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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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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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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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277-4350
非誠勿擾，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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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壽司店招工
位糖城&Downtown

誠 招
壽司師傅及幫廚
有意者請電:

832-846-2345

Now Hiring
Mikoto Ramens
and Sushi Bar

●Wait Staff
●Hostess
●Sushi Chef
●Kitchen Chef
Please text Tom at
832-909-8310

River Stone
堂吃外賣中餐

出 售
歡迎看店面談
聯系方式 :

920-858-6894

堂吃外賣急售
地區好，生意穩，

租金便宜，
可改做Sushi.

因人手不足急售.
意者請電:

281-813-6809

賺錢生意急售
●Katy 亞洲城H-Mart 韓亞龍超市商場旺舖讓
廚房餐廳設備傢具齊全，店主因故急售，僅要價
$4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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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薪厚職』 餐館誠請
炒鍋, 打雜, 燒臘師傅,

企台, 執碼(幫廚)
各幾名, 包食和住宿.

有意請電 : 512-483-1284

美式中餐館招聘
位Downtown地區
誠招兼職廚師,
~~薪優~~

廚房關系簡單.
有意請電至:

361-960-8256
如未接，請短信留言

粵菜餐館,薪優
東禾酒家請人

中國城,敦煌廣場內
誠請炒鍋和企枱
抓碼、油爐、洗碗

意者請電:
713-981-8803

中餐館請人
位Woodlands區
誠聘 以下半工
外送員及接線員
油爐 及 炒鍋
意者請電:

832-788-1283

達拉斯餐館出售

達拉斯億佳超市旁，地點佳，

應人手不足，現轉讓。

有意致電：469-238-3871

路州全日餐
Lake Charles
誠聘 壽司師傅，
廚房師傅、油鍋.

工作認真，有午休，
住單間，住宿環境佳.
希望可以長期合作.
832-621-1860

永華餐館誠請
炒鍋, 抓碼, 企檯.

9600 Bellaire #126
Houston, TX 77036

意者請電:
713-271-3122

糖城麵館
需要合作伙伴, 誠請

●北方煮面師傅一名
●包水餃一名
●打雜一名,
全或半工,50至65歲.
意者下午4-5點電:
832-455-3059

中餐館,退休售
經營28年老店,
生意四萬以上,

四千呎, 月租2千5,
位於德州中部.
~~歡迎看店~~

254-681-6599
請留言或短訊

連鎖日餐請人
位Rosenberg地區

離中國城駕車僅20分鐘
誠請服務員(企檯)

需講英文,
廚房及Sushi師傅
意者請致電:Cindy
281-979-3970

糖城超市內

壽司吧轉讓

位置佳,生意穩定

易經營,電話詳談:

832-520-6015

日本餐館誠請
壽司師傅或學徒

企台及帶位
全工/半工均可

需工卡.請親臨或電:
713-781-6300
6345 Westheimer

Sage 400
Japanese Cuisine
近Galleria , 誠徵
壽司師傅及幫手

需英文
有意者請電留言:
281-685-4272

中餐旺舖出讓
位Baytown,10號公路旁,交通方便,

隣近幾大煉油公司及住宅,
客源龐大, 因缺人運作出讓.

有意請聯繫 :李小姐
832-749-1448

轉讓賺錢堂吃
兼外賣店

離中國城15分鐘車程
長年經營生意穩定.

意者請聯系 :
713-373-2947

非誠勿擾！

新店開張招聘
●炒鍋師傅2名
●拉面師傅1名
●包餃子包子師傅1名
●切菜師傅1名
工資高,待遇好,包食宿.
電:510-996-8239
(未接電話稍後必回)

大學城中餐館
老板退休,誠心轉讓
1200尺,月租1800
人流集中,潛力大
非誠勿擾.詳情致電
510-246-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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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立幼兒園誠聘

廚房烹飪清洗整潔

合法報稅,略懂英文

意者電詢:

909-895-2125

餐館請人,薪優
生意好外賣店,誠聘
收銀員, 炒鍋, 打雜
全工/半工均可

909 Southmore Ave
Pasadena, TX 77502
713-818-0335

Cypress功夫茶
誠招店長,一周工作
5-6天,需要有團隊
意識,會英文,能報稅,
無經驗起薪$3500
有經驗$4000,

包午晚餐. 意者電:
979-739-8988

SINH SINH
位中國城,中國餐廳

誠請廚房煮粉麵

請下午3點後電:

713-459-1501

Buffet店請人
位於休士頓
Westheimer

誠招 企台、帶位.
需報稅,熟手.
聯系電話:

713-789-0845

超市壽司吧售!
位Kroger超市內

New Caney ,TX 77357
附近沒有其他超市競爭
每周$10000-$11000

Text or call :
832-401-9179

●另請壽司師傅或助手

賺錢餐館出售
餐館在聖安東尼奧,

競爭極小.
生意5萬多,售5萬
外賣生意極佳
意者請電:

210-396-0650

Katy美式中餐廳
薪優！誠招

炒鍋、油鍋、企台
、Cashier

意者請電: 陳生
832-756-4898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雙椒River Oak高薪誠聘
餐廳經理、企台和 前廳打雜

1915 W Gray St. Houston, TX 77019

有意者短信聯系:

412-956-2766

美式中餐老店售
近中國城,美式中餐
快餐老店,不外送,

生意三萬,租金$1800
非誠勿擾! 機會難得

有意者請電:
281-512-0087

Katy日餐鐵板店
招聘熟手企台

小費好,
工作氛圍輕松,

需報稅，聯系電話：
618-699-1155

路州餐館請人
位路易斯安那州
誠請炒鍋一名,

提供住宿
薪優.意者請電:

