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11

7月26日  星期二
wechat : AD7133021553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分類廣告價目表 CLASSIFIED AD.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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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格 (1unit)

2格 (2units)

3格 (3units)

4格 (4units)

一 週

1 wk

$45

$90

$135

$180

二 週

2 wks

$80

$160

$240

$320

三 週

3 wks

$105

$210

$315

$420

一 月

1 mon

$125

$250

$375

$500

格數Size

週數Week

上班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

Business Hours：

Monday-Friday：

8:00am-4:00pm

電話，傳真，電郵，上網或登門刊登

一通電話，萬事OK

Call(電話服務專線)：281-498-4310
Fax (傳真)： 832-399-1355
Email(電郵)：cla@scdaily.com
Wechat(微信)：AD7133021553
Click(上網)：www.scdaily.com
Stop by(登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Place Your AD 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公告欄 (定稿規則定稿規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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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Wechat / 傳真(Fax), 訂稿委刊-
請告知信用卡號碼/姓名/有效期限/CVV號/郵編/地址號.
其訂稿如有錯誤由客戶自行負責,恕不補登。

●截稿時間 : 星期一至星期五2:30pm
平時/周六日請微信: AD7133021553
截稿或之前訂稿,立即上網,其稿將在第二天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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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錢好餐館讓
位Galleria區

1000呎賺錢外賣店
房租2500,生意5萬

有意者請電:
832-661-5840

新皇宮點心海鮮酒樓 (ChinaBear)
『高薪』 誠聘: 經理,企枱,收銀,帶位,傳菜

廚房: 煎炸, 蒸籠, 腸粉, 炒鍋, 抓碼, 油爐

意者請電New Palace或親臨面談:
281-240-8383 713-303-8998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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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寶海鮮城 誠聘
點心師傅 、點心熟籠、點心幫手
炒鍋師傅、推車、 傳餐、 帶位.
需少許英文, 全工或半工均可

請電: 281-988-8898 或親臨面談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餐館請人,薪優
多年老店, 湖南餐廳

位於 糖城 及Katy 之間. 誠請
●有經驗會看英文單的炒鍋
●半工和全工企檯

生意穩,收入佳. 請電洽 : 王小姐
281-804-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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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賣店,薪優
外賣店位於45北.

(Woodland 區) 誠請

長工&半工電話接線員

薪優！電話：

832-457-5542

黃金茶寮,薪優
炒鍋1名及點心傳送員

週末帶位收銀員.
有意者請二點後電：
281-495-8818

或親臨地 址:
9968 Bellaire Blvd #160
Houston TX 77036.

有意者請親臨本店謝謝

豆腐村餐館急徵
位中國城敦煌廣場
急徵廚房大廚.

大廳服務員及收銀員
( 需少許英文 )
意者請電:

281-881-3535

糖城川菜館
誠請熟手川菜師傅
~~ 待遇好 ~~
有意者請電:

510-423-8108
4526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中餐館請人
誠請企檯
略懂英文

半工/全工均可
意者請電:

713-266-1468
281-682-2078

中餐館請人
位610/290交界
離中國城20分鐘

誠 請
有經驗全工炒鍋
有意者請電:

713-577-9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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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餐館招聘
廚師, 抓碼, 打雜,
距離休斯頓2小時
車程, 包吃住.
意者請電:

361-649-7476
361-573-6600

大學城中餐館
順德媽媽餐點,誠招
川菜師傅或炒鍋師傅
要求有工卡,可報稅.

每周休息一天,
提供單間宿舍.
工作地點:大學城
聯系方式: 丁女士
660-668-5555

美式中餐館招
Downtown地區,
招二廚,幫廚,學徒.
薪優,廚房關系簡單

有意請電至:
361-960-8256
如未接,請短信留言

糖城中餐館請
●企台一名

●收銀一名

聯系電話:

