the
country’s demand in five years, said Gambo
Sale, national secretary of the Wheat Farmers
Association of Nigeria.
“We have the land, we have the people, we have
the money, we have whatever we can need in
Nigeria” to grow wheat, he said. “All we need
now is time.”
The disruption can be felt as far away as Indonesia, where wheat is used to make instant noodles, bread, fried foods and snacks.
Ukraine was Indonesia’s second-largest wheat
supplier last year, providing 26% of wheat
consumed. Rising prices for noodles, in turn,
would hurt lower-income people, said Kasan
Muhri, who heads the trade ministry’s research
division.
Ukraine and Russia also combine for 75% of
global sunflower oil exports, accounting for
10% of all cooking oils, IHS Markit said.
Raad Hebsi, a wholesale retailer in Baghdad,
said he and other Iraqis are bracing to pay more
for their cooking oil.

“Once the items stored are sold, we will see an
increase in prices of these items,” he said. “We
will likely purchase alternatives from Turkey,
and Turkey will no doubt take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and raise its prices.”
Farm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world’s leading corn exporter and a major wheat supplier,
are watching to see if U.S. wheat exports spike.
In the European Union, farmers are concerned
about rising costs for livestock feed.

Ukraine supplies the EU with just under 60%
of its corn and nearly half of a key component
in the grains needed to feed livestock. Russia,
which provides the EU with 40% of its natural
gas needs, is similarly a major supplier of fertilizer, wheat and other staples.
Spain is feeling the pinch both in sunflower oil,
which supermarkets are rationing, and grains
for the all-important breeding industry. Those
imported grains go to feed some 55 million pigs.
Jaume Bernis, a 58-year-old breeder with 1,200
swine on his farm in northeast Spain, fears the
war will further increase the pain his business is
facing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and drought.
Since October, Spanish pork products have
been taking a loss from high costs, Bernis said.
Those costs are driven by China stockpiling
feed for its pigs as it claws its way out of a devastating outbreak of African swine fever.

In the first two days of Russia’s assault on
Ukraine, the price of grain for animal feed
jumped 10% on the open market in Spain.
“We are facing a moment of very elevated costs,
and we don’t know what lies ahead,” Bernis
said. “This is another cost of waging a war in
the 21st century.” (Courtesy https://thewesternnews.com)
Related/Summary
Russian Invasion Threatens
Global Food Supply
The big picture: The two countries combine
for nearly one-third of global wheat and barley
exports, AP reports. Ukraine is a major exporter
of corn.
• Lebanon, Egypt and Syria are among the
countries most dependent on affordable wheat.
“Any [price] hikes will be catastrophic not only
for me, but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Ahmed Salah, an Egyptian father of seven, told
AP.
• Supplies were already tight because of
droughts hitting the wheat belts of North America.
European livestock farmers are heavily reliant on Ukraine for corn and other grain additives for animal feed.
Between the lines: This also threatens efforts
to help famine-stricken countries like Afghanistan, Yemen and Ethiopia, the Financial Times
reports.
The bottom line: Ukraine and Russia “account
for about 12% of the calories the world trades,”
NPR reports. (Courtesy 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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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建偉杯”中老年乒乓球
單打比賽，於上周六圓滿舉行

圖為比賽贊助冠名的豐建偉醫生（左一 ）在賽前
圖為比賽贊助冠名的豐建偉醫生（
向所有參賽者講話。（
向所有參賽者講話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第十屆“建偉杯”中老年乒乓球單
打比賽，於上周六（3 月 19 日）上午九時起，在 「中國人活動中
心」大禮堂盛大舉行。共有 54 位五十歲以上的中老年乒乓球高
手報名參加。這項賽事是由著名心臟科專家豐建偉醫生贊助冠名
，迄今已舉辦了十屆。當天共有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孫建義，前
會長房文清，著名生活方式醫學專家馬欣醫生，著名心臟科專家
豐建偉和五十多位乒乓球愛好者參加了本次比賽。
作為心臟科專家，豐醫生一貫鼓勵人們參加體育鍛煉，他倡
導組建了華人籃球隊、“建偉杯”乒乓球比賽和健步走社區隊，
其目的都是讓運動走進人們的生活，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
在比賽開場時，豐醫生發言，他從三個方面闡述了體育運動
的作用：第一個方面，體育運動有利於強身健體、預防疾病，尤
其是對於心血管疾病的預防和治療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乒乓球
運動在華人社會有著悠久歷史和深厚傳統，對於中老年人而言，
乒乓球是最適合的運動形式；第二個方面，體育運動有利於愉悅
心情，加強交
流，增進友誼
，促進社會和
諧，特別是在