832-819-8111

*中餐館誠聘
半工收銀接電話打包

有經驗,要報稅
離中國城15分鐘
4670 Beechnut

意者請電:
713-307-2882

*中餐館出售
休斯頓密蘇裡城
堂吃加送餐,
生意6萬余
意者請聯系:

917-225-6666
985-790-3195

Katy中餐館出售
生意4-5萬，
客源生意穩定，
設備齊全，
一周開六天,

價格面議.意者請電:
281-779-9999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Sushi Ramen Restaurant for Sale
壽司+鐵板+拉麵店出售

2000呎, 位於45北交通繁忙的白人區,
客源穩定,小費高,生意10萬左右,

現營業6天, 租金$5200/月.
設備齊全,接手即可營業,價格優惠.

歡迎看店洽談.
意者請電/短訊: 713-391-0718 吳先生

*中餐館請人
位6號/Bellaire,誠請
熟手半工或全工炒鍋
有意者3點後來電
281-530-3839

或發短信至
832-833-5556

西南區中餐館售
4500呎,租金便宜
設備齊全,生意穩
接手即可營業
意者請電 : 陳太
281-300-0392

NOW HIRING
Sushi Helper
Lake Colony area

4724 Hwy-6
Missouri City, 77459

HEB Sushi Bar
Please call/ text:
832-643-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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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中餐館
10號Memorial的

99大華附近,
無堂吃美式中餐,

請接電話收銀兼打包
周二送餐
意者請電:

832-231-1319

超市壽司吧出售
Kroger超市內,
近Uptown, 附近
公寓多,客流量大,
生意穩賺不賠。

意者請電:
716-235-9074

急急急!餐館讓
位於Katy

中日餐堂吃外賣店
因股東糾紛急轉讓
有意者請私信:

347-277-1612
非誠勿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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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羅拉多州,日餐高薪請人
●熟手經理一名
●壽司幫廚: $5000~$5500 + 加小費
●女服務生多名 : $5000-$6000
●男服務生多名 : $5000-$6000

歡迎夫妻檔, 以上包吃包住.
意者請電 : 480-601-6546

牙醫診所 &餐館 出售
位Spring Branch 4000呎 (含所有設備)

要價45萬, 連地產售160萬
●賺錢炸魚炸蝦店出售( 位東北區)
設備全, 生意好, 可提供配方及培訓

售價22萬,連地產售110萬.
●家庭式餐館(8號/Clay Rd):

1400呎,租金$2800, 售$65000
請電: 832-617-4618 休斯頓蔡先生

糖城馬來餐館
因股東不和,

無心、無力經營.
半賣半送.轉讓

閒聊請繞行, 請電:
713-291-5975
832-788-6688

*米其林星級港式早茶點心
Tim Ho Wan ( 添好運 ) Katy亞洲城

10月隆重開業,現誠徵
大堂經理, 企檯, 傳餐, 後廚點心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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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鮮餐館出售
Seafood Restaurant
for Sale休斯頓西南區

2200呎餐館出售,
於Fiesta Center,
交通與人流繁忙,

設備齊全,租金合理.
歡迎看店議價.聯系:
832-964-7982

中餐旺鋪出讓
於休斯頓西南交通人
流繁忙區,毗鄰商業
與住宅區.客源穩定.

堂吃外賣兩宜.
租金合理,附外賣窗.

詳情請聯系:
832-566-0269

Woodlands
賺錢中餐館轉讓
富人區,1500呎

設備齊全,
客源穩, 小費高.

意者請電:
713-628-1938

C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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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我微信登廣告: AD7133021553 Email: cla@scdaily.com Text: 7133021553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分類廣告價目表 CLASSIFIED AD. RAT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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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廣告分類廣告 公告欄公告欄 ( 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訂稿規則 )



CC22分類廣告2
星期四       2022年9月22日       Thursday, September 22, 2022

雅房分租
近惠康,高爾夫球場
環境好,傢俱全,
房內帶洗衣機,

5G Wifi,
適女性或學生.

832-768-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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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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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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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公司請人
位610和290交界處
誠徵●生產工人
$15/小時起薪

需有身份,能努力工作
意者請電:

832-584-6527

食品公司,薪優誠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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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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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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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lastics, Inc.
Now Hiring 誠請員工

•Customer Service :
Need fluent in English

•印刷机操作工 :日常工作需輪班
•電工: 日常工作需輪班
*We have employee benefits*

( 公司提供員工福利 )
地址：9530 Baythorne Dr.

Houston TX 77041
電話：713-690-9000
* Equal Opportunity Employ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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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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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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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薪聘機械銷售
石油設備公司招銷售,
經驗全職，高提成，
有健保,月獎和年獎,
中英流利,良好TX駕照
電:713-320-2103

或簡歷: usa@
gnsolidscontrol.com

聘請鋼琴教師
懂廣東話優先

地點: Sugar Land
請Email/短訊聯系:
wingng2004
@yahoo.com

832-469-9800

招聘辦公室文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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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代理公司 請人
誠徵 全工或半工助理:

有經驗及執照者有bonus,
沒經驗者可培訓。需中英文流利。

意者請電郵簡歷及薪資要求及歷史到 :
jericlu@luins.com

或短信到 : 832-876-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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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信 : AD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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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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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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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信 : AD7133021553

千
里
姻
緣

一
線
牽

聯禾地產UMRE菁英招募
●行銷儲備幹部:善溝通與表達,具平面設計能力
市場調研與分析熱情,具行銷及企劃經歷佳
●商業&住宅地產業務幹部及物業管理助理:相關
學歷及經驗,具學習精神,敏銳市場洞察力,地產執照佳
●會計助理：基本掌握Quickbooks，工作細心，
可以全職/半職

Email 至: hr9889@gmail.com
公司地點:Houston中國城, Katy亞洲城

印刷公司誠徵
半職員工:中英文流利
熟悉PS, InDesign優先

無經驗可培訓,
歡迎工讀生.