832-277-2317

糖城面館誠請
北方煮面師傅一名,

打雜一名,
全工/半工,50-65歲.
有意者請聯系電話:
832-455-3059
聯系時間下午4-5點

*美日餐館,高薪
二家Galleria &1960
誠請經理,企檯,帶位
Bartender調酒師

需英文流利,懂酒水
全工/半工均可

小費極佳. 聯系電話:
281-636-8808

20層辦公樓內三明治店售
~~~機不可失~~~

靠近中國城, 在 59 & 610 交界處,
店主已經營20年,現退休出售.
租金$750. 無水電及其它費用.

意者請電或留言:713-572-3354

日餐旺鋪轉讓
位於休士頓西北角,離中國城大約30分鐘,
人工和物價成本相對低,利潤高,月銷10萬

房租6千左右(包括管理費水費).
還有多年租約,生意還在上升階段, 因家庭
原因需要轉讓. 德州為大量人口流入州,

成長機會無限! 非誠勿擾
意者請電: 832-895-1578 陳女士

超市內壽司吧售
Kroger sushi kiosk for sale

地段好, 價格好, 收入好
Good area, Good Price, Good Income!

6060 FM 2920 Rd., Spring, TX 77379
Call: Tommy 832-202-6903

賺錢旺區好餐館轉讓
休斯頓610 Greenway Plaza中餐館轉讓，

地理位置絕佳，人流量大。
面積2200SF，大小適中，適合各類餐廳，

生意8萬多。廚房設備齊全，
有walk in cooler 和walk in freezer.
因為忙接不到電話,有意者請發短信至

713-898-4332（非誠勿擾）

亞洲餐館(中越韓式)出售
將最好的中國/亞洲美食集中在一起，供鑒賞家
品嘗。能源走廊休斯頓地區。1800平方英尺。

售價僅為$6萬。餐廳按原樣出售。
The best of a Chinese / Asian Cuisine

Energy Corridor Houston area.
1800 sqft. Selling price $60,000 only .

Landlord give back $20,000 for remodel restaurant.
Please call : 281-725-4664

*Memorial 高級中餐館轉讓
休士頓Memorial 高級住宅區,
近Eldridge, 近4000 平方英尺,
設備齊全,附酒吧,賺錢生意,

經營20年,店主榮休, 僅售$50,000
有意者速洽: 經紀 832-734-6888

*賺錢生意急售
●糖城家樂超市旁小吃店轉讓，設備全，

可立即開業，東主因病急售$25000。
欲購速洽: 經紀人713-826-3388

●好運大道,禮品批發店 :生意出讓,業主經營
20年,年收入60萬,8000平方呎倉庫,
存貨$240,000, 生意僅售$45,000,
~~機會難得~~ . 有意者請洽: 德州地產
713-988-1668, 832-734-6888(中文)

日本餐館誠請
有經驗的

Kitchen Chef,
Sushiman, Manager
或找合伙人 Partner
看店如有意者店可出售
281-736-8981
346-372-2247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NOW HIRING
Kroger Sushi Bar
w/ sushi machine

located w.43rd/Ella Blvd
experience plus but not req.

Little English okay
call: 213-276-8585
超市壽司吧請壽司助手,
少許英文,無經驗要求

東主退休轉讓
中餐堂外賣店,位

Richmond, 59/99交界
2000呎, 房租$3400
生意穩, 因東主退休
轉讓, 歡迎看店面談.
316-213-9738

日本餐館轉讓
近醫學中心日本餐
館轉讓，5000 呎，

已經營十五年以上，
生意穩，東主退休。

意者請洽 :
832-788-9670

自助餐轉讓
距離中國城30分鐘

西南區,
周圍僅此一家自助餐,

房租便宜,
一周營業6天,
歡迎預約看店

832-273-6189

鐵板日餐店轉讓
位Woodland地區，
生意穩定，設備齊全，
1100尺，租金2200，

詳情請致電：
561-235-8380
501-442-8456

老店轉讓
美式中餐, 位529,

近6號,Kroger超市旁
外賣加堂吃,租金便宜,

因缺人手轉讓.
非誠勿擾,先到先得,

意者請電:
832-830-3906

超市壽司吧出售
休斯頓Kroger 內

設備齊全，
無租金無水電，

生意穩定，離唐人街
15分鐘車程,現轉讓.

有意者聯系:
347-981-1238

Kroger壽司吧
New Caney, TX 77357

『高薪』 誠聘
壽司師傅或助手

男女均可
~~提供住宿~~

832-401-9179

中餐館轉讓
休斯頓290 炸雞炸魚
快餐中餐生意轉讓，
20 年老店,固定客源,

生意穩,獨立商鋪,租金低
堂食,外賣,Drive-through,
適合夫妻經營.意者電
713-377-6987
非誠勿擾，謝謝！

美式中餐轉讓
Memorial 區,靠能源
走廊,商業住家密集,
十幾年老店,生意穩,
潛力大,3600呎,有發
展空間.適合家庭經營
電:832-630-4170
832-782-8237

*中餐館轉讓
Pearland Pkwy,

2460呎,設備齊全,
老闆退休,生意三萬以上
房租$7250,售價8萬
有興趣者預約看店
請速電或留言 :

832-643-8099

經理,鐵板師傅
休斯頓近郊小城

誠徵全工,
需有身份,可訓練,

供膳宿,待優
意者請電:

832-857-5785

休斯頓北最繁華
Mall裡,知名賺錢連鎖快
餐店出售.操作簡單,易
打理.因另有他業,無暇
管理急售,誠意買店者給
你想像不到的價格驚喜.

先到先得,請聯系:
713-550-2283
832-858-8176

Chow Wok
中式快餐店,位於
2575 B South Dairy
Ashford/Westheimer
誠請 炒鍋及油爐

各1名.
意者請電 : 周先生
281-235-3531

日式餐廳誠請
有經驗壽司師傅,
助手, 廚房師傅,

油鍋, 企台.
聯系電話 :

347-645-3070

中餐堂吃外賣店
出售,開業26年,
生意好, 計劃退休,

歡迎看店面談. 請電:
409-729-0577
409-223-8342

1624 Nederland Ave
Nederland, TX 77627

*新新餐廳誠請
炒鍋, 企檯 ,傳菜
請中午12點後電:
713-492-4897
或晚上6點後親臨

找: Kevin
6816 Ranchester
(Bellaire/Ranchester)

糖城翠苑餐館
誠聘油爐一名
~薪資優厚~
有意者致電:

346-932-2551
4555 Hwy 6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中日餐館出售
位糖城,已經營4年,有
淡酒牌,1300尺,月租

3500(包含圾費、管理費)
每周開六天,日餐占三成
上升空間巨大,周圍環境
包括住宅、公司及學校.
誠心有興趣者請聯系看店
電:281-903-6795

請Server企檯
Lucky Palace Korean
Restaurant at Bellaire,
Chinatown, Full/Part

time, great income and
flexible hours. Please call
281-889-0533

8508 Bellaire Blvd.
全半工,收入好,時間彈性

麵包咖啡簡餐店
糖城百佳超市正門口
兩個單位，一個G,
一個Q (中央廚房)
歡迎看店.意者請電:
346-308-1569
832-903-0674

*米其林星級港式早茶點心
連鎖餐廳-Tim Ho Wan ( 添好運 )

Katy亞洲城 誠徵：
大堂經理, 企檯, 傳餐, 後廚點心師傅,員工

公司提供醫療保險，福利，休假，獎金.
需報全稅.如有興趣，請寄簡歷到:
david@timhowanusa.com
或來電: David Li 832-788-0217

KATY日餐
『薪優』 誠請

●全工壽司師傅
●廚房師傅 ●洗碗
●熟手全工半工企檯

意者請電或短訊
(無人接聽時)

713-820-7402

美式中餐館招工
機場附近經營40多年

『玉宮樓』 招工！
企台、炒鍋、廚房幫工

有無經驗均可.
待遇面談. 意者請電:
281-446-1616

地址330 1st Street E,
Humble, TX 7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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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冠酒家誠聘
●廚房油爐
●打雜

有身份,可報稅.
意者請電:

281-866-5020

*潮州菜館請人
糖城 (Sugar Land)

六號公路旁,
龍記潮州菜館,誠請
廣東炒鍋, 抓碼(幫廚)

全工/半工企檯
各1名. 薪優，請電：
832-513-5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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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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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餐
館
請
人

賺錢堂吃外賣店
出 售

位 99/249 Spring
好區，繁忙地段，

生意穩定,設備齊全.
有意者請聯絡詳聊:
832-493-9598

*美式中餐館,薪優(收入佳)
多年老店, 生意穩, 收入佳.

位Richmond區, 90號上, 誠請
●有經驗炒鍋 (會看英文單)
●半工和全工企檯
意者請電 : 281-804-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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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路州中餐堂吃店
州府Baton Rouge

『薪優』 誠 請
熟手炒鍋及幫炒
~~住宿條件好~~

意者請電:
225-892-0521
985-634-2580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中日餐請人

*日本餐館,誠請
全職 Sushi 師傅

位Missouri City近糖城,
需有經驗,做事認真負責

可提供住宿，
月薪5000。請聯系:
912-381-5292
346-303-3218

休斯頓密蘇裡城
中餐館出售
堂吃加送餐,
生意6萬余.
意者請聯系:

917-225-6666
985-790-3195

*中國城中餐館
位百佳超市附近,
客源穩定，小費好，
聘請有經驗的周末

企台服務員,工作勤快
男女不限，可報稅.
誠意者面談。電話：
713-367-9937

*日本餐館請人
位45北和8號
誠請●鐵板師傅

●企台
各一位.意者請電:
281-872-0309
713-376-8983

急 聘!
兼職切水果工$14-$16
意者請傳簡訊(英文):
832-875-1830
位Katy, TX 77494

周一周六, 8小時,負責
備好水果,切削及包裝,
職責及工作時數會依據
業務需要,而有所調整.

*糖城美式餐館
誠請需英文流利
●全工半工企枱
●收銀帶位

意者請電：
281-242-7728

Sushi Restaurant for sale
壽司餐館出售. 2200呎 己經營1年半,位
城中區高級地段,漂亮24層公寓第一樓層
交通繁忙區,客源穩定,生意好,小費高
室內有50個座位,室外有10個座位.

很好的租金價格. 設備齊全,可立即營業.
售價: $365,000,歡迎看店議價.

意者請(英文)電或短訊:832-298-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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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tor / Agent

專
業
地
產
經
紀

買新屋,本經紀人只收$1000佣金
新屋地產佣金- $1000 = 買家回扣
休士頓,達拉斯,奧斯汀,聖安東尼奧
www.ModernLifeRealty.com

林祿壽 Johnathan Ling
地產經紀,地產檢查師(22277) ,土木工程師

電: 713-319-6456 713-385-1188
15年地產經紀人,信用第一

李元鐘保險徵才 工作地點：休士頓、達拉斯
歡迎2度就業、H1B、尋求成長機會的您加入

工作穩定、準時下班、保險津貼、節慶獎金及旅遊活動
1. 行政人員：系統操作、一般文書及行政事務處理
2. 業務人員：從車房保險售銷及售後服務，

保障高底薪+佣金，歡迎挑戰高薪的您加入.
聯絡方式 Email：job@johnleeins.com

賺錢旅館售
●德州連鎖99房,年營
100萬+,地2畝,售320萬
●德州海邊連鎖100房
年營近500萬,地2畝
售1200萬●休士頓機場
高級連鎖旅館,194房,
年營300萬,售1500萬
832-348-7824黃經紀

休士頓民宿出租
Houston Hostel for Rent

中國城百利大道上，經商、訪友、辨事
免開車，免簽長約、月租式，

傢具、水電、上網全包，拎包入住。
●大套房(500呎) $700/月, 獨立進出,押金$200
●套房$500（獨立浴室）押金$150
手機/簡訊: 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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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看
護
服
務

長期生活助理
近中國城,徵獨居老人

長期生活助理.
善按摩.有愛心者優先
工資,工時皆可商量。

意者請電:
832-743-7822

誠徵住家女看護
位糖城區,需有耐心,愛心
照顧95歲洗腎長者,

全天24小時,
一周工作5天,需住宿

請電: 陳先生
713-254-8866
832-858-8959

賺錢生意急售
●近Memorial 高級區中餐館:設備齊全,有酒牌
年收入近60萬, 業主榮休, 僅售$5萬.

●好運大道,禮品批發店 :生意出讓,業主經營
20年,年收入60萬,8000平方呎倉庫,
存貨$240,000, 生意僅售$45,000,
~~機會難得~~ . 有意者請洽: 德州地產
713-988-1668, 832-734-6888(中文)

招聘辦公室助理
位中國城,地產建築公司招聘助理.

需中英文流利,熟練運用電腦辦公軟件.
細心、領悟力強，能夠獨立工作.

薪優面議
聯系電話：832-289-2279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BESCUTTER
誠招倉庫工人一名

●工作類型：全職
●薪資：USD 17 - USD 22 每小時
●工作要求：
稍懂英文
熟練掌握叉車,有一年或以上的操作經驗
耐心, 仔細, 有責任感
具體工作內容面議

●工作地點: 14915 E Hampton Cir,
.Houston, TX 77071

●時間: Monday-Friday 9:00am-5:00pm

感興趣者,發簡歷到：
info@bescut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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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公司招聘
醫學中心生物公司

招聘技術工人(須女性)
有身份,無學歷要求,

上崗可培訓
意者請將簡歷發至:
yingtan101110
@yahoo.com

第一商業銀行休士頓分行

誠 徵

Officer (銀行業務專員)
須中英文雙語；大學資訊、會計、商業、經濟、

金融等相關科系畢業。有資訊管理經驗尤佳.

Requirements:
1. Good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2.Minimum Bachelor’s degre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ccounting, Business, Economics,
Finance or related fields.

3. Experience 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s a plus.

工作地點位休士頓市區,環境佳,歡迎各界菁英加入

意者E-mail: i927a@firstbank.com.tw

貿易公司誠聘
●銷售經理- 薪資及福利: 年薪10萬+

崗位職責及要求：
3年以上銷售管理經驗,中英文嫻熟(會西班牙
語佳);制定銷售方案;能夠獨立建設銷售團隊
及帶領團隊完成銷售計劃;定期參加行業展會.

●辦公室文員- 薪資3000起/月,
公司提供崗位培訓.要求中英文良好.思路清晰.
