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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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Hiring
Mikoto Ramens
and Sushi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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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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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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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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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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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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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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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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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 sta ura ntH

irin g

中
日
餐
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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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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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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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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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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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y冰淇淋店
出 售

位Mason Rd,地段好
生意穩,1000呎,

租金2600,可做簡餐.
歡迎看店,聯系電話:
832-988-0013

請發短信

糖城中日堂吃
外賣餐館出售

有酒牌，6年老店，

生意穩定，旺季來臨，

即買即賺，聯系電話：

281-903-6795

梨城餐館請人
Pearland Area,誠請

全工或半工,需說英文
Full/Part time

●Server 企檯
●Delivery Driver外送
●Cashier 收銀員

Must Speak English
832-594-0540

新亞洲融合餐廳
Tangra's Daughter
現在招聘●炒鍋廚師
●油炸鍋 ●服務生
請發簡訊/打電話:
347-837-4546
4707 Highwa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請點心師傅
『高薪』 聘請

北方和南方點心師傅

各數名

有意請電:

281-755-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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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租售

Restaurant
for sale

200

糖城港式點心店
招飲茶點心

熟手/兼職也可以,
會包點心,有經驗的

聯絡 : 呂小姐
832-638-8655

糖城翠苑中餐館
誠請 企台

全職/兼職, 小費好
~ 薪資優厚 ~
有意者請電：

346-932-2551

中國城中餐館售
位休斯頓,

因人手不足,現出讓,
位置好,有停車位,

生意穩定
意者請打電話：
646-209-2594

美式中餐館
位6號/290,誠請
全工炒鍋, 油鍋,
打雜,企檯, 外送員
各一名. 需報稅.

以上不包住宿. 請電:
713-213-0086
832-593-6688

梨城77584
尋早午餐師傅
靠新商業中心
小小快餐點

會包子油條和簡單
快餐盒飯. 短信:
617-800-7715

旺區餐館急售
位百佳超市旁,3000呎,
設備全,生意穩,有酒牌,

可做早中晚餐,
接手即可營業.

因合伴人有事,急售
歡迎看店. 請電:

626-214-6484

日本餐館請人
Katy /Richmond

誠 請
兼職/全職企檯

需要英文好,可報稅
聯系電話:

626-476-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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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其林星級港式早茶點心
Tim Ho Wan ( 添好運 ) Katy亞洲城
本月隆重開業,現誠徵後廚點心師傅。
●大堂經理,企檯(需流利英語), 傳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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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館退休出售
近中國城,16年老店
1750呎,生意6萬,
售12.8萬(忍痛割讓)
意者請電:非誠勿擾
832-513-8776
832-782-0798

*越南餐廳請人
位於Katy北,誠請全職
廚房師傅,幫廚,企檯

男女均可用.出餐簡單.
合適人選,

無經驗也可培訓.
有意者請電:

832-895-1578

堂吃外賣海鮮店
位休斯頓市中心,
4100呎, 設備齊全
因缺人手出售

$78000,
詳情請電: 杜先生
714-873-7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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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廣告 美南新聞電子報美南網站分類廣告專頁

中日餐請人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中日餐請人

*中餐館請人
位Woodlands區

誠 聘
●全工炒鍋
●半工油鍋
意者請電:

832-788-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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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餐
館
請
人

*餐館請人
糖城中餐館請
●接電話一名
●外送員一名
聯系電話 :

832-277-2317

休斯頓全日餐
誠請全職Sushi師傅
離中國城半小時,
可提供住宿，

午休一個半小時，
需有經驗,能報稅，
月薪$5000,請聯系:
912-381-5292
346-303-3218

美式中餐誠請
收銀接電話員,
全工/半工均可.

薪優面議.
位610南&Main附近
713-261-2188

糖城川菜館
誠請服務生一名

懂英文
意者請電: Andy
832-380-9603

4526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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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館請人
誠請周末企檯

距離中國城10分鐘

意者請電或短訊:

713-269-3936

鳳城海鮮酒家, 誠聘
●有經驗男女企枱
●櫃面帶位收銀員.

有身份，諳英語，越語更佳.
意者請到鳳城面洽或致電:

713-779-2288
7320 SW Freeway, Houston, TX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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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糖城面館誠請

北方煮面師傅一名

有意者請聯系電話
832-455-3059
聯系時間下午4-5點

休斯頓東南
富白人區,

12年店轉讓,
裝修雅致,生意穩定
月約10-12萬,

租約長.
請電/留言,非誠勿擾
346-251-0351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糖城餐館誠請
Part time Cashier

有經驗,薪優
無經驗,可培訓

需說英文.電/親臨:
281-277-8383
1730 Williams Trace
Sugar Land, TX 77478

新皇宮海鮮酒樓
誠聘炒鍋,抓碼,油爐

企檯,傳菜.
意者請電:

281-240-8383
New Palace

Dim Sum & Seafood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CC11

10月18日  星期二
wechat : AD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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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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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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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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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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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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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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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主自售,3房TOWN HOME
Memorial 區 好屋出售

StratFord 五星高中正對面
三房好價, HOA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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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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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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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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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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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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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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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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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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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面招租
將近2000尺

黃金廣場內

意者請短信聯系

832-878-7885

Food Distributor
Account Payable /
Offices Assistant

Speak English & Chinese
No experience is acceptable
Contact: Lily & Helen
713-383-8818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NOW HIRING
Four Seasons Food
徵食品銷售人員

略懂英文,無經驗可.
意者洽: Lily & Helen
713-383-8818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恆益門窗,薪優
機械設備維修人員,

可培訓,
有經驗者優先.
意者請電:

281-781-5082
13715 Murphy Rd #D
Stafford, TX 77477

*通勤/住家褓姆
位休斯頓, 1周4天
1天8-10小時(彈性)
負責陪5歲小女孩

(早上上課,下午回家)
做飯及簡單家務.