9777 Harwin Dr. #509
Houston, TX 77036

swprinting@att.net

Food Distributor
Account Payable /
Offices Assistant

Speak English & Chinese
Contact: Lily & Helen
713-383-8818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Salon Room
Beautiful Salon in
Sugar Land has a
Room for Rent,

high tips area, Ideal for
esthetician, Makeup,
Micro-Blading artist,

massage therapist, etc
713-234-7783

休士頓中藥店
誠聘抓藥/收銀員.
薪優.會中英文，
有經驗者優先.
有意請電

346-399-6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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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立幼兒園誠聘

廚房烹飪清洗整潔

合法報稅,略懂英文

意者電詢:

909-895-2125

貿易公司誠招司機一名
希望應征者擁有以下資質和能力：
•持有有效駕照，10年-15年以上駕齡,
無任何不良駕駛記錄；•強烈的責任心和安全意識；•優秀的導航技能和熟練使用導航程序•出色的時間統籌和管理能力；•良好的中文交流能力和人際交往素養,
會簡單英語更佳

工作內容包括：•接送公司總裁•機場接送CEO,如果CEO來德州辦公室•接送客戶，如果客戶需要的時候•包括其它應急用車事務
工作時間及薪酬待遇•全職小時工，每小時$20•一周工作5天,雙休日和聯邦假日休息;
一周工作時間超過40小時支付加班費•接送總裁用總裁私人汽車，接送CEO
及其它事務用公司車•提供醫療保險（包括牙醫和眼科）•提供401K退休計劃，公司匹配5%
請將應征信發送 HR@healgen.com

Cypress功夫茶
誠招店長,一周工作
5-6天,需要有團隊
意識,會英文,能報稅,
無經驗起薪$3500
有經驗$4000,

包午晚餐. 意者電:
979-739-8988

Customer Service Wanted
連絡客戶安排訂單出貨,
開立發票及檔案管理,

英語流利有良好溝通能力
及合法工作身份.

公司有保險+有薪假期+紅利.
Resume to:HR@walrusamerica.com

Foot+Body足身按摩店請人
位Sugar Land糖城, 環境好, 生意佳

誠聘有經驗,男女按摩師
全工或半工均可,需少許英文

收入好+小費極佳.
意者請英文電: 346-401-6197

中國城旺鋪出租
9968 Bellaire #250A
Houston, TX 77036
( H Mart黃金廣場 )
984 SF,特價 $2500/月
意者請電: 林太太
713-385-1188

Owner Agent

石油設備公司
招聘1名倉庫工,

會開叉車和做雜務,
吃苦耐勞,

懂簡單維修和英語.
近8號和290

意者請電: Blake
713-515-9047

辦公室文員
中英文流利,
工作認真負責,

有Quickbook經驗
優先,近中國城.
薪優,請電 :

713-922-9886

木材工廠請人
誠請技術員: 近中國城,
有機電經驗,會看電路圖
維修機器,周一到周五.
意者請電或email：
281-561-9985
732applications
@gmail.com

地產助理,薪優
近I-10及8號,環境佳
需英文及Word, Excel操作
無經驗可培訓,良好溝
通，穩定負責任長期的
工作夥伴。履歷表：

RealEstateManager777
@gmail.com

或電713-988-8816

房地產開發公司
招聘 中英文流利,
公司助理/採購經理

有工作經驗,
男女不限,

意者請電 : 何生
281-223-9756

*近中國城, 好房出售 $273,000
百利大道/Beechnut, 近Tan Tan餐館

面積2,025呎,佔地8,160呎,(沒HOA費)
3房(另加建1房間) 2衛浴 2獨立車庫

新水管,新冷氣,新Siding,新車道,
廚房大理石檯面. 磁磚及木地板.
7911 Pella Dr. Houston, TX 77036

意者請(英文)電: 832-454-5119 Van

德州奧斯汀家庭
誠招住家保姆,

孩子已上學，以做飯、
做簡單家務為主。

要求必須會講普通話,
有良好生活習慣,

有愛心.有意者請電：
512-750-7446

家具公司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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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 徵
●駕駛 ●廚房助手
●工作人員女性

每週一至週五
工作五天

意者電面洽:紀先生
713-933-5288

電子廠誠請
電子裝配工 ( 錫焊經驗者優先 )

有薪節假日,休假, 年終獎, 保險,401K

意者請電:713-349-4559或親臨

12701 Royal Dr. Stafford, TX 77477

*屋主自售,3房TOWN HOME
Momorail 區 好屋出售

StratFord 五星高中正對面
好房好價, Hoa fee 213 only

獨立兩車庫。獨立後花園可種菜
請 電: 832-888-2299

●Westheimer主臥分租,限女性.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測量公司誠聘
有經驗和懂英文的
土木工程繪圖員

（CAD Operator）
需會用Autocad &

Microstation
Email簡歷:Schen@
landtech-inc.com

*誠聘貨倉工人
位 8號 / I-10
全工,多名,體壯
會開叉車優先
需誠實可靠
意者請電 :

832-512-0138

安防公司誠聘
●辦公室文員(長工):
英文流利，quick book 經
驗優先，近中國城，薪優
●安裝技術人員，簡單
英文，需出差，公司培訓，
有木工，鉗工，修車，裝
修經驗優先，年薪6w+
電:713-922-9886

Dogs for sale
寵物狗出售

可愛黃金貴賓犬
六週大,四公三母
己注射疫苗,除蟲,
大小便己訓練,
不掉毛,不過敏.