有責任心(能熟練使用辦公軟件,有亞馬遜操作
及Photo shop作圖經驗者優先).

工作時間：周一至周五8:00am- 5:30pm
公司為每位員工提供提供廣闊的晉升空間，
望有志之士能夠加入我們，共創未來。
以上職位通過試用期考核並轉正後均提供帶假期.
優秀者公司可協助辦理H1B, 接受OPT.
工作地點： Rosenberg
意者請將簡歷發至：print@plartgroup.com

或致電：832-662-5858 林小姐

誠徵牙科前台
中國城. 需英文
無經驗可訓練.
請電或Email:

713-773-1300
txdentist101
@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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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HIRING
Produce Wholesale
Sales Assistant

Near to China Town
Flu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Email to: info@

king-produce.com

食品批發公司招
Warehouse工作人員

略懂英文
意者洽 : Helen or Lily
713-383-8818

address:
2010 Holmes Rd

Houston TX 77045

Hiring Sourcing Specialist
A Sugar Land based U.S.company looking for full time sourcing specialist.
3+ year related work experience and work permit required.
Ability in reading mechanical drawing and electrial blueprints a plus.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 and fluency in both English and Vietnamese/
Chinese are essential.
We offer competitive salary and benefits.
Email resume to: itihiring2021-ss1@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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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oo.com

招 聘
合作關系或工作關系

有執照的
中醫師,針灸師/理療師
位Katy亞洲城附近.
有意願可以聯系詳聊
713-820-1270

吉屋出租
街角單邊屋,

步行五分鐘到中國城
美南銀行,新裝修,
三房兩廳兩衛浴,開
放式廚房,雙車房,地方
光猛潔淨，電:駱先生
281-889-1886

NOW HIRING
● Accounting $19-$21/h
● Customer Service $15/h
Must be Fluent English, MS Office,
Self-motivated,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
Detailed Oriented, team player.
Resm: jobs91706@gmail.com
8787 W Bellfort Ave #900 Houston

家住能源走廊
77077聘通勤阿姨,
一周五天或者6 天,
需要能開車, 工作時
間10-7 點, 弄孩子,
做飯,打掃衛生等家務

薪優. 請聯系:
832-449-1221

*中國城庫房招全職打包工
要求會基礎電腦操作，

能搬動30-50磅箱子，能報稅。
工作地點中國城,
周一至周五上班.

有意電聯 : 346-247-6102

NOW HIRING
Steel Detailer

3 years min experience
in Tekla Structures a must.

Stair detailing
experience preferred.
Email resume to :
hkelly@lecgi.us

長期住家保姆
家住糖城, 照顧6個
月寶寶,簡單家務,
需有經驗,有愛心,

薪金面議.
聯系電話:劉先生
346-289-7935

誠徵辦公室助理
物流倉庫管理
會QB為佳
請遞簡歷至 :
Peter@

corepacificinc.net

糖城醫生診所/牙科診所 出租
2225 Williams Trace Blvd, Sugar Land 77479

●醫生診所(2260呎 ) ●牙科診所 (1851呎)
2nd generation office with full build-Out

近糖城醫院,交通非常便利,租金便宜.隨時可遷入
Methodist, Memorial Hermann, St. Luke's

意者請英文電: 832-782-4690 Tri
or Email: ndmtri3@yahoo.com

*家庭旅館
長租或短租或日租
包水電網,簡單家具
惠康超市走路十分鐘

意者請電:
832-883-7474

*招聘住家阿姨
一家三口,

簡單家務和三餐,
一周5天.

位於梨城. 電話:
713-269-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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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設備公司誠招財務會計
至少一年以上會計工作經驗, 具有較強
的邏輯分析能力, 熟悉財務會計軟件

QuickBooks,NetSuite, 精通excel報表優先
年薪$50,000以上,有福利, 提供醫保,

公司位西北區, 290/8號交界
請Email履歷: hr@idiones.com

美國公司請人
位610和290交界處
誠徵●生產工人

●工廠請半工清潔工
以上$15/小時起薪

需有身份,能努力工作
意者請電:

832-584-6527

美容院請人,薪優
中國城惠康超市旁

誠 聘
Part time美髮師
9166 Bellaire Blvd
意者請電或親臨:
713-774-6400
832-729-2345

22世紀看護公司
以愛心耐心經驗豐富專
業照顧您的家人,美國
護士執照,到府,醫院及
療養院●徵經驗看護

●提供房間看護病人●
請電:Sophia (通國台英)
832-287-8233

店面分租,按摩師
●糖城繁忙店面分租
適做辦公聯絡處,美容
按摩相關行業,有設備
●徵半工按摩師●
有經驗,執照者優先.
位糖城. 意者請電:
832-287-8233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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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公司誠聘
●機修人員

有維修和安裝工業極速冷氣設備的經驗.
●生產管理人員

中英文流利,西班牙語更佳.有生產管理經驗.
公司可協助申請H1B和綠卡.薪資面議.
請電: 趙小姐 314-489-6212
Email: Amyzhaoyong1981@hotmail.com

*誠聘住家阿姨
家住Missouri City

Sienna Plantation 77459
一周五天或者六天,

需要有帶孩子的經驗，
有服務意識。

弄孩子,做飯,簡單家務.
薪優. 聯系:

713-703-9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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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誠聘阿姨
通勤或住家均可,

三口之家，家住Cypress
一周工作3-4天，
照顧3歲女寶，

需要會做飯,打掃衛生,
有經驗者優先，

薪資優厚！非誠勿擾！
979-739-8988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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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單身的你(妳), 何不主動出擊, 為自己創造更多的機會 !!!!
在有限的生命中, 尋找自己的未來及幸福!! 聯繫人: Nicole

專線: 281-498-4310 Email:cla@scdaily.com 微信: AD7133021553

*醫生診所誠聘
Receiption (前檯)
全工或半工均可

需中英文流利,有身份
每小時$14,位中國城
意者請電或送簡歷:
713-858-4786

Bellaireclinic2@yahoo.com

*服裝零售店誠徵男女裁縫師
Now Hiring - Seamstress or Tailor

需有責任心,做工仔細,且能每周工作3-4天
能為客戶量身定做及修改各種款式衣服.
定做服裝是極具發展潛力及高收入的行業

重質量、準時完工及工作意願高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的環境極佳,地點極好, 年薪24K-50K

有意願加入團隊請英文電:310-557-6892 Joe

International Airlines near HOU has immediate opening
for full-time positions. Experience related to the
position is preferred but entry-level is also welcomed.
Please specify position and salary expectation on
resume and email toHOUTOBR@evaair.com

Bilingual English/Chinese a plus,
Good communication & customer services skills,
Computer proficiency, Self-motivated.
Benefits include zero employee contribution
for group health & life insurance, free/discount
air tickets, and matching 401(k). EOE-M/F/D/V

Branch Office

Houston

Job Openings

Passenger Sales

Cargo Reservation

Cargo Operation

環球招牌公司
誠 聘

招牌制作及安裝工人

工作地點百利大道

薪金面議，電話:

713-261-0510

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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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Rent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面,辦公室
鋪位,各種生意
出租或出售

500

Business Opportunity

ITC多間高雅辦公室租
環境高雅, 安全, 安靜, 包水電,
免費高速光纖上網, 辦公傢具,
近中國城5分鐘.有大停車場.
共多間辦公室出租,$600起

281-498-4310 Lisa ( 中文 )
281-983-8152 Jennifer ( 英文 )

Office for 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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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租售

Real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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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Service

*招女性鐘點工
家住糖城, 負責

兩人晚餐和家務,
周一至五

每天4-6小時，
通勤。請聯系:

832-768-2399

誠徵不住家保姆
位Pearland梨城
周一至周五,

能說廣東話,懂英語者
優先.主要照顧孩子,
輕微的清潔和烹飪.

意者請電:
832-291-6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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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佳.
可辦身份.請電:王先生
281-299-9688

Hiring Immediately!
Fruit Cutter in Grocery Store - $14-$16

I am looking for a part-time fruit cutter inside
the grocery store. Text /Call: 832-875-1830•Katy,77494 •Monday -Saturday,8hrs•Job Description -Perform cutting,wrapping,
and preparation of Fruits and display.•Position functions and work hours may vary
according to business needs.

食品雜貨店急聘!
兼職切水果工$14-$16
意者請傳簡訊(英文):
832-875-1830
位Katy, TX 77494

周一周六, 8小時,負責
備好水果,切削及包裝,
職責及工作時數會依據
業務需要,而有所調整.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健康保險公司誠聘辦公室職員
需有身份，簡單讀寫英文。

態度積極，願意學習。無經驗者歡迎。
高中以上學歷。

提供健康，人壽和意外險，年假和401K
公司位於6號和10號附近

請電郵簡歷: jhung@neweralife.com
or來電 Jenny 281-599-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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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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stration

招
生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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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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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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488-6304

W-2

報稅服務

*凱 悅*

實惠的價格

輕鬆的享受

832-359-6141

*兩個妹妹
~~保證年輕~~

Bellaire/Beltway8附近
早11點 - 晚10點
每二周換新人

只預約:
626-354-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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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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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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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粵越西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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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請電: 713-772-0300