要求體健,善良,責任心
薪資面談可議.請電:
281-760-7078

公司請人
位290 / 8號

誠聘辦公室文員:
需中英文流利,

熟練應用office 軟件.
薪優面議.

電:832-339-5169
Email:sandypjiang
@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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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

Home
Service

200

裝修公司請人

熟練工裝修工

木工優先

薪優. 意者請電:

713-898-3880

For Sale 出售- 鋼琴及餐桌椅
●Weber Piano 46”$1,000
●Dinner table , 37”height with blue granite

square top 50”with 6 chairs $400
意者請英文電: 832-454-5119 Van

●46吋 韋伯鋼琴- 售$1000
●餐桌椅- 方形藍色花崗岩餐桌,

高37吋, 面寬50吋 及6把椅子, 售$400Piano鋼琴出售

*誠招職員會計
美國會計專業,具有記賬、發放薪資及報稅
經驗者優先考慮.需具有良好的中英文表達

及書寫能力,熟悉聯邦稅法,記賬原則.
工作認真,責任心強,虛心肯學並具有良好的
團隊合作精神. 瑾誠會計 Zhao CPA PC
Email: daisyzhao@zhaocpapc.com
Tel: 713-589-5875 聯系人: Daisy Zhao

休斯頓工廠
誠徵 作業員

無經驗,可訓練.

請洽 : 姚先生

713-505-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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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前台及牙助
中國城. 需中英文
無經驗可訓練.
請電或Email:

713-773-1300
txdentist101
@gmail.com

*高薪聘請
擁有本州或外州消防
執照 ( Fire Alarm

or Sprinkler)
或擁有很多消防修理
經驗的專業人士.

有意者請電
346-239-0859

食品公司誠徵
工廠生產線

●全工操作員數名
●送貨司機
有身份.有經驗優先.

意者請電:
281-908-6800

*好房分租
共四個房間,限單身
月租: $390-$550
包電, 水, Wifi

6510 Gold Tee Ct
Houston,TX 77036

意者請電:
832-853-1559

休士頓民宿出租
Houston Hostel 4 Rent

中國城百利大道上，經商、訪友、辨事
惠康超市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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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月, 獨立進出,押金$200
●套房$500起(附浴室)押金$150
●單房$475,浴室2人共用

手機 / 簡訊 : 832-640-3888 Ruby

NOW HIRING
食品公司誠聘

●推銷員 ●公司助理
Must be fluent in English
Please send resume
(English) to : John@
itcintertrade.com

保險代理公司 請人
誠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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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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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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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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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Job Openings

Passenger Inside Sales

Cargo Reservation

Passenger Service Agent/Ramp Coordinator

超市促銷員
誠 徵

超市週末促銷人員
需具合法身份
意者請TEXT

832-231-6517

*牙醫診所誠聘
西南區診所誠聘

牙醫師, 助理, 前檯.
待遇優,需中英文流利
工作環境好,will train
有意者請電郵簡歷至
Houstondentist77036

@gmail.com

誠聘幼稚園老師
位糖城, 有幼兒園

經驗者優先.
有意者請電

281-242-0989
832-528-0882

繁忙汽車維修廠
誠聘前台接待人員，

些許電話答覆,和結帳,
需說中英文,

薪資依工作經驗而定
$12-$15/小時

每周5天,全職或兼職
請電或短信:安排面試
346-874-1294

*辦公室分租
6910 Bellaire, TX 77074

月租$350-$500
( 包水,電,網路費 )
請電或微信(同號)
713-518-5830

●另招半職辦公室助理
可在家工作

Katy聘愛心護理
喂飯看護.

做中午飯和晚飯.
周末協助洗澡,若不
會開車可以住家.

聯系:
713-498-0173

*聘請嬰兒保姆
照看10個月大的女
寶寶.幫助料理家務.
要求通勤,家住77581
一周二天或四天,
時間可商量.請電:
713-496-2242
如無人接請留言

Furniture for sale
家具出售

Home Care Agency
based in Houston is hiring bilingual
English-Chinese PHC Supervisor.

Will train. 2 years college degree is preferred
or 2 years of supervisory experience in
a health care setting. Full time position,

competitive pay and benefits.
Resume to: rpizzi@assist-medinc.com

家庭護理機構
位休斯頓,徵中英雙語
全職PHC主管:可培訓
有2年大專學歷或2年
的管理經驗.競爭力的
報酬及福利.意者請將
履歷Emai至: rpizzi@
assist-med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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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誠聘住家保姆
善烹飪,愛清潔,
人口簡單,住糖城
離中國城12分鐘

聯系電話：
832-887-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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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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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租售

Real
Estate

家具公司招聘
會計(出納):中英文流利

熟悉Quickbook.
可辦H1B.