281-935-1742
另有黃金獵犬8星期

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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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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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are Service

200看
護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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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HIRING
● Sales ● Customer Service
● 倉庫員工 (會開叉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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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廣告專頁

*誠徵女褓姆
位8 號和Westheimer

照看14個月男孩
周一,三,五(下午2-6點)
周二,四 (早8:30-5:30)
二四彈性,可選或不選

意者請電: 劉太
832-298-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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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

Home
Service

200
*誠徵管家

610環內,一周五天,
簡單家務.可供宿,
要求60歲以下,

身體健康,有愛心,乾淨
誠實,勤快. 薪優.
意者請簡訊或電 :
281-467-3228

*辦公室文員
貿易公司全職崗位,
要求中英文流利,

善於溝通,認真負責,
在美有工作許可.

薪資面議。發簡歷至:
rick@naturesort.com

NOW HIRING
Innovo Medical
( Stafford, 77477 )

- Accounting Exec
- full accounting,
Quickbooks
Email: jean@

beyondmedshop.com

*地產公司誠聘
全職/兼職,中英文流利

熟悉辦公軟件，
公司位於中國城，

歡迎半工半讀的學生
電:281-529-5599

Email: jiangkk
@yahoo.com

恆益門窗,薪優
誠徵男性生產工人
有合法身份薪優.

意者請電:
832-629-1025
13715 Murphy Rd #D
Stafford, TX 77477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牙科診所誠聘
●牙科助手
●前台工作人員
中英文流利,誠懇,

認真,負責,熟識電腦.
有意者請聯系:

agapedentalcare
houston@gmail.com

NOW HIRING
誠請外送員 Delivery Driver

Please Call或親臨:
JASMINE FOODS
at 713-228-1909

2401 McKinney St. Houston, TX 7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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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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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誠 招
女按摩師多名

或有執照女按摩師
合作

意者請信息:
832-526-1155

世界500強公司聘農產品業務人員
1. 負責北美(美國&加拿大)區域大宗谷物、油脂\
油料等原料的采購工作

2. 建立北美地區的大宗谷物、油脂油料的供應鏈
體系。包括：

a) 當地供應商渠道建設及維護，開發各種形式的
供應商（平倉、產地產貨、集裝箱場站交貨等）

b) 開發利用公司內、外部物流資源，建立從北美
到中國物流供應渠道

c) 研究北美區域內的物流通道，為公司物流布局
提供建議

3. 為公司研究團隊提供市場信息.
4. 協同公司交易團隊分析當地市場關鍵信息，

為業務決策提供依據
5. 開展獨立交易，作為賣方銷售給其它中國和國際客戶
薪酬$100,000 to $120,000
福利：健康保險、牙齒眼睛保險、人身意外保險、401K
工作地點：美國休斯頓.
意者簡歷至：hrchainvalueus@gmail.com

牙醫診所 &餐館 出售
位Spring Branch 4000呎 (含所有設備)

要價45萬, 連地產售160萬
●賺錢炸魚炸蝦店出售( 位東北區)
設備全, 生意好, 可提供配方及培訓

售價22萬,連地產售110萬.
●家庭式餐館(8號/Clay Rd):

1400呎,租金$2800, 售$65000
請電: 832-617-4618 休斯頓蔡先生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紅木家俱出讓
●中國明式紅木家俱

若干件套
●美式家俱若干件.

因搬家要出售.
品質優良,價格公道.

並可送貨到府.
有意者請電: 彭

408-876-0995

誠徵通勤鐘點工
Katy兩口之家,誠請
通勤鐘點做飯阿姨,
工作: 周一至五

日常簡單打掃,有狗
薪優事少,時間靈活
意者請電或短訊:
832-614-3578

Furniture for sale
家具出售

醫療開發公司
位休斯頓,

招聘有研究基礎、
勤奮上進、英文好、
解決問題能力強的
員工. 意者請電：
346-239-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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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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
產
經
紀
人
Real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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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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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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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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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做居家小活

702-888-5518

苗師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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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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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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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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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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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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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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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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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sage Store
SPA /Salon

按摩店,美容美甲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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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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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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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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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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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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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斯頓最全槍課培訓中心
得克薩斯州公共安全部官方認證機構
從合法持槍到安保培訓，
從野外生存到急救自救，
Insider培訓中心一站式服務，
退伍軍人，持證講師
持槍證/1-4級保安證/急救證
咨詢電話: 832-839-3999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按摩服務

1000
Massage
Service

氣質白嫩甜美girl
讓你帝王般享受

早10:00-晚12:00

●誠聘服務好的按摩女孩

832-941-7212

閩福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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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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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709-8947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誠意裝璜
承攬餐館,奶茶店
及 改建工程,
家庭大小裝修
櫃櫥工程,水泥,