跌打傳人中醫
坐骨神經,肩周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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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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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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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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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866-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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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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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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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做居家小活

702-888-5518

苗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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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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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 832-380-1166 劉師傅

老廣裝修
木工, 泥水, 油漆

地板,水電,間隔改建
經驗豐富,手工好!

電 話:
346-503-7037

惠家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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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佳裝潢裝修
舊屋翻新，地板瓷磚
內外油漆，廚房浴室
籬笆車道，高壓衝洗
水電屋頂，小修小補

熱 線：
281-840-7987

雷射除痣

●

●

超級雷射除痣斑(北美唯一專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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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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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
詢
顧
問

Consul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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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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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問

Consultant

風順裝修
水電安裝,維修,

廚廁翻新,地磚地板
油漆理石,

一切房屋修補大小活
誠實+保質. 電話:
346-252-3301

上門現金收購
二手車

現金收購舊車,碰撞車
高於Trade in 10%

請電: Paul
346-234-9893
普通話/廣東話

Massage Store
SPA /Salon

按摩店,美容美甲店

接送服務
24小時全日
各種接送服務
每日按時接送

最低價格,安全可靠
346-667-4078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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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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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lobalSpanishTutor.com

閩福裝修趙師傅
廚櫃,大理石台面安裝,

衛浴翻新,
門窗、玻璃門安裝,
地板、瓷磚；車庫門,
水電木工等.. 訂制安裝
各種玻璃、鏡子等..
經驗豐富,質量保證
713-470-8926

花園噴水系統
專業安裝和修理
執照#0019006

電 話 : 吳
832-818-3185

國語/粵語

進哥服務接送
機場,賭場,購物訪友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安全準時
~~全新新款轎車~~

請電(手機號)
832-709-8947

德州裝修
商業店面,居家房屋
專長: 台面定制,

櫥櫃地板,後院圍欄,
瓷磚,衛生間淋浴,
屋頂瓦片,內外油漆

等.... 請電:
281-464-6291

信譽裝修
舊房翻修,浴室廚房,
房間改造,內外油漆,
地板地磚, 櫥櫃,

屋頂補漏,上下水管,
籬笆水槽,地磚地板等

質量保證. 電話:
626-225-6325

培訓班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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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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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ge Service

沙龍按摩店售

別猶豫別猶豫別猶豫,,, 別蹉跎別蹉跎別蹉跎歲月歲月歲月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千
里
姻
緣

一
線
牽

牽手踱晚霞
公民女64 歲,有房,性格開朗,
勤儉顧家,欲尋男士64-69歲,

身體健康，舉止得體，住有其所！
有緣有意請致電：
832-298-9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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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請人

HIRING
for Massage

1000 按摩學院招生
德州休斯頓永泉按摩學校

官方執照號MS1002
是教育局和按摩局批准的美國專業按摩學校

本校自2006年成立至今已經17年,
學校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學生開店遍及各地.
學費特優只限前12名。免費聯幫考試培訓,
通過率100%，學期兩個半月多可畢業.

現正在招生,報名電話: 713-771-5399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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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接送翻譯導遊
機場,接洽公務,旅遊,
購物,醫院,太空中心

賭場: 周五六日 $50/人
晚11:30-隔天早上11點
限三人,12小時來回,
駕照指導.安全準時

Uber駕駛. 全新4人座
電:832-552-6969

美國公民,男36歲
大學學歷, 廣東人,有正職

誠徵單身女士,先友後婚.

有誠意者電或簡訊:

832-348-6640

滿意裝璜公司
地板油漆，水電瓦斯，
圍欄籬笆，涼棚搭建，
屋頂補漏，隔間改建，
多年經驗，價格合理，
各種小活，服務周到。
346-866-8866

盛家裝修
住宅/餐館: 廚房台面,
地磚,地板,水電木工,
內外油漆,衛生間改造,
戶外涼棚,籬笆水槽,

外牆漆白色油漆有優惠
質量第一和保證誠信
832-282-8746李

*招 聘
合作關系或工作關系
的物理治療師,針灸師

地址在 :
Katy亞洲城附近.

有意願可以聯系詳聊
713-820-1270

極品Baby!新新新

新人,高顏值

210-953-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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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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優, 誠聘女按摩師或合作
L'Mai Beauty SPA

Hiring Massage Therapist: 少許英文
全工或半工均可, 有執照者佳.

16510 FM 529, Houston, TX 77095
地點佳, 小費好. 歡迎看店.請英文電/短訊:
832-782-4690 281-673-0454

收入極佳美髮店東主退休售
位於Bellaire / Kirkwood

己經營23年,有9 個 美髮座,
因為東主退休, 機會難得!

客戶有各種年齡層及種族人群
做染髮,挑染,層染客戶超多

( balayage ombre)
生意極佳,收入極高,一年即可回本

東主可提供4年的收入證明
900 Top review在休斯頓

900個最高的評價,可轉給新東家
東主可協助培訓 3-6月(若需要)

意者請英文電: 281-750-5430

*專業裝修
奧斯汀(Austin)
內外牆油漆,木工等.
多年經驗,質量保證.

請 電:

737-767-0800

賺錢按摩店+SPA店東主退休售
Massage+SPA Business For Sale.FM 529 & HWY 6

Full services: Massage, Hair, Nail, Skin care
Sale price $69,000- Cost build out was$320,000
All equipment included.Good income - Low rent

10 years in Business, Owner retires
安全地區(攝像)收入好, 低租金, 擴建成本近32萬
電: Tom 832-782-4690 有按摩,美髮,美甲,
臉部保養,售6萬9(含所有設備,己經營10年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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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Remodeling

**皇家按摩**
專業美國執照按摩師,
針灸師●專精跌打損傷,
運動損傷,車禍受傷,頭
痛,頭暈,頭頸腰背腿腳
酸痛,緊麻僵硬,坐骨神
經痛,椎間盤突出,無法
睡覺,腰背無法挺直.
電: 832-287-8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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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ge Service

宏偉裝飾,專精
地板,瓷磚,櫃子,

室內外油漆...等等
多年經驗,品質保證

電 話 :
346-538-2525

隨叫隨到 (裝修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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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269-9582 409-597-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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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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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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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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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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oring Service

地板銷售安裝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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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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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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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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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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焊工學徒及鐵工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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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籬笆Fence專
業
砍
樹
服
務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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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元起*
832-969-5083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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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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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Service