意者請Email或電:
goldenfurniture11

@yahoo.com
713-896-8877

招聘女按摩師
位於糖城按摩店,

誠請一名
Part Time女按摩師,

有意者請電:
832-397-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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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

Home
Service

200
誠聘做晚飯阿姨
Memorial/Beltway 8附近
薪優.一周5天或6天,

每天下午3小時,
做晚飯和簡單打掃，
要求：已打新冠疫苗，
交通自理。意者請電:
713-306-5965

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地產項目公司招聘
小型地產項目公司招聘經理助理，

要求英文流利、電腦辦公軟件熟練應用，
有無Agent執照均可，男女不限，懂

多語種或地產、建築相關知識優先。待優。
請電：832-860-1133

或 Email：Richard.qi@live.com

紐約納斯達克上市公司
Singularity Future Technology旗下公司
在HOUSTON開設有兩家企業，現招聘：

●財務人員：負責公司日常收支賬務處理,收付款
審核和監督.要求:有倉儲物流相關行業財務經
驗,熟悉會計和簿記原則及相關會計軟件，例如
Quickbooks.
●倉庫員工：限男性，主要工作為揀貨，出貨，
整理倉庫及配合主管完成相對應的工作。
以上職位要求: 有合法身份,工作認真負責,具團
隊精神,吃苦耐勞,有良好溝通能力,中英文流利.
福利：1、工作時間:8:30-16:30，周末雙休，享受
國家法定節假日。2、試用期轉正後公司提供醫
保、401K等相關福利。3、辦公條件優越，公司氣
氛活躍。4、提供有行業競爭力的薪資，並提供
廣闊的職業上升空間。
Email簡歷: gorgeoustradingtx@gmail.com
TEL : 281-310-7655（接受短信）

NOW HIRING
● Sales ● Customer Service
● Accounting ●Warehouse Cle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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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徵求行政人員2名

●具備大專以上學歷,中華民國或友邦國籍,
美國合法居留身份,中英文佳諳電腦文書,
配合值班、積極主動,

●負責僑團/商聯繫、圖書管理、文書及
出納等行政業務

●意者於2022年11月15日 前
將中英文履歷(含照片),學歷及身份證明寄至
Culture Centre of TECO in Houston,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或Email至: ocac77042@gmail.com
合者通知筆/面試.

石英制造廠招聘
Hendrix Industries, 位Sealy, Texas
是一家專業石英石材表面,台面制造廠.

誠聘 技術員, 化學工程師,
機械工程師, 電氣工程師.
意者請Email履歷至:

HR@hendrixindustries.com

*Part Time
SW CPA firm hiring
●Entry Level

●Accounting Clerk/
Junior Acct. Clerk
Send resume to:
taxmax0101
@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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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招女按摩師
休斯敦Missouri City

五年按摩店,
招女按摩師,

有執照,正規按摩,
能報稅.聯系電話:
713-820-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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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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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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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382-5645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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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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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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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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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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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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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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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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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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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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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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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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弟兄裝修公司
專業漏雨 屋頂翻新 水泥車道

籬笆, 涼棚, Siding, 水電
高壓槍洗瓦片,外牆,水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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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597-8188 713-269-9582

福美裝修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保修二年.專業承接各種
新舊住宅,商業店鋪,

單包/全包均可.
水電,空調,磁磚,地板,
廚房/衛生間翻新

319-988-6868中文
832-903-1333英粵

*甜心寶貝*

一流服務

9 AM - 1AM

346-971-0078

上門修車
五十年經驗老師傅,
修理各種品牌大小
汽車. 上門服務,

隨叫隨到,收費低廉.
請電 :劉先生

713-518-3425Auto Repair

汽車保養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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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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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福州裝修公司
政府註冊 。 一條龍服務

承接住宅/新舊餐館: 精細木工,磁磚,
布菲台,酒吧台,水電,油漆,廚浴改建.
大小工程,質量保證,20年裝修經驗.

832-748-1359 713-382-6434
老江 (國,福州)

古箏教學

教古箏
20多年教學經驗
3個月包會彈琴
纏弦箏 9折
鋼弦箏 8折

免費調音. 吳老師
832-458-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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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修醫生
經驗豐富,執照師傅
冷氣&室內室外維修
商業/住家大小工程
信用可靠,免費估價
請電或短訊: Billy
346-482-7512

招聘女按摩師
位於糖城按摩店,

誠請一名
Part Time女按摩師,

有意者請電:
832-397-9698

專精家庭
小修小補

清洗外牆,車道

請電 :

361-460-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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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請人

HIRING
for Massage

1000 招女按摩師
休斯敦Missouri City

五年按摩店,
招女按摩師,

有執照,正規按摩,
能報稅.聯系電話:
713-820-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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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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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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車
房
門
專
家

Garage Service

頂好排污
德州執照TCEQ24431

抽餐館油井,
洗衣店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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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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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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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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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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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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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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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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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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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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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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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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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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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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執照電工
Master Electrician &
Electrical Contractor