地面工程,籬笆工程
百萬保險,價格公道
281-787-1283
832-852-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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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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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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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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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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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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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on Room
Beautiful Salon in
Sugar Land has a
Room for Rent,

high tips area, Ideal for
esthetician, Makeup,
Micro-Blading artist,

massage therapist, etc
713-234-7783

英文: 713-528-2097
中文: 832-231-5279
地址: 4141 Southwest Fwy #510

Houston, TX 77027

HFE正規專業按摩學校招生

● 德州立案500小時按摩課程培訓(MS0098)
● 全期 5 個月課程.
● 有專業按摩執照老師,中英文授課.
● 學費有優惠,不另收額外費用.
● 聯邦按摩考試MBLEX衝刺班.
● 聯邦按摩考試加強班100%通過率.
● 按摩執照更新服務.
● 免費按摩英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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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t+Body足身按摩店請人
位Sugar Land糖城, 環境好, 生意佳

誠聘有經驗,男女按摩師
全工或半工均可,需少許英文

收入好+小費極佳.
意者請英文電: 346-401-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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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ING for Massage

按摩班招生

恆豐裝修公司
台灣專業,政府註冊,

承接:舊屋翻新,水槽,籬笆,
涼棚,屋頂翻新,補漏.廚櫃
安裝,木工隔間,磁磚,實木
樓梯,木地板,廚浴改建,

內外油漆,屋內外全部工程
832-366-7510洪(國台)

Piano鋼琴教學

鋼琴教學招生
零基礎少兒&成人學員
課程內容：古典鋼琴、
流行鋼琴、鋼琴伴奏、

識譜樂理課等.
●課後陪練班: 為無琴
學員解決練琴難題
聯系電話：王老師
713-363-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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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手機維修
Shan's Computer
20年維修經驗!

9600 Bellaire Blvd#120
王朝商場內120室
832-790-1141

各種維修服務
Computer Service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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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維修
Computer Service

800

Dogs for sale
寵物狗出售

可愛黃金貴賓犬
六週大,四公三母
己注射疫苗,除蟲,
大小便己訓練,
不掉毛,不過敏.

281-935-1742
另有黃金獵犬8星期

KATY鋼琴教師
招 生

招收任何
鋼琴級別學生

課上中英文交流
聯系電話：

832-614-6351Piano鋼琴教學

*按摩店出售
或有執照女按摩師

合作
意者請信息:

832-526-1155
另招女按摩師多名

按摩治療

Massage
Therapy

周六,周日
廣告: 請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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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esome Foot SPA
30年經驗, 專治: 失眠, 頸椎, 肩, 腰

哮喘過敏,膝蓋,腰部,老年性的身體疼痛.
專業技術 -治療您各方面的疼痛 $60/小時.

●足底按摩 $40/小時
營業: 早10點-晚10點, 美南新聞大樓隔壁
11140 Bellaire Bvld #B, Houston,TX 77072

歡迎來電預約: 346-800-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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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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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園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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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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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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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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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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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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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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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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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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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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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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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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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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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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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利制冷水電
快速維修 空調,
制冰機,抓碼櫃,
冷庫, 水電...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政府認可~~
請電：陳師傅

917-892-7988

通水管
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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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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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水務
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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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 AC
Service

冷
暖
電
氣

700

通水管
排污

Cesaritos Brincolins
快速專業搬家公司 (政府執照及保險)

Professional Delivery Services
Commercial & Residential公司/住宅
Local and long distance 長短途搬運

15年專業經驗,免費估價 (4台大卡車,家族經營)
melvalainez@yahoo.com
英文電洽: 346-802-9126

雅聖冷暖氣
專業維修、安裝
冷暖氣系統,

維修更換熱水爐.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電話：陸先生
346-606-6871

優林冷暖氣
分離式冷氣安裝,
電車充電器安裝,
價錢公道,品質保證

找Kevin
281-948-9968

威力鐵工廠
制作維修防盜鐵門窗
自動大鐵門,開門機,
鐵欄桿修理/換新,

陽台扶手
空調外機防盜箱

手機可視全方位監控
713-501-8595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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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

700

Iron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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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ano鋼琴教學

鋼琴教學招生
零基礎少兒&成人學員
課程內容：古典鋼琴、
流行鋼琴、鋼琴伴奏、

識譜樂理課等.
●課後陪練班: 為無琴
學員解決練琴難題
聯系電話：王老師
713-363-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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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 AC
Service

冷
暖
電
氣

700

電腦手機維修
Shan's Computer
20年維修經驗!

9600 Bellaire Blvd#120
王朝商場內120室
832-790-1141

各種維修服務
Computer Service

700

水務

Plumbing
Electrical

電
器

德州執照電工
Master Electrician &
Electrical Contractor

執照號 36638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電話 :
832-662-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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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 delivers big rate hike, sees another 
large increase this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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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Sept 21 (Reuters) - The Federal Re-
serve delivered its third straight interest rate increase of 
three-quarters of a percentage point on Wednesday and 
signaled a high likelihood of at least one more move of that 
size this year, with the U.S. central bank’s chief vowing that 
officials would not let up in their battle to contain inflation.

The Fed raised its target interest rate to a range of 3.00%-
3.25% - the highest level since 2008 - and new projections 
showed the policy rate rising to between 4.25%-4.50%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before topping out at 4.50%-4.75% in 
2023.

Fed Chair Jerome Powell said U.S. central bank officials are 
“strongly resolved” to bring down inflation from the highest 
levels in four decades and “will keep at it until the job is 
done,” a process he repeated would not come without pain.

“We have got to get inflation behind us,” Powell said in a 
news conference after the release of the Fed’s policy state-
ment and updated quarterly economic projections. “I wish 
there were a painless way to do that. There isn’t.”