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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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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鐵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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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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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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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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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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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Iron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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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請電: 713-772-0300

跌打傳人中醫
坐骨神經,肩周炎

Long's專業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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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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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美空調維修
精修更換冷暖氣系統、
熱水爐、水電、家用電器
專業安裝節能空調、
漏水斷電、緊急維修、
工作認真、政府認證、
質量保證.（24小時）

請電: Louis 劉
646-508-3311

水 水 水
解 決

家裡上下水問題

702-888-5518

苗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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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房
門
專
家

Gar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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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師傅空調維修
空調,車庫門,
熱水爐...

維修 更換 安裝
請 電：

832-469-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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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搬家公司
Moving Service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上門現金收購
二手車

現金收購舊車,碰撞車
高於Trade in 10%

請電: Paul
346-234-9893

普通話/廣東話

花園噴水系統
專業安裝和修理
執照#0019006

電 話 : 吳
832-818-3185

國語/粵語

專業籬笆圍牆
專業建造、維修各型籬
笆範士,價格優惠,10年
質量保證。柱頭保證
30年不倒。完工前分
文不收，完工後滿意付款
(全市最低價250元起)
832-969-5083李

Legend Temp Mechanical
恆風冷暖氣公司政府執照TACLA 115482C
安裝/維修: 家庭、商業冷暖氣、商用冰箱,

冷凍冷藏設備、制冰機、抽油煙機..
代理各大品牌產品.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請電: 713-357-8868 (國/粵語)

雷射除痣

●

●

超級雷射除痣斑(北美唯一專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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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實專業冷氣
政府執照,20年經驗
專業安裝,修理,維護

冷暖氣系統.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請 電:
832-685-8888

航天專業焊接
不鏽鋼鐵結構,雨棚,
結構樓梯,扶手,欄杆,
鋁型材,銅, 各種維修
焊接,上門服務,

經驗豐富,保證質量
請電: 柴師傅

786-247-9180

接送服務
24小時全日
各種接送服務
每日按時接送

最低價格,安全可靠
346-667-4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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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哥服務接送
機場,賭場,購物訪友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安全準時

全新新款轎車
請電(手機號)

832-709-8947

誠信專業冷暖氣

安裝,維修冷暖氣

價格低,質量優

聯係電話:

713-480-3646

接送翻譯導遊
機場,接洽公務,旅遊,
購物,醫院,太空中心

賭場: 周五六日 $50/人
晚11:30-隔天早上11點
限三人,12小時來回,
駕照指導.安全準時

Uber駕駛. 全新4人座
電:832-552-6969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辦理駕照更新
及車輛過戶更名

外州駕照轉成德州駕照
普通和工卡駕照的更新
休斯頓各類二手車過戶,
補辦Title,公司車輛過戶
及親屬贈予車輛全套.
微信: fengkangmei
請電:832-367-1558

證照
過戶更名

 







周六,周日
廣告: 請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麒時冷氣,冷凍,電器,水電

工作保證, 品質第一, 設備保固

安裝, 買賣 + 維修, 保養

電話 : 832-666-0525

Chang Le Service 長樂AC
安裝,維護冷暖氣, 熱水器. 百萬保險

政府執照 TACLB00120882E安全可靠,誠信
12年經驗,價格合理,服務快速周到,有保證
諮詢 : 832-208-5138 中英文

346-232-8970 Allison
微信: CHANGLEAIR

偉業冷暖電

專業修理

832-301-8984

626-822-8032

Jack AC Service
維護，安裝，保養，
價格低廉，快速上門

經驗豐富.
聯系電話:

214-392-5763
無人接聽請發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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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Y地毯清洗
使用頂級235F高溫高
壓蒸汽機，藥水深度清
潔地毯，地板地毯更換
維修拉伸，服務住家/商業,
空房/無水電亦可處理.

免費估價.
626-782-1849中文
713-562-0608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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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水務
電器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美國電氣工程
許可#36002.保險 保修
*住宅*商業*工業*
-室內室外電燈飾
-電動車充電器安裝
-新建築 故障排除
電箱升級,免費報價.

英西832-361-8176
中文832-488-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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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onfirms warnings to U.S. on Pe-
losi’s possible Taiwan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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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July 25 (Reuters) - China delivered 
sterner warnings to U.S. officials about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s possible visit to Taiwan, 
a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said on Monday, 
confirming a report by the Financial Times (FT).

The FT report, published on Saturday, cited six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Chinese warnings as 
saying they were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the 
threats that Beijing has made in the past when 
it was unhappy with U.S. actions or policy on 
Taiwan, which is claimed by China.

The private rhetoric suggested a possible military 
response, the FT cited several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situation as saying.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declined to comment on the 
FT report.

“We are seriously prepared,” spokesman Zhao 
Lijian told reporters at a regular briefing on Mon-
day, when asked for comment about the contents 
of the report.

When asked what kind of response China was 
“seriously prepared for” and if it would be a 
military or a diplomatic response Zhao said: “If 
the U.S. side is bent on going its own way, China 
will take strong measures to resolutely respond 
and counterac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any serious consequences,” he added.

China has been stepping up military activity 
around Taiwan seeking to pressure the democrat-
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there to accept Chinese 
sovereignty. Taiwan’s government says only the 
island’s 23 million people can decide their future, 
and while it wants peace will defend itself if 
attacked.

The Financial Times reported last week that Pelo-
si plans to visit Taiwan in August.

On Wednesday, U.S. President Joe Biden said he 
plans to speak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Biden appeared to cast 
doubt on the reported Pelosi trip to Taiwan.

“I think that the military thinks it’s not a good 
idea right now, but I don’t know what the status 
of it is,” Biden told reporters.

Sri Lanka to restrict fuel imports for next 12 months

COLOMBO, July 25 (Reuters) - Sri Lanka will restrict fuel 
imports for the next 12 months because of a severe short-
age of foreign exchange, its energy minister said on Mon-
day, as the island nation’s new government seeks to find a 
way out of a crippling economic crisis.

The country of 22 million has been grappling with a lack of 
essentials, including fuel and medicines, for months, after 
it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ran dry because of economic 
mismanagement and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
ic.
“Due to Forex issues, Fuel imports has to be restricted in 
the next 12 months,” Sri Lanka’s Minister for Power and 
Energy, Kanchana Wijesekera, said in a tweet, explaining 
the rationale behind a fuel rationing system that will be 

implemented this week.

The rationing system is among the first steps that 
Sri Lanka’s new President Ranil Wickremesing-
he will take to ease the impact of the crisis after 
taking office last week following a victory in a 
parliament vote.
His predecessor, Gotabaya Rajapaksa, fled the 
country and then resigned earlier this month 
after mass protests against his mishandling of the 