疫情期間，出於防疫需要，社會交往活動減少，人們
內心壓抑，心情苦悶，通過體育運動可以有效排解鬱
悶和增強抵抗力；第三個方面，體育運動有利於增進
國際和解，實現人類和平，50 年前的“乒乓外交”
就 是體育比賽推動政治和解的經典，它拉開了中美
關係巨變的序幕，“小球轉動大球”成為了一座歷史
豐碑，去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首次在美國舉行就選
擇了休斯頓，這是乒乓外交的延續。
著名生活方式專家馬欣醫生表示，體育運動是健
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方面，是增強體質、提高免疫力和
預防疾病的有效手段。新冠疫情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
嚴重影響，也讓我們深刻認識到體育鍛煉的重要性。
他讚揚豐醫生疫情期間奮戰在醫療一線，為華人社區
健康保駕護航，並普及抗疫常識和倡導健康生活方式
的推廣。
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孫建義先生在發言中表示，
美南山東同鄉會立足於華人社區，以服務於山東老鄉
和華人社區為宗旨，是大休斯頓地區規模和影響力最
大的華人社團之一。美南山東同鄉會之所以能有很強
圖為比賽贊助冠名豐建偉醫生（
圖為比賽贊助冠名豐建偉醫生
（ 前排右三
前排右三）
） 與各組得名者合影
與各組得名者合影。
。
的團結精神和戰鬥力，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大批像豐醫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生一樣的老鄉，他們熱心公益，服務鄉親，回饋社會
。
管住嘴，邁開腿；常運動，生活美。
當天的比賽，共分為 50～59 歲，60～69 歲，70～74 歲，及
我運動，我健康，我快樂
75 歲以上四組。經過一天的激戰，至下午四時，所有成績揭曉，
運動人生，健康生活每一天。
並由豐建偉醫師等人主持頒獎。成績如下：
50～59 歲組：第一名蔡榮，第二名李書
沅，第三名徐毅，第四名黃一斌。
60～69 歲組：第一名余鋒，第二名范景
智，第三名黃寅昭，第四名岑年發。
本活動免費，
本活動免費
， 歡迎所有社區人
70～74 歲組 ：第一名蔡世榮，第二名黃
士踴躍參加!! (開放現場問答
士踴躍參加
(開放現場問答)) 。
克中，第三名喻連法，第四名周重慶。
痛風是一類會造成關節疼痛和
75 歲以上：第一名熊長材，第二名聶遠
腫脹的關節炎，
腫脹的關節炎
，發作時通常會持續
義，第三名李明，第四名梁天光。
一兩週，
一兩週
，然後消退
然後消退。
。痛風發作時的
主辦人豐建偉醫師贈給每一個人健身金
起始位置通常是大腳趾或者下肢。
起始位置通常是大腳趾或者下肢
。
句如下：
發生痛風的原因是體內一種名為血

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
- 痛風

光鹽社災難救助中心講座 “長途旅行時的保健及救護”
(本報訊
本報訊）
）光鹽社災難救助中心將在 2022 年 3 月 26 日，星
期六的下午 2 點到 3 點進行
點進行“
“長途旅行時的保健及救護
長途旅行時的保健及救護”
”講座
， 講員
講員：
： 黃立民醫師
黃立民醫師,Li-Min
,Li-Min Hwang, MD, MPH, FACOG; 台
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霍普金斯大學公衞碩士
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霍普金斯大學公衞碩士,, 美國婦產學院專
科醫師。
科醫師
。
下面是網上會議室鏈接：
下面是網上會議室鏈接
：
長途旅行時的保健及救護
Zoom Meeting: https://us02
https://us02web.zoom.us/j/
web.zoom.us/j/89857201583
89857201583?
?
pwd=MlpvRTZJS1
pwd=MlpvRTZJS
1FMbkQ
FMbkQ3
3ZE
ZE1
1kb
kb2
2w ObDcwUT09
ObDcwUT09
Meeting ID: 898 5720 1583
Passcode: 123456