執照號 36638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電話 :
832-662-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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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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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門修車
五十年經驗老師傅,
修理各種品牌大小
汽車. 上門服務,

隨叫隨到,收費低廉.
請電 :劉先生

713-518-3425Auto Repair

汽車保養修理

糖城鋼琴教師
招 生

Sugar Land
專業經驗碩士教師

聯系電話:
832-614-6351

電腦維修
Computer Service

800

古箏教學

教古箏
20多年教學經驗
3個月包會彈琴
纏弦箏 9折
鋼弦箏 8折

免費調音. 吳老師
832-458-1740

 







周六,周日
廣告: 請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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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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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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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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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水務
電器

美南新聞網站Website
www.scdaily.com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
www.scdaily.com/epaper

分類廣告專頁 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_ads

休斯頓黃頁Houston Yellow Page
www.scdaily.com/yellow_pages

航天專業焊接
鋼結構廠房制作,改建,

擴建.
鋼結構樓梯,扶手,欄杆

設計制作安裝.
不鏽鋼銅等各種維修焊接
上門服務,經驗豐富,
保證質量. 柴師傅
786-24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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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Xi talks up security, reiterates 
COVID stance as congress op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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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 C2

BEIJING, Oct 16 (Reuters)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called 
for accelerating the building of a world-class military while tout-
ing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as he kicked off a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by focussing on security and reiterating policy 
priorities.

Xi, 69, is widely expected to win a third leadership term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week-long congress that began on Sunday 
morning, cementing his place as China’s most powerful ruler 
since Mao Zedong.

Roughly 2,300 delegates from around the country gathered in 
the vast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on the west side of Tiananmen 
Square amid tight security and under blue skies after several 
smoggy days in the Chinese capital.

Xi described the five years since the last party congress as “ex-
tremely uncommon and abnormal”, during a speech that lasted 
less than two hours - far shorter than his nearly three-and-a-half-
hour address at the 2017 congress, because he did not read out 
the entire work report, which he did five years ago.

Xi Jinping has silver linings for rest of world
China’s 20th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What you need to 

know
EU should treat China more as a competitor, 
says diplomat chief
The 2017 and 2022 work reports are roughly 
the same length.

“We must strengthen our sense of hardship, 
adhere to the bottom-line thinking, be pre-
pared for danger in times of peace, prepare for 
a rainy day, and be ready to withstand major 
tests of high winds and high waves,” he said.

Xi called for strengthening the ability to main-
tain national security, ensuring food and ener-
gy supplies, securing supply chains, 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disasters and protect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 biggest applause came when Xi restated 
opposition to Taiwan independence.

In the full work report, Xi used the terms “se-
curity” or “safety” 89 times, up from 55 times 
in 2017, according to a Reuters count, while 
his use of the word “reform” declined to 48 
from 68 mentions five years ago.

In his decade in power, Xi has set China on an 
increasingly authoritarian path that has prior-
itised security, state control of the economy 
in the name of “common prosperity”, a more 
assertive diplomacy, a stronger military and 
intensifying pressure to seize democratically 
governed Taiwan.

Analysts generally do not expect significant 
change in policy direction in a third Xi term.

Alfred Wu,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aid that as 
China’s economy has slowed, Xi is attempt-
ing to shift the basis of legitimacy from 
economic growth to security.

“His narrative is - China faces many dangers, 
the country is in a war-like state, figuratively, 
and he is the saviour. With this narrative, he 
can get people to unite around him,” Wu said.

CONTINUIT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ttends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
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hina 
October 16, 2022. REUTERS/Thomas Peter

In recent days, China has repeatedly empha-
sised its commitment to Xi’s zero-COVID 
strategy, dashing hopes among countless 
Chinese citizens as well as investors that 
Beijing might begin exiting anytime soon a 
policy that has caused widespread frustration 
and economic damage.
Xi said little about COVID other than to 
reiterate the validity of a policy that has made 
China a global outlier as much of the world 
tries to coexist with the coronavirus, which 
emerged in central China in late 2019.
“We have adhered to the supremacy of the 
people and the supremacy of life, adhered to 
dynamic zero-COVID ... and achieved major 
positive results in the overal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Xi said.

On the 
econo-
my, he 
restated 
support 
for the 
private 
sector 
and 
allowing 
markets 
to play a 
key role, 
even 

as China fine-tunes a “socialist economic sys-
tem” and promotes “common prosperity”.

“We must build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
ket economic system ... unswervingly con-
solidate and develop the public ownership 
system, unswervingly encourage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economy, g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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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rgency Of FormingThe Urgency Of Forming
A Political Action GroupA Political Action Group

The midterm election is coming. Many candidates will be here at our compound today. We will not hesitate to let them use our
compound in order to show our support.

Over the years, many of our community leaders have been very enthusiastic about participation in various political activities.
They donate money, wave the flag and shout for politicians. But often, after all the passion, many politicians disappear.

Today we really need to form a political action group to integrate all of our human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that can be mobilized
and take collective action to support the most qualified candidates. In fact,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s with us should be the mayor
and our city council, commissioners and congressmen.

The rol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consists of two pillars: one is of ballots and the other is money. Both of them are essential and
indispensable.