economy, with protesters storming his official 
residence and office.

Sri Lanka also reopened its schools on Monday 
after severe fuel shortages and political unrest 
kept them closed for nearly a month.

However, public sector employees have been 
asked to continue working from home for one 
more month, the government said in a circular 
issued on Sunday.
Lanka IOC, the country’s second largest fuel 
retailer, will import two fuel shipments of around 
30,000 tonnes each in August, its managing 
director Manoj Gupta said.

“We are working collectively with the govern-
ment to reduce the pain and our priority is to 
supply to industries,” Gupta told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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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raine’s First Lady told U.S.
congress on Wednesday that they
needed more weapon to fight Against
Russia She once again called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give them more
heavy weapons to protect the country.

President Biden and first lady
welcome the Ukraine First Lady at
south lawn and sent a bouquets of
sunflower white orchids symbolizing
the tricolor flag of Ukraine.

Visiting America with the mission
First Lady Olina called on the US
government and people not to get
used to cruel war scene The people

specially the women and children are
super the most.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 and
Ukraine war the two countries have
still been unable to reach consensus
to end the war with the assistance
from the NATO and U.S. the war still
going on but the people in Ukrinae is
the one suffered.

The war is extremely cruel Ukraine is
in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If there are
ceasefire this time they will list more

Han twenty percent of land.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Hines
first lady

Madame Song also made a speech
in congress to ask more aid the
China Today the first lady Ukraine
once again show her diplomacy to
seek assistance for her country The
effect is very obvious and useful .

0707//2323//20222022

First ladyFirst lady’’s diplomatics diplomatic
Reappears.Reappears.

Editor’s Choice

A Filipino activist builds an effigy depicting Philippine President Ferdinand 
Marcos Jr. ahead of Marcos’ first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in Quezon City,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REUTERS/Lisa Marie David

United States athletes celebrate with the trophy after winning the best team of the championships 
at World Athletics Championships, Hayward Field, Eugene, Oregon. REUTERS/Brian Snyder

Firefighters work at a site of a Russian missile strike in a sea port of Odesa, as Rus-
sia’s attack on Ukraine continues, Ukraine.  Press service of the Joint Forces of the 
South Defence/Handout via REUTERS

A bird flies as a firefighting 
aircraft drops flame retardant 
on a hillside to control the Oak 
Fire while burning near Darrah 
in Mariposa County, California. 
REUTERS/Carlos Barria

Germany’s Bo Kanda Lita 
Baehre in action during the 
Men’s Pole Vault final, Hay-
ward Field, Eugene, Oregon. 
REUTERS/Kai Pfaffenbach

A Jockey competes in Chonbu-
ri’s annual buffalo race festival, 
in Chonburi province, Thailand. 
REUTERS/Athit Perawong-
me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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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AP) — Abortion rights sup-
porters demonstrating at hundreds of marches and 
rallies last Saturday expressed their outrage that 
the Supreme Court appears prepared to scrap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abortion that has endured 
for nearly a half-century and their fear about what 
that could mean for women’s reproductive choices. 
Incensed after a leaked draft opinion suggested the 
court’s conservative majority would overturn the 
landmark Roe v. Wade ruling, activists spoke of the 
need to mobilize quickly because Republican-led 
states are poised to enact tighter restrictions.
In the nation’s capital, thousands gathered in driz-
zly weather at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to listen 
to fiery speeches before marching to the Supreme 
Court, which was surrounded by two layers of se-
curity fences. The mood was one of anger and de-
fiance, three days after the Senate failed to muster 
enough votes to codify Roe v. Wade.
“I can’t believe that at my age, I’m still having to 
protest over this,” said Samantha Rivers, a 64-year-
old federal government employee who is preparing 
for a state-by-state battle over abortion rights.
Caitlin Loehr, 34, of Washington, wore a black 
T-shirt with an image of the late Supreme Court 
Justice Ruth Bader Ginsburg’s “dissent” collar on 
it and a necklace that spelled out “vote.”
“I think that women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choose 
what to do with their bodies and their lives. And I 
don’t think banning abortion will stop abortion. It 
just makes it unsafe and can cost a woman her life,” 
Loehr said.

Thousands of abortion rights protesters in 
Washington, D.C., May 14, 2022, participated 

in nationwide demonstrations following the 
leaked Supreme Court opinion suggesting the 
possibility of overturning the Roe vs. Wade 
abortion rights decision.
A half-dozen anti-abortion demonstrators sent out 
a countering message, with Jonathan Darnel shout-
ing into a microphone, “Abortion is not health care, 
folks, because pregnancy is not an illness.”
From Pittsburgh to Los Angeles, and Nashville, 
Tennessee, to Lubbock, Texas, tens of thousands 
participated in events, where chants of “Bans off 
our bodies!” and “My body, my choice!” rang out. 
The gatherings were largely peaceful, but in some 
cities there were tense confrontations between peo-
ple on opposing sides of the issue.
Polls show that most Americans want to preserve 
access to abortion — at least in the earlier stages of 
pregnancy — but the Supreme Court appeared to 
be poised to let the states have the final say. If that 
happens, roughly half of states, mostly in the South 
and Midwest, are expected to quickly ban abortion.
The battle was personal for some who came out 
Saturday. In Seattle, some protesters carried pho-
tographic images of conservative justices’ heads on 
sticks.
Teisha Kimmons, who traveled 80 miles to attend 
the Chicago rally, said she fears for women in states 
that are ready to ban abortion. She said she might 
not be alive today if she had not had a legal abortion 
when she was 15.
“I was already starting to self harm and I would 
have rather died than have a baby,” said Kimmons, 
a massage therapist from Rockford, Illinois.

An abortion rights march extends down the streets 
during a demonstration from the National Mall to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Wash-
ington, Saturday, May 14, 2022. Demonstrators 
are rallying from coast to coast in the face of an 
anticipated Supreme Court decision that could 
overturn women’s right to an abortion. (Photo/
Amanda Andrade-Rhoades/AP)
At that rally, speaker after speaker said that if abor-
tion is banned that the rights of immigrants, minori-
ties and others will also be “gutted,” as Amy Eshle-
man, wife of Chicago Mayor Lori Lightfoot put it.
“This has never been just about abortion. It’s about 

control,” Eshleman told the crowd of thousands. 
“My marriage is on the menu and we cannot and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In New York, thousands of people gathered in 
Brooklyn’s courthouse plaza before a march across 
the Brooklyn Bridge to lower Manhattan for anoth-
er rally.
“We’re here for the women who can’t be here, and 
for the girls who are too young to know what is 
ahead for them,” Angela Hamlet, 60, of Manhattan, 
said to the backdrop of booming music.
Robin Seidon, who traveled from Montclair, New 