（本報訊
本報訊）
）講員
講員:: 栗懷廣醫師
時間:: 2022 年 4 月 2 日, 星期六
時間
星期六,, 下午
2-4 點
ZOOM 網 上 會 議 室 鏈 接:https://
接:https://
us02
us
02web.zoom.us/j/
web.zoom.us/j/86158955319
86158955319 或 撥
打: +1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會議號碼:: 861 5895 5319
會議號碼
主辦單位:: 光鹽社
主辦單位

清尿酸鹽的物質水平較高，發生聚
清尿酸鹽的物質水平較高，
集。這時會在關節內部和周圍形成
針狀結晶。
針狀結晶
。這就導致關節炎症和關
節炎。
節炎
。但很多血清尿酸鹽水平高的
人並不會發生痛風。
人並不會發生痛風
。因為能夠早期
診斷、
診斷
、治療並改變生活方式
治療並改變生活方式，
，痛風
是最可控制的關節炎形式之一。
是最可控制的關節炎形式之一
。
栗懷廣醫師畢業于北京醫科大學，
栗懷廣醫師畢業于北京醫科大學
，
獲得醫學學士和博士學位。
獲得醫學學士和博士學位
。 在中國曾任
矯正外科手術醫師十年。
矯正外科手術醫師十年
。2002 年來美國
貝勒醫學院研究基礎醫學，
貝勒醫學院研究基礎醫學
，2009 年成為
內科醫師。
內科醫師
。 曾任紐約 St. John’
John’ s EpisEpiscopal Hospital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目前任職於黃
金醫療中心。
金醫療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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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到了! 凱蒂家居園藝展和春季禮品展攜手舉辦
春到了!
眾多家居園藝用品、
眾多家居園藝用品
、以及將自然帶入室內的好點子

(美南新聞 Katy 報導) 春天是萬
物滋長、滿園春色的季節，新的家
居裝飾與設計的想法與趨勢也不斷
被創造出來，是時候讓自己的家煥
然一新了。疫情之後，許多人在家
裡的時間增加很多，一個舒適的家
居環境成為首要的重點，讓工作與
生活都更愜意。在 3 月 26 日至 27
日第 16 屆凱蒂家居和園藝展(Katy
Home & Garden Show)，和春季禮品
展(Spring Gift Market)一同舉行，屆
時將有各種令人喜愛的家居園藝、
飾品、禮品，以及多功能空間、戶
外生活、和將自然帶入室內的好點
子，都是 2022 年的新作品與新趨勢
，歡迎民眾蒞臨參觀。
此次的展覽數量比以往更豐富
，將展示各種致力於家居裝修、裝
飾、和室內設計、景觀、戶外娛樂
的用品，包括大量園藝和戶外生活
用品、食品樣品、食品卡車，還有
特邀嘉賓與民眾互動，回答問題。

由 Culligan Water 呈 現 的 全 新
創意舞台充滿了引領潮流的創意，
認識 Stacee Lynn 女士，看看她如何
將金屬造的穀倉建築，改造成令人

驚嘆的開放式住宅。了解如何使用
Cheese Chica 製作完美的起司與熟
食 盤 。 與 Ask a Master Gardener 的
專家一起將棕拇指變成綠手指，養
花植草，怡情養性。
探索 10,000 多平方英尺的廣闊
園藝和戶外生活理念，包括精彩的
Brookwood Spring Plant Sale。 從 窗
戶到門、地板、戶外生活區、景觀
、游泳池、廚房、浴室等等，都可
以欣賞與比較價格。此外，還有在
春季禮品展盡情瀏覽禮品和家居裝
飾。大型停車場免費使用。
展出時間為 3 月 26 日(星期六)
上午 10 點至下午 6 點、和 3 月 27
日(星期日)上午 11 點至下午 5 點。
地 點: Katy ISD Ag Center (5825
Katy Hockley Cut Off Rd.， 位 於
Morton Ranch 和 FM 529 之間)。票
價:成人為 7 美元，12 歲及以下的兒
童免費。要了解更多信息、前往
Katy ISD Ag 中心的路線、研討會時
間，請上網 katyhomeandgardenshow.
com 或致電 832-392-0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