We as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need to unite to protect our rights. The solution is that we must organize a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Today’s chaotic and uncertain political climate demands that we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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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aves as he arrives for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hina. REUTERS/
Thomas Peter

A Ukrainian serviceman takes cover as an air-raid siren sounds during a Russian drone strike, 
which local authorities consider to be Iranian-mad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s) Sha-
hed-136, amid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in Kyiv, Ukraine. REUTERS/Gleb Garanich

Cast member Janelle Monae attends the premiere of ‘ Glass Onion: A Knives Out Mystery’ 
during the closing night gala at the BFI London Film Festival in London, Britain. REUTERS/
Toby Melville

A member of the public drags 
an activist who is blocking the 
road during a “Just Stop Oil” 
protest, in London, Britain. 
REUTERS/Henry Nicholls

A couple covered in foam 
kiss as they take part in the 
traditional “Raisin Week-
end” in the Lower College 
Lawn, at St Andrews in 
Scotland. REUTERS/Rus-
sell Cheyne

Karina Joseph, 19, comforts her 
2-year-old child Holanda Sineus 
as she receives treatment for 
cholera in a tent at a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hospital in Cite 
Soleil, a densely populated com-
mune of Port-au-Prince, Haiti. 
REUTERS/Ricardo Ardue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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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30, 2021 -- CDC Director Rochelle Wal-
ensky, MD, made a dire prediction during a 
media briefing this week that, if we weren’t al-
ready living within the reality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would sound more like a pitch for a 
movie about a dystopian future.
“For the amount of virus circulating in this 
country right now largely among unvaccinated 
people, the largest concern that we in public 
health and science are worried about is that the 
virus…[becomes] a very transmissible virus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evade our vaccines in 
terms of how it protects us from severe disease 
and death,” Walensky told reporters on Tues-
day. A new, more elusive variant could be “just 
a few mutations away,” she said.
“That’s a very prescient comment,” Lewis 
Nelson, MD, professor and clinical chair of 
emergency medicine and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Medical Toxicology at Rutgers New Jersey 
Medical School in Newark, tells Medscape 
Medical News.
“We’ve gone through a few mutations al-
ready that have been named, and each one of 
them gets a little more transmissible,” he says. 
“That’s normal, natural selection and what you 
would expect to happen as viruses mutate from 
one strain to another.”
“What we’ve mostly seen this virus do is 
evolve to become more infectious,” says Stuart 
Ray, MD. “That is the remarkable feature of 
Delta — that it is so infectious.”
He says that the SARS-CoV-2 has evolved 
largely as expected, at least so far. “The poten-
tial for this virus to mutate has been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a concern from early on.”
“The viral evolution is a bit like a ticking clock. 
The more we allow infections to occur, the 
more likely changes will occur. When we have 

lots of people infected, we give more chanc-
es to the virus to diversify and then adapt to 
selective pressures,” says Ray, vice-chair of 
medicine for data integrity and analytics and 
professor in the 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
eases at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Medicine 
in Baltimore, Maryland.

“The problem is if the virus changes in such 
a way that the spike protein — which the 
antibodies from the vaccine are directed 
against — are no longer effective at bind-
ing and destroying the virus, and the virus 
escapes immune surveillance,” Nelson says.
If this occurs, he says, “we will have an in-
effective vaccine, essentially. And we’ll be 
back to where we were last March with a 
brand-new disease.”
Technology to the Rescue?
The flexibility of mRNA vaccines is one 
potential solution. These vaccines could be 
more easily and quickly adapted to respond 
to a new, more vaccine-elusive variant.
“That’s absolutely reassuring,” Nelson says. 
For example, if a mutation changes the 
spike protein and vaccines no longer rec-
ognize it, a manufacturer could identify the 
new protein and incorporate that in a new 
mRNA vaccine.
“The problem is that some people are not 

taking the current vaccine,” he adds. “I’m not 
sure what is going to make them take the next 
vaccine.”
Nothing Appears Certain
When asked how likely a new strain of 
SARS-CoV-2 could emerge that gets around 
vaccine protection, Nelson says, “I think 
[what] we’ve learned so far there is no way to 
predict anything” about this pandemic.
“The best way to prevent the virus from mu-
tating is to prevent hosts, people, from getting 
sick with it,” he says. “That’s why it’s so 
important people should get immunized and 
wear masks.”

Both Nelson and Ray point out that i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virus to evolve to be 
more transmissible and spread to more peo-
ple. In contrast, a virus that causes people to 
get so sick that they isolate or die, thus halting 
transmission, works against viruses surviving 
evolutionarily.
Some viruses also mutate to become milder 
over time, but that has not been the case with 
SARS-CoV-2, Ray says.
Mutations Not the Only Concern
Viruses have another mechanism that pro-
duces new strains, and it works even more 
quickly than mutations. Recombination, as 
it’s known, can occur when a person is in-
fected with two different strains of the same 
virus. If the two versions enter the same cell, 
the viruses can swap genetic material and 
produce a third, altogether different strain.
Recombination has already been seen with 
influenza strains, where H and N genetic seg-
ments are swapped to yield H1N1, H1N2, 
and H3N2 versions of the flu, for example.
“In the early days of SARS-CoV-2 there was 
so little diversity that recombination did not 
matter,” Ray says. However, there are now 
distinct lineages of the virus circulating glob-
ally. If two of these lineages swap segments 
“this would make a very new viral sequence 
in one step without having to mutate to gain 
those differences.”
“The more diverse the strains that are circu-
lating, the bigger a possibility this is,” Ray 
says.