Jersey, for the rally, said the nation was at a place 
abortion rights supporters have long feared.
“They’ve been nibbling at the edges, and it was al-
ways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they thought they had 
enough power on the Supreme Court, which they 
have now,” said Seidon, 65.
The upcoming high court ruling in a case from 
Mississippi stands to energize voters, potentially 
shaping the upcoming midterm elections.

In Texas, which has 
a strict law banning 
many abortions, 
challengers to one of 
the last anti-abortion 
Democrats in 

Congress marched in San Antonio.
Jessica Cisneros joined demonstrators just days 
before early voting begins in her primary runoff 
against U.S. Rep. Henry Cuellar, which could be 
one of the first tests over whether the court leak will 
galvanize voters.
In Chicago, Kjirsten Nyquist, a nurse toting daugh-
ters ages 1 and 3, agreed about the need to vote. “As 
much as federal elections, voting in every small 
election matters just as much,” she said.
At many of the rallies, speakers put the issue in 
stark terms, saying people will die if abortions are 
outlawed.
In Los Angeles, high-profile lawyer Gloria Allred 
recounted how she could not get a legal abortion 
after being raped at gunpoint in the 1960s. She said 
she ended up having life-threatening bleeding after 
a “back alley” abortion.
“I want you to vote as though your lives depend on 
it, because they do,” she told the crowd. (Courtesy 
apnews.com)
Related  

Justice Clarence Thomas Says Abortion                           
Leak Has Changed The Supreme Court

Supreme Court Justice Clarence Thomas 
speaks Sept. 16, 2021, at the University of No-
tre Dame in South Bend, Ind. Thomas says the 

Supreme Court has been changed by the leak 
of a draft opinion earlier this month. The opin-
ion suggests the court is poised to overturn the 
right to an abortion recognized nearly 50 years 
ago in Roe v. Wade. The conservative Thomas, 
who joined the court in 1991 and has long called 
for Roe v. Wade to be overturned, described the 
leak as an unthinkable breach of trust. (Photo/
Robert Franklin/South Bend Tribune via AP)
WASHINGTON (AP) — Justice Clarence Thom-
as says the Supreme Court has been changed by the 
shocking leak of a draft opinion earlier this month. 
The opinion suggests the court is poised to overturn 
the right to an abortion recognized nearly 50 years 
ago in Roe v. Wade. The conservative Thomas, 
who joined the court in 1991 and has long called for 
Roe v. Wade to be overturned, described the leak as 
an unthinkable breach of trust.
“When you lose that trust, especially in the institu-
tion that I’m in, it changes the institution fundamen-
tally. You begin to look over your shoulder. It’s like 
kind of an infidelity that you can explain it, but you 
can’t undo it,” he said while speaking at a confer-
ence Friday evening in Dallas.
The court has said the draft does not represent the 
final position of any of the court’s members, and 
Chief Justice John Roberts has ordered an investi-
gation into the leak. Thomas, a nominee of Presi-
dent George H.W. Bush, said it was beyond “any-
one’s imagination” before the May 2 leak of the 
opinion to Politico that even a line of a draft opinion 
would be released in advance, much less an entire 
draft that runs nearly 100 pages. Politico has also 
reported that in addition to Thomas, conservative 
justices Neil Gorsuch, Brett Kavanaugh and Amy 
Coney Barrett had voted with the draft opinion’s 
author, Samuel Alito, to overrule Roe v. Wade and 
a 1992 decision, 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 that 
affirmed Roe’s finding of a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abortion.

U.S. Supreme Court building in Washington, D.C.
Thomas said that previously, “if someone said that 
one line of one opinion” would be leaked, the re-
sponse would have been: “Oh, that’s impossible. 
No one would ever do that.”
“Now that trust or that belief is gone forever,” 
Thomas said at the Old Parkland Conference, 
which describes itself as a conference “to discuss 
alternative proven approaches to tackling the chal-
lenges facing Black Americans today.”
Thomas also said at one point: “I do think that what 
happened at the court is tremendously bad...I won-
der how long we’re going to have these institutions 
at the rate we’re undermining them.”

Thomas also touched in passing on the protests by 
liberals at conservative justices’ homes in Mary-
land and Virginia that followed the draft opinion’s 
release. Thomas argued that conservatives have 
never acted that way.
“You would never visit Supreme Court justices’ 
houses when things didn’t go our way. We didn’t 
throw temper tantrums. I think it is ... incumbent on 
us to always act appropriately and not to repay tit 
for tat,” he said.
Protests at the Supreme Court and around the na-
tion were held on Saturday.
Neither Thomas nor any of the attendees at the Dal-
las session made mention of the Jan. 6 insurrection 
or the actions of Thomas’ wife, Virginia, in fighting 
to have the results of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overturned.
Clarence Thomas was speaking before an audience 
as part of a conversation with John Yoo, who is now 
a Berkeley Law professor but worked for Thomas 
for a year in the early 1990s as a law clerk.

Justices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Each justice generally has four law clerks every 
year and the current group of law clerks has been a 
focus of speculation as a possible source of the draft 
opinion’s leak. They are one of a few groups along 
with the justices and some administrative staff that 
has access to draft opinions.
Thomas also answered a few questions from the 
audience, including one from a man who asked 
about the friendships between liberal and conser-
vative justices on the court, such as a well-known 
friendship between the late liberal Justice Ruth 
Bader Ginsburg and the late conservative Justice 
Antonin Scalia. “How can we foster that same type 
of relationship within Congress and within the gen-
eral population?” the man asked.
“Well, I’m just worried about keeping it at the court 
now,” Thomas responded. He went on to speak in 
glowing terms about former colleagues. “This is 
not the court of that era,” he said.
Despite his comments, Thomas seemed in good 
spirits — laughing heartily at times. Yoo, who is 
known for writing the so-called “torture memos” 
that the George W. Bush administration used to 
justify using “enhanced interrogation” techniques 
after the Sept. 11 terror attacks, said at one point that 
he had taken pictures of notes Thomas had taken 
during the conference.
“You’re going to leak them?” Thomas asked, 
laughing.
Yoo responded: “Well, I know where to go...Polit-
ico will publish anything I give them now.” (Cour-
tesy ap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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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rtion rights demonstrators rally, Saturday, 
May 14, 2022, on the National Mall in Wash-
ington, during protests across the country. 
(Photo/Amanda Andrade-Rhoades/AP)

BUSINESS
Pro-Abortion Protests Rally 

All Across The Country

COMMUNITY

The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combines 
three City of Houston departments (Li-
brary, Parks, & Health) to create a civic 
center at the heart of the redeveloped 37-
acre urban park. Raised out of the flood-
plain, the building’s elevated ‘front porch’ 
frames a space for the diverse community 
to come together, share ideas, and express 
an identity unique to Alief. The Center is 
a model for resilient design in a post-hur-
ricane Harvey environment – a ‘Lilly-pad’ 
for those seeking shelter from the storm.                                                                                                                                        