Inflation by the Fed’s preferred measure has been running at 
more than three times the central bank’s 2% target.

The Fed’s projections, meanwhile, showed the economy 
slowing to a crawl in 2022, with year-end growth of 0.2%, 
rising to 1.2% in 2023, well below the economy’s potential. 
The unemployment rate, currently at 3.7%, is projected to 
rise to 3.8% this year and to 4.4% in 2023.

The Fed’s preferred measure of inflation, which has been 
running at more than three times the central bank’s 2% tar-
get, is seen slowly returning to that target in 2025.

U.S. stocks seesawed following the release of the policy 
statement and were trading sharply lower in late-afternoon 
trading.

The dollar hit a fresh two-decade against a basket of curren-
cies. In the U.S. Treasury market, which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transmission of Fed policy decisions into the real econ-
omy, yields on the 2-year note vaulted over the 4% mark, 
their highest levels since 2007.

The federal funds rate projected for the end of this year 
signals another 1.25 percentage points in rate hikes to come 
in the Fed’s two remaining policy meetings in 2022, a level 
that implies another 75-basis-point increase in the offing.

“The committee is strongly committed to returning inflation 
to its 2% objective,” the central bank’s rate-setting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said after the end of a two-day 
policy meeting.

The Fed “anticipates that ongoing increases in the target 
range will be appropriate,” the statement said, repeating 
language from its previous statement in July. The policy 
decision on Wednesday was unanimous.

The updated projections point to an extended Fed 
battle to quell the highest bout of inflation since the 
1980s, and one that potentially pushes the economy 
at least to the borderline of a recession.

U.S. Federal Reserve Board Chairman Jerome 
Powell holds a news conference after Fed-
eral Reserve raised its target interest rate by 
three-quarters of a percentage point in Wash-
ington, U.S., September 21, 2022. REUTERS/
Kevin Lamar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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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Nasibe Samsaei, an Iranian woman living in Turkey, reacts after she cut her 
hair during a protest following the death of Mahsa Amini, outside the Iranian 
consulate in Istanbul, Turkey. REUTERS/Murad Sezer

Ukrainian serviceman checks a destroyed Russian Armoured Personnel Carrier (APC), in the 
town of Izium, recently liberated by Ukrainian Armed Forces, in Kharkiv region, Ukraine.  
REUTERS/Gleb Garanich

A couple wounded in a shopping mall hit by a Russian missile strike hold hands in a hospital 
as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continues, in Kremenchuk, in Poltava region, Ukraine. REU-
TERS/Anna Voitenko

Big stones are pictured block-
ing a road after an earthquake 
on Monday, in Ojo de Agua, 
Michoacan, Mexico. REU-
TERS/Henry Romero

A worker removes utility 
poles in the aftermath of 
Hurricane Fiona in Higuey, 
Dominican Republic. RE-
UTERS/Ricardo Rojas

Pope Francis kisses a kid on his 
forehead during the weekly gen-
eral audience at the Vatican. RE-
UTERS/Guglielmo Mangiapane

Hundreds of world leaders and
dignitaries and as many as two million
admirers filled up the streets to say
their final goodbyes to the monarch
Queen Elizabeth II.

Her coffin was lying in state inside
Westminster Abbey to allow the public
to pay final respects to the longest
serving monarch. On Monday, her
coffin left the palace to travel to the
iconic English church where her funeral
was held.

The Queen reigned for 70 years
starting in 1962, until her death on
September 8 at the age of 96.

She also served as Head of the
Commonwealth which included 54
nations, with 14 of them counting the
monarch as their head of state.

In recent years, the United Kingdom
has faced many challenges. How can
they still hold on to their world
leadership will be the big question.

0909//2020//20222022

Say Farewell To QueenSay Farewell To Queen
Elizabeth IIElizabeth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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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 

After India’s brutal coronavirus wave, two-thirds of population has been 
exposed to SARS-CoV2. 

Russia

Russia’s COVID-19 response slowed by population reluctant to take domestic 
vaccine.

UK
          

UK COVID cases have fallen  dramatically – but another wave is likely.
Italy

Italy – once overwhelmed by COVID-19 –turns to a health pass and stricter 
measures to contain virus.

Mexico

Mexico, facing its third COVID-19 
wave, shows the dangers of weak fed-
eral coordination.

                                                      China

From ground zero to zero tolerance 
– how China learnt from its COVID 

response to quickly stamp out its 
latest outbreak.

Nigeria

Nigeria isn’t ready to deal with rising 
COVID-19 cases. 

Kenya

      What Kenya needs to do bet-
ter as it braces for fourth wave of 

COVID-19. 

Myanmar
How a perfect storm of events is turn-
ing Myanmar into a ‘super-spreader’ 
COVID state. 

Indonesia
Indonesia records its highest increase 
in COVID cases – and numbers are 
likely to rise again before they 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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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Blankets The World

Quick Look
This curated list of photos and captions is just a snapshot of the 
 global coverage on the pandemic, written by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experts. For additional details, Google the “key words” \

underlined in bold type in each caption under the photos.

BUSINESS

Melinda and Bill Gates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whose 
advice guided much of the global response to 
the Covid pandemic, has seemingly washed its 
hands of one virus while warning the world isn’t 
prepared to deal with the next big pandemic.                                                                                                                                        
The foundation’s annual report, released last 
Tuesday, bemoaned the poverty increases 
wrought “by Covid-19” – omitting that much 
of the damage linked to the virus stemmed from 
economic shutdowns imposed by governments 
which were often taking their advice from the 
Gates Foundation and associated entities.
However, the report ultimately put an optimistic 
spin on the damage, noting things could have 
been much worse. Childhood vaccinations had 
only dropped half as much as predicted, and 
some wealthy countries’ economies were already 
on the rebound, it noted. The mRNA vaccine 
companies were seeing the light and investing in 
Africa and other impoverished areas of the world, 
the report added, after presumably realizing how 
much economic opportunity awaited them there.