Protected, for Now
Walensky’s sober warning came at the same 
time the CDC released new guidance calling 
for the wearing of masks indoors in schools 
and in any location in the country where 
COVID-19 cases surpass 50 people per 
100,000, also known as substantial or high 
transmission areas.
On a positive note, Walensky says: “Right 
now, fortunately, we are not there. The vac-
cines operate really well in protecting us from 
severe disease and death.” (Courtesy web-
smd.com)
Related
Is The Lambda Variant Vaccine Resistant?

KEY POINTS 
Japanese researchers 

found the lambda variant                                                            
could be resistant to COVID-19 vaccines
Three mutations in the lambda variant’s 
spike protein allow the variant to resist 

antibodies
As the delta variant surges across the Unit-
ed States, there is a new COVID-19 variant 
that is just as transmissible, but could also be 
more resistant to vaccines. The lambda vari-
ant, first detected in Peru in August 2020 and 
spreading through South America, made its 
way to the U.S. for the first time on July 22 in 
a Houston hospital.
There are 1,053 cases of the lambda variant in 
the U.S. since the first case was detected, ac-
cording to GISAID, an initiative dedicated to 
promoting COVID-19 data through genomic 
sequencing. The U.S. ranks second in cases 
behind Chile, and 41 countries have reported 
at least 1 lambda case.
The threat of lambda comes as the delta vari-
ant is the dominant variant of COVID-19 in 
the U.S. — it now accounts for 93% of cases, 
up from the previous rate of 83%,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which oper-
ates eight hospitals in its network, said the 
first lambda case was confirmed last week. 
Here’s what we know about the lambda vari-
ant so far.
Japanese researchers at the University of To-
kyo posted a lambda variant study that shows 
it is highly infectious and more resistant to 
COVID-19 vaccines. This study posted on 
July 28 on bioRxiv, a database for unpub-

lished preprinted studies, has not been peer 
reviewed or published.
The study shows three mutations in the 
lambda variant’s spike protein — RSYLT-
PGD246-253N, 260 L452Q and F490S 
— which allow for the variant to resist vac-
cine-induced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Two 
other mutations — T76I and L452Q — are 
responsible for making lambda highly infec-
tious.Spike protein is the part of the virus that 
helps it penetrate cells in the human body — 
which is what vaccines target. 
How does the lambda variant compare to 
delta?
The lambda variant isn’t showing signs to 
spark concern about it becoming the domi-
nant strain of COVID-19 in the United States 
like delta, said Dr. Abhijit Duggal, a staff 
ICU physician and director for critical care 
research for the medical ICU at the Cleveland 
Clinic. Since the lambda variant was first de-
tected in Peru, it hasn’t spread globally at the 
same pace  as the delta variant. It has, how-
ever, become widespread in South America, 
but this could be due to the “founder effect,” 
according to Dr. S. Wesley Long, medical 
director of diagnostic biology at Houston 
Methodist, where the case was identified in 
the U.S.  The founder effect means the vari-
ant first took hold in a densely populated and 
geographically restricted area, making it the 
primary variant over time.    

How concerned should you be about the 
lambda variant?
On June 14,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lagged the lambda variant as a “variant of in-
terest” versus a “variant of concern.” A vari-
ant of interest depends on evidence about a 
unique outbreak cluster or limited expansion 
in the U.S. or other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CDC.  A variant of concern shows wide-
spread evidence of treatments, vaccines and 
transmissibilit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study said, “Be-
cause the Lambda variant is a (variant of 
interest), it might be considered that this vari-
ant is not an ongoing threat compared to the 
pandemic (variants of concern). However, 
because the Lambda variant is relatively re-
sistant to the vaccine-induced (antibodies), it 
might be possible that this variant is feasible 
to cause breakthrough infection.” (Courtesy 
https://www.tennessean.co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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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at Of A Vaccine-Proof Variant 
Only ‘A Few Mutations Away?’

CC77English
星期二       2022年10月18日       Tuesday, October 18, 2022

A chewing gum laced with a plant-grown pro-
tein serves as a “trap” for the SARS-CoV-2 
virus, reducing viral load in saliva and poten-
tially tamping down transmission, according 
to a new study.
The work, led by Henry Daniell at Penn’s 
School of Dental Medicine and perform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scientists at the Perelman 
School of Medicine and School of Veterinary 
Medicine, as well as at The Wistar Institute 
and Fraunhofer USA, could lead to a low-cost 
tool in the arsenal against the COVID-19 pan-
demic. Their study was published in the jour-
nal Molecular Therapy.
“SARS-CoV-2 replicates in the salivary 
glands, and we know that when someone who 
is infected sneezes, coughs, or speaks some of 
that virus can be expelled and reach others,” 
says Daniell. “This gum offers an opportunity 
to neutralize the virus in the saliva, giving us 
a simple way to possibly cut down on a source 
of disease transmission.”
Vaccinations for COVID-19 have helped 
change the course of the pandemic but haven’t 
stamped out transmission. Even people who 
are fully vaccinated can still become infected 
with SARS-CoV-2 and, according to recent re-
search, can carry a viral load similar to those 

who are unvaccinated.