BUILDING AWARDS-                                                                                                                
Rethinking The Future Awards 2020
First Award | Public Building (Concept)
The $52 million, 63,000-square-foot 
multi-purpose facility at 11903 Bellaire 
will combine a health clinic, commu-
nity center and library into one space. 
The structure, which will sit in 37-acre 
Alief Park, will consolidate the Hen-
nington-Alief Regional Library at 7979 
South Kirkwood and the park’s existing 
community center, both of which are ag-
ing. It also will replace the area’s Wom-
en, Infants and Children Center, which 
today leases space at 12660 Beechnut.                                                                                                                              
City council passed one item appropriat-
ing $4.8 million for contractor EYP Inc. to 
begin construction on the new center, and 
another item giving Manhattan Constric-
tion $100,000 for construction manage-
ment services. 
The 70,000sf 2-story new building is ele-
vated over a parking area providing con-
venient access to the building programs di-
rectly above. Health Department programs 
provided include W.I.C. (Special Supple-
mental Nutrition Program for Women, 
Infants, and Children), DAWN (Diabetes 

Aw a r e n e s s 
N e t w o r k ) 
that pro-
vides sup-
port for a 
variety of 
chronic ill-
nesses, and 
a Senior 
Center. The 
Parks De-
p a r t m e n t 
p r o g r a m s 
include a 
f u l l - s i z e 
competition 
g y m n a s i -
um with a 
p e r i m e t e r 
e l e v a t e d 
w a l k i n g 
track above, 
a commu-
nity fitness 
center and 
spaces to 
support youth after-school and summer 
programs. 

The library, located on the second 
floor, and accessed through a grand 
‘stair-a-torium’ in the lobby contains 
light-filled stack-space and reading 

areas with expansive views both to the 
park to the south and to the existing 
grove of preserved trees on the north. 
Directly adjacent to the library, HPL’s 
technology-rich TechLINK youth mak-
er-doer program contains spaces for col-
laboration, the ‘Tiny Techs’ children’s 
area, music recording studio, virtual 
reality stations, photo/video lab, and a 
maker space. 

Site amenities include a competition 
soccer field, two full-size practice 
soccer fields, two futsal courts (fast-
paced soccer played on a hard-surfaced 
smaller court) baseball field, skate 
park, tennis courts, children’s play-
ground, outdoor swimming pool facil-
ity, community gardens, a marketplace 
venue, and outdoor event space areas.                                                                                                 
The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is 

scheduled to open in early 2022.             

The Mission Of The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To Foster A Culture Of Health          

To Create A Heart For Civic Engage-
ment

All In A Spirit of Shared Collaboration

With The Biggest Front Porch I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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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Represents Future Cultural Reality Of Area 

Sponsored by the ITC Com-
munity Empowerment Orga-
nization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SEONE Corporation, 
the Community Resource Cen-
ter opens its door on Tuesday, 
April 6, 2021, at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building. 
The mission of the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is to serve as a 
“one stop-shop” for the under-
served minority population in 
the southwest area of Houston. 
The Center will provide mem-
bers of the community with 
information that will empower 
them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to also serve as a 
way for participants to access 
the rich pool of resources avail-

able to them.

Southern News Group, 
Houston, Texas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who have questions about any 
of the variety of issues the Cen-
ter will address are encouraged 
to schedule interviews with the 
Center. The Center will link the 
person with a professional who 
can best address their needs. 

The areas the Center will ad-
dress include disaster assis-
tance, loans and grants,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tax 
information, immigration, le-
gal issues, workforce, housing 
and renting, veterans issues, 
medical, healthcare service, 
education, skills development, 
children and child welfare and 
city services.
The Center’s services will be 
led by senior educator, Dr. Tina 
Agosa and many other assis-
tants.

Related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Op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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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委任華美銀行董事長吳建民為美國國務院委任華美銀行董事長吳建民為20232023年年
APECAPEC商貿諮詢理事會主席商貿諮詢理事會主席

（本報訊）美國國務院（U.S. Department of State）於7月25日宣布任命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
（Dominic Ng）為2023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APEC）商貿諮詢理事會
（ABAC）主席。作為2023年APEC峰會的主辦方，美國有權委任當年的ABAC主席。在職期間，吳建民將與其他商
貿諮詢理事會代表一同，為APEC的領導人提供專業意見和建議，推動區內經濟持續發展。

ABAC於1995年成立。每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經濟體最多可委任三位代表，目前，吳建民是美國唯一的商貿咨詢
理事會代表，同時也是2022年與2024年的ABAC聯合主席。

華美銀行之控股公司華美銀行集團（East West Bancorp, Inc.，納斯達克股票代號為 「EWBC」 ）於7月21日公佈
2022年第二季度盈利報告，淨利達2.583億美元，每股獲利1.81美元，較2022年第一季度年化增長38%，較去年同期
增長15%。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Dominic Ng）表示： 「華美銀行第二季度的亮眼成績印證了我們有效的商
業模式。2022年第二季度的總收入達5.51億美元，較第一季度年化增長45%，主要得益於淨利息收入的強勁增長和費
用收入的穩步提升。其中，淨利息收入創新高，達4.73億美元，較第一季度年化增長55%；同時，淨利差達3.23%，
較上季度提高0.36%。」 憑藉一如既往的優秀資產品質和盈利能力，華美銀行再度領先美國其他資產高於500億美元的
銀行，在《Bank Director》最新公佈的2022 RankingBanking（前銀行績效計分卡排行榜）最佳營運銀行排行榜中位
列第二位。

吳建民指出，多元化的收入和具有韌性的財務表現使银行在利率上升環境中處於有利地位。得益於各類主要貸款
的普遍成長，第二季度的平均總貸款額增加25億美元，達446億美元。另外，平均無息存款額較第一季度年化增長8%
，達239億美元，佔平均總存款額的44%。

吳建民說道： 「強勁的收入增長，加上嚴格的成本管控，使2022年第二季度的調整後稅前撥備前收入（adjusted
pre-tax, pre-provision income）年化增長62%。另外，我們的資產報酬率（ROA）達1.66%，股東權益報酬率（ROE
）達18.2%，均領先同業。」

「花逐雨中飄、曲隨廣陵散、感時知有恨，息別稍無言。」
7月2 號 星期六，美國德州休士敦一代扁鵲名醫、武林宗師黃福安先生，以82 歲高齡

仙逝，飛向天上瑤池，跟隨愛妻安嬸，從此雙雙對對，一起展翅高飛於天宮樂園！
黃福安先生祖先源自福建省，於1942 年7 月14 日出生於越南西貢，上有8 位兄長家

姐，自小聰明好學，中國文學歷史、歷朝詩詞歌賦，均有涉獵。更難得跟隨越南武術大
師李國威大師苦練少林武術，及中醫診治，年方二十，便以超卓武藝及宅心仁厚醫療診
斷，而名震中南半島。

上世紀六十年代，黃福安師父與李 惠芳師妹 共諧連理，一對新人相親相愛，共研武
術醫術，更設館招募年輕人到來學習中國武術，防身健體，鋤強扶弱，惠澤西貢堤岸華
人社會。聲譽鵲起，引至越南軍方，樂於聘僱黃福安師父，到軍隊中教授少林功夫，子
弟兵數以百計。更於1970 年受到美國空軍部禮聘到德州聖安東尼奧市（San Antonio) 空
軍基地接受軍事訓練。

1973 年越南變天，越共坐大後直搗西貢，驅逐民主政府，建立共產極權統治，百萬
越人華人，抗拒越共統治，寧願作怒海逃生。黃福安夫婦攜帶兩男兩女，又率領多位手
足姐妹，於月黑風高之夜，冒死坐艇逃離中南半島、跟波浪作鬥。尤幸天公佛祖見憐，
怒海飄盪多日，得有美軍戰船出手相救，送至馬來西亞離民營暫且棲身。一年後得蒙美
國教會伸出援手，接受黃氏十多位家眷，來到德州休士頓立足，展開人生第二個奮戰階
段！

從立足休市一刻至九十年代這廿多年間，黃福安夫人先在休市首屈一指的粵式酒家

李家莊中任職，稍後更接手經營；而黃福安師父日
間在自僱的機械器材公司中營商，週末之夜開辦有
國威武術館，向休市華人子弟、美國黑白少年，傳
授正宗少林拳腳，及醒獅技術，以便每年農曆春節
及新店號公司開業之際，可以去為華人越人等商家
作開市大吉，增添節日氣氛。福叔除卻授徒行醫之
外，亦熱心僑社公益，正正在此廿年光景中，先後
擔任休市廣東同鄉會會長、黃氏宗親會主席，建樹
良多、造福桑梓，贏得僑友社朋一致讚賞。

黃福安伉儷膝下生有四位子女，一向對他們，
栽培有方、教導有力，四位均為青年才俊，大學畢
業後，更上層樓，入醫學學院繼續深造，結果人材
輩出： 長女次女，為骨科醫生： 三兒則是牙科醫師
、四兒乃休市建築師，專職市內公路修建。子女亦
成家立業，膝下有八位孫兒 、六男二女，均己進入美國高等大學學習，德才兼備，樂也
融融！

今日安叔榮歸故土，回首一生亦是從容。安叔的一生，是光榮的一生，是值得誇耀
的一生。正如中國宋朝大文豪天文祥所說： 「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安叔，安息
吧，一路好走！

（（ 美南人語美南人語）） 深切悼念黃福安先生仙逝深切悼念黃福安先生仙逝 楊楚楓楊楚楓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國
際電視 15.3 是美國南部八州唯一
的華語電視台，7天24小時播出華
語節目，每天下午 6:30 播出《美
南新聞聯播》 ，每晚 7 點播出 30
分鐘的自辦專題節目。

本週一7月25日晚7點是《生
活》節目之《味全小廚房》，丁
師傅教您做魚麵筋、 宮保雞丁和
| 酒釀圓子。

本週二7月26日晚7點是陳鐵
梅主持的《美南時事通》。

本週三7月27日晚7點是王潔
主持的《美南時事通》，採訪萬
通貸款。

本週四7 月28 日晚7 點是Sky
主持的《子天訪談錄》。

本週五7月29日晚7點是美南
新聞總編輯蓋軍主持的《美南時
事通》，兩位常任嘉賓是德州資
深律師包傑生和僑領陳珂博士、

本週六 7 月 30 日晚 7:30 重播
本週一的《生活》節目之《味全
小廚房》。

歡迎大家收看STV15.3每晚7
點的自辦節目《美南時事通》、
《生活》和《J&J論壇》、《子天
訪談錄》，您也可以在美南網Sc-
daily.com收看直播，youtube 頻道
Stv15.3 Houston同步收看直播。

美南国际电视美南国际电视1515..33------
本周本周77月月2525日日----77月月3030日每晚日每晚77点節目安排点節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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