Placing its well-
known vaccine 
evangelism front 
and center, the 
foundation’s re-
port credited ex-
tensive vaccine 

infrastructure (much of which it has helped fund 
over the preceding decades) for the world’s suc-
cess in fighting the virus, even as the companies 
behind the headline-grabbing mRNA formulas 

have admitted they do not prevent Covid-19 
transmission and might require additional 
booster shots.
But the report mostly treated Covid-19 as a 
thing of the past, all but declaring victory over 
the virus and calling attention to the need to 
step up long-term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so 
as to be prepared for the next pandemic. Many 
countries are still knee deep in Covid-19 cases, 
while others have kept the virus under control 
but had their economies wrecked or given up 
many freedoms in the process.

Ironically, the foundation warned readers 
against such efforts to move on from the re-
covery effort, writing of the “very real risk that 
high-income countries and communities will 
begin to treat Covid-19 as another epidem-
ic of poverty: Not our problem.” However, 
high-income countries – specifically the En-
glish-speaking Five Eyes nations – have shown 
no sign of growing weary of the social controls 
Covid-19 has allowed them to introduce, indi-
cating the virus (or at least fear of it) may hang 

around for a good while yet. (Courtesy rt.com)
Related

Vaccine Politics
The West Will Hoard 1.2bn Doses Of Spare                  

Vaccines By Year’s End, Analysis Says,                
While Pressure Mounts To Share With             
Poor Countries And Outshine China

The supply of Covid-19 vaccines that rich 
Western countries have secured for themselves 
is so big that it can cover their possible needs by 
a large margin. So it’s time to share some with 
the poor and curb China’s diplomacy.
This appears to be the message coming on Sun-
day from leading Western media outlets, which 
report on an analysis of Covid-19 vaccine pro-
duction capacities and supply contracts released 
by the London-based analytics firm Airfinity. 

Empty vials of As-
traZeneca/Oxford 
vaccine, donated to 
Kenya by the UK. 
(Photo©REUTERS 

/ Baz Ratner )
Rich nations have some 500 million doses that 
they can safely redistribute today. The number 
will increase to 1.2 billion by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to 2.2 billion by the middle of 2022, 
the company estimated. That is a conservative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US, 
the UK and the EU vaccinate 80% of their own 
populations, including children over 12, and 
launch booster shot programs.
The notion that rich countries have to choose 
between protecting their own people from 
Covid-19 and helping out nations that don’t 
have the money and political clout to secure 
vaccine supplies is now “a false dichotomy,” 
Airfinity chief Rasmus Bech Hansen told 
Bloomberg. “You can do both.”
The looming “glut of vaccines,” as The Econo-
mist described it, is a product of rapidly increas-
ing production capacities. This year, the global 
production is expected to reach 12 billion dos-
es, with the same amount produced next year 
by June. Rich nations can feel safe about their 
needs being met, Airfinity said.
So the moment has come for the West to show 
moral leadership and vaccinate the world, for-
me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Gordon Brown 
wrote in The Mirror.

“It’s time to act 
to end what has 
become a moral 
outrage and we 
must act now,”         
he said, direct-
ing his call on 

the leaders of the US, the UK, Germany and 
France. “Only Biden, Johnson, Merkel and Ma-
cron can bridge the growing divide between the 
world’s vaccine rich and vaccine poor.”
“These leaders are holding all the cards.              
They have the monopoly on vaccine orders.”
US President Joe Biden, UK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and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
cron will discuss vaccine redistribution with 
leaders of other G7 nations at a meeting of the 
group, which may happen as soon as Septem-
ber 20,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st. Washing-
ton is expected to try and lead a Western effort 
“in sorting out the global vaccine supply.”
America’s “early vaccine nationalism allowed 
China to project itself as a benevolent global 
leader by sending an abundance of vaccines 
overseas,” the British magazine remarked. “A 
geopolitical win for America would be espe-
cially useful after the debacle in Afghanistan.”
Airfinity estimates that the global supply of 
redistributed vaccines will be dominated by 
Western-made shots, with Pfizer/BioNTech’s 
comprising about 45% of the stockpile and 
Moderna’s taking up some 25%.
The Economist assessed that it was “fair-
ly clear” that Western “mRNA vaccines are 
widely seen as the most effective and desirable 
around the world, whereas Chinese vaccines 
are seen as an inferior product that works less 
well.”
“By supporting American mRNA manufac-
turing,    the government can also help these 

vaccines win in the competitive market to 
come.”

The glaring inequality in vaccine distribution 
is partially to blame for the poor performance 
of COVAX, a UN-backed donations-driven 
vaccine-sharing initiative. It has managed to 
buy and ship only 230 million doses this year, 
compared to its target of 1.3 billion delivered by 
the end of 2021.
Billionaire Bill Gates, who is a leading driving 
force behind COVAX, is a vocal opponent of 
opening up vaccine patents, a move that its ad-
vocates argue would have greatly benefited the 
poorer nations by making the jabs cheaper and 
more readily available. Gates’ position is shared 
by Merkel and Macron. Biden’s June promise 
to consider patent waivers has so far produced 
no concrete results.