Penn Dental Medicine’s Henry Daniell 
and colleagues used a plant-based pro-
tein drug production platform to grow 
the ACE2 protein, which was then infused 
in chewing gum. By either blocking the 
ACE2 receptor or binding to the SARS-
CoV-2 spike protein, the ACE2 in the 
gum appears to be able to reduce viral 
entry into cells. (Image: Courtesy of the 
researchers) 
Prior to the pandemic, Daniell had been 
studying the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 (ACE2) protein in the context of treating 
hypertension. His lab had grown this pro-
tein, as well as many others that may have 
therapeutic potential, using a patented plant-
based production system. By bombarding 

plant material with the DNA of target pro-
teins, they coax plant chloroplasts to take up 
the DNA and begin growing the proteins. 
The plant material, freeze-dried and ground-
up, could be used as a means of delivering 
the protein. This system has the potential to 
avoid the usual obstacles to protein drug syn-
thesis: namely, an expensive production and 

Daniell’s past work on ACE2 proved fortu-
itou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pan-
demic. The receptor for ACE2 on human 
cells also happens to bind the SARS-CoV-2 
spike protein. Other research groups have 
shown that injections of ACE2 can reduce 
viral load in people with severe infections.
Meanwhile, another line of work by Daniell 
and Penn Dental Medicine colleague Hyun 
(Michel) Koo has involved research to devel-
op a chewing gum infused with plant-grown 
proteins to disrupt dental plaque. Pairing his 
insights about ACE2 with this technology, 
Daniell wondered if such a gum, infused 
with plant-grown ACE2 proteins, could neu-
tralize SARS-CoV-2 in the oral cavity.

Henry Daniell of 
Penn’s School of 
Dental Medicine

reached out to 
Ronald Collman 
at Penn Medicine, 
a virologist and 

pulmonary and critical care doctor whose 
team, since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pandem-
ic, had been collecting blood, nasal swabs, 
saliva, and other biospecimens from COVID 

“Henry contacted me and asked if we had 
samples to test his approach, what kind 
of samples would be appropriate to test, 
and whether we could internally validate 
the level of SARS-CoV-2 virus in the sali-
va samples,” Collman says. “That led to a 
cross-school collaboration building on our 
microbiome studies.”
To test the chewing gum, the team grew 
ACE2 in plants, paired with another com-
pound that enables the protein to cross mu-
cosal barriers and facilitates binding, and 
incorporated the resulting plant material into 

-
ing samples obtained from nasopharyngeal 
swabs from COVID-positive patients with 
the gum, they showed that the ACE2 present 
could neutralize SARS-CoV-2 viruses.
Those initial investigations were followed 
by others at The Wistar Institute and Penn 
Vet, in which viruses, less-pathogenic than 

SARS-CoV-2 spike protein. The scientists 
observed that the gum largely prevented the 
viruses or viral particles from entering cells, 
either by blocking the ACE2 receptor on the 

cells or by binding directly to the spike pro-
tein.

Finally, the team exposed saliva samples 
from COVID-19 patients to the ACE2 gum 
and found that levels of viral RNA fell so 
dramatically to be almost undetectable.
The research team is currently working to-
ward obtaining permission to conduct a clin-
ical trial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approach 
is safe and effective when tested in people 
infected with SARS-CoV-2 .
“Henry’s approach of making the proteins in 
plants and using them orally is inexpensive, 
hopefully scalable; it really is clever,” Coll-
man says.
Though the research is still in early stages of 
development, if the clinical trials prove the 
gum is safe and effective, it could be given to 
patients whose infection status is unknown 
or even for a dental check-ups when masks 
must be removed, to reduce the likelihood of 
passing the virus to caregivers.
“We are already using masks and other phys-
ical barriers to reduce the chance of transmis-
sion,” says Daniell. “This gum could be used 

https://penntoday.upenn.edu/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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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Omicron Variant Detected                                                
In Houston Wastewater

‘Omicron in Houston is cause for concern 
but not panic,’ Houston’s chief medical  of-

Houston Chronicle / Staff photographer)
The Stadler lab at Rice University’s Brown 
School processes approximately 200 samples 

and what amount of the COVID-19 virus is 
found.  Health authorities say a sample from 
Houston’s wastewater system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Omicron variant of COVID-19 on 
Monday, the same day a woman separately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variant in northwest 
Harris County. 

yet — but the positive wastewater indicates 
one could crop up so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in a press release Monday said the 

news is an important reminder to schedule a 
booster shot for the COVID-19 vaccine. 
“Vaccines help protect us, our loved one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in the work envi-
ronment,” Turner said. “As the holidays 
approach, I encourage everyone to remain 
vigilant about their health and safety.”
Facilitating omicron here in Texas: Our 
abysmal vaccination rates. Only 55% 2 
shots, but in Central Texas or East Texas 
only 40%, many counties 30%. Booster 
shots? You can imagine…Since the 2010s 
Texas has been the epicenter of the anti-
vaccine movement https://t.co/ml2mz3B-
CY9
— Prof Peter Hotez MD PhD (@PeterHo-
tez) December 7, 2021
In Harris County, only 56 percent of the 
county’s 4.6 million people are considered 
fully vaccinated, according to the Houston 
Chronicle. 

sweeps of the city’s wastewater for the vi-
rus that causes COVID-19, according to the 
Houston Health Department. That testing 
includes several variants of the virus, as trac-
es of it can be found in feces of those who 

testing wastewater outside a few elemen-
tary schools across Houston, according to 
KHOU’s Ugochi Iloka. 
HAPPENING NOW: Crews with @Hous-
tonHealth are testing waste water at local 
schools  for Covid-19 variants like Omi-
cron and Delta. They plan to test near 
30 schools in the Houston area today @
KHOU pic.twitter.com/veKMRfPNbT
— Ugochi Iloka KHOU (@UgochiKHOU) 
December 7, 2021
The consensus on the Omicron variant’s 
potential impact remains unsettled. Health 
authorities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re 
working to determine if it is any more trans-
missible or lethal than other strains, accord-
ing to the Houston Health Department. 

“Omicron in Houston is cause for concern 
but not panic,” said Dr. David Persse, Hous-

remember that vaccination is our best tool 
to reduce cases, prevent serious illness and 
death, and slow the emergence of new vari-
ants.”
The city of Houston provides free COVID-19 
vaccines, including boosters, to anyone 5 
and older. A list of vaccination sites can be 
found on the city’s website. (Courtesy The 
Houston Chron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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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hewing Gum That Could Reduce 
SARS-CoV-2 Transmission?

Key Points
In experiments using saliva samples from COVID-19 patients, the gum, which 
contains the ACE2 protein, neutralized the virus, according to research led by 

School of Dental Medicine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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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上網自己上網VSVS找老人保險經紀人找老人保險經紀人，，孰優孰優??
李淑惠以專業與助人著稱李淑惠以專業與助人著稱 受長者肯定受長者肯定

(美南新聞休斯頓報導) 美國老人保險對長
者們提供多項福利與保障，在眾多保險公司中
，各有各的長項，不同計劃有不同的優點，對
於密密麻麻的文字敘述，往往讓長者們一個頭
兩個大，到底是自己上網處理老人保險?還是找
保險經紀人服務?本報特別訪問在社區中以爽朗
與直言著稱的王女士，請她談談與老人保險經
紀人的互動經驗，以及她自己的選擇。

王女士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上，因為朋友
的關係而認識萬德福保險的李淑惠經理，知道
她做老人保險，所以就聊起來，相談甚歡之後
，就慢慢開始合作。
自己上網與找保險經紀人差別何在?

王女士的英文程度非常好，自己上網看英
文的保險計劃完全沒問題，但她還是請李淑惠
當保險經紀人，問她為什麼，她表示:李淑惠人

很熱心，服務品質非常好，無論
保險相關的什麼事找她，她都能
幫忙。

王女士指出，找服務好的保
險經紀人會方便非常多，不同保
險公司有不同的計劃，需要做綜
合性的比較，但是每個保險公司
的計劃都很繁複，即使英文很好
，能夠看一、二家保險公司，但
不可能把所有保險的計畫都看完
，找一個服務好又專業的保險經
紀人，可以聽取專業的建議、並
做綜合比較，這樣會輕鬆很多。

同時，有專業人士的經驗與
建議，萬一遇到狀況時，也比較

容易處理，有專家的指導與幫助，能在最快的
時間內做好決定，不會在緊急時刻還浪費時間
。

據王女士的了解，李淑惠做老人保險經紀
人，當初並不是為了賺錢，而是希望能夠幫助
更多老人，尤其是對許多英文不好的長輩幫助
很大，李淑惠以往常常會去老人公寓、老人中
心看那邊的長輩需要什麼，為他們做解說與服
務。
熱忱而專業

在李淑惠幾年的服務之下，王女士對李淑
惠的專業與熱忱相當肯定，每年會聽取李淑惠
對新一年計畫的介紹。同時，李淑惠會協助填
表格，幫忙申請。王女士說，有一年在跟李淑
惠聊天的時候，偶爾談到王女士與先生收到
OTC寄來的包裹不完整，李淑惠立刻熱心的幫

忙寫信給保險公司，雖然日期已經過了，但是
在她的幫忙之下，東西很快就補齊了。

另外一個例子是，對於很多老人家來說，
牙保非常的重要，過去王女士曾經對某家老人
保險公司的牙保不滿意，也請李淑惠幫忙把建
議轉告給保險公司，聽說這個公司之後就換了
牙保的網絡。對保險公司而言，有管道聽取客
戶的心聲非常的重要。李淑惠很在乎客戶的意
見與想法，也會幫忙傳達建議給保險公司，做
了很好的橋樑工作，讓保險計劃能夠更符合長
者們的需要。
先考慮客戶的利益

李淑惠的服務作風體現在誠懇、及信任程
度上，她總是先考慮客戶的利益 ，以他們的健
康狀況來衡量，與客戶溝通後，會根據客戶綜
合的情況，給幾個建議方案，然後與客戶一起