Vaccine manufacturers and people like Gates, 
who suppor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protec-
tions for inoculations, claim factors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proper production capacit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logistical bottlenecks are 
holding back the global vaccination effort. Lift-
ing patent protections won’t fix that and may 
make the rollout slower, not faster, they argued.
Meanwhile, as of April, nine individuals linked 
to Big Pharma became billionaires on the back 
of the vaccine rollouts while eight others, who 

were already above the cap, saw their wealth 
grow significantly. (Courtesy rt.com)
“Vaccine Producers Could Have Funded 
Jabs For All Of Africa, Instead Shareholder 
Payouts And Sluggish ‘Charity’ Efforts Are 

The Priority.”
The three largest producers of Covid-19 vac-
cines could have funded the entire cost of vac-
cinating Africa with the money they paid stock-
holders this year – and vaccine-sharing charity 
COVAX isn’t bridging the gap, analysis shows.
Pfizer, Johnson & Johnson, and AstraZeneca, 
the three top producers of Covid-19 vaccines, 
could fund the vaccination of the entire conti-
nent of Africa, some 1.3 billion people, vaccine 
advocacy group the People’s Vaccine Alliance 
revealed on Thursday.
Or rather, they could have funded all those jabs 
if they hadn’t spent that money to pay out $26 
billion in stock buybacks and dividends to their 
shareholders. The vaccines have largely been 
sold to wealthy countries, netting Pfizer/BioN-
Tech and fellow mRNA vaccine producer Mod-
erna a whopping $33.5 billion, and many of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bought so many extra shots 
that their citizens are – in the case of Canada, at 
least – expected to be covered as many as five 
or more times over.

AstraZeneca 
vaccines off-
loaded in Gha-
na.  (Photo/© 
Reuters / Fran-
cis Kokoroko)

Many of the frontrunner companies prom-
ised to pick up the cost of vaccinating less 
wealthy nation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vac-
cine research, a promise which helped secure 
funding from governments and charitable 
initiatives. However, touting their unusually 
charitable behavior in the early days of vac-
cine purchasing and development has largely 
evaporated now that the moneyed West has 
its supplies locked down and third world 
countries are finally able to get in line for 
theirs. Pfizer and its colleagues are starting to 
talk about upping their prices again – “once 
we get beyond the pandemic environment,” 
in the words of chairman Albert Bourla.
Given that infection and death rates for 
Covid-19 in Africa never reached the level of 
a “global disaster,” early on in the epidemic, 
it seems they’re plotting to gouge the en-
tire continent for a medicine it doesn’t need 
nearly as badly as other countries, except in 
the eyes of the WHO. Given the continent’s 
familiarity with less expensive drugs like 
chloroquine – a familiar and comparatively 
safe remedy for malaria – many doctors had 
already been using that off-patent formula-
tion rather than twiddling their thumbs and 
watching patients die for months awaiting 
the arrival of the much-lauded Western mira-
cle vaccine. (Courtesy 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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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Response Continues  
  To Snarl The World Economy

Gates Foundation Warns About 
Future Pandemic Threats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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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Construction健身教學中心健身教學中心
夏季結業式精彩花絮夏季結業式精彩花絮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中華文化中心中華文化中心 「「美南華人健康日美南華人健康日」」 活動活動

該活動獲得社區的熱烈反響該活動獲得社區的熱烈反響，，到處都到處都
是人潮洶湧是人潮洶湧。。

有廿位醫生在活動現場與出席有廿位醫生在活動現場與出席
民眾面對面交流民眾面對面交流，，溝通溝通。。

該活動獲得社區的熱烈反響該活動獲得社區的熱烈反響，，到處到處
都是人潮洶湧都是人潮洶湧。。

「「心臟科心臟科」」 名醫丰建偉名醫丰建偉（（右二右二),),和李玉靜醫美微整醫師和李玉靜醫美微整醫師（（右一右一
））在活動現場回答觀眾的提問在活動現場回答觀眾的提問。。

「「美福藥局美福藥局」」 著名藥劑師著名藥劑師 Thomas (Thomas (左一左一
））認真回答觀眾詢問認真回答觀眾詢問。。現場登記人數十分踴躍現場登記人數十分踴躍。。

「「中華公所中華公所」」 主席李迎霞主席李迎霞（（右右））與與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
副院長副院長、、著名心臟科醫師丰建偉著名心臟科醫師丰建偉（（左左 ））與與 「「黃金醫美微整中心黃金醫美微整中心」」 負責負責
人李玉靜醫師人李玉靜醫師（（中中 ））夫婦合影夫婦合影。。

各醫師現場與觀眾面對面交流各醫師現場與觀眾面對面交流。。

圖為圖為 「「中華公所中華公所」」 主席李迎霞主席李迎霞（（右二右二
））與與HarrisHarris 縣選務辦公室代表攤位成縣選務辦公室代表攤位成
員合影員合影（（中中））為該辦公室華裔社區代為該辦公室華裔社區代

表黃思賢表黃思賢（（Shirley Wong )Shirley Wong )。。

圖為由鄭帥帥圖為由鄭帥帥（（左三左三））主持的主持的 「「萬全保險萬全保險
公司公司」」 攤位攤位。（。（左一左一））為為 「「中華公所中華公所」」 主主

席李迎霞席李迎霞。。

該活動獲得社區的熱烈反響該活動獲得社區的熱烈反響，，到處都到處都
是人潮洶湧是人潮洶湧。。

各醫師現場與觀眾面對面交流各醫師現場與觀眾面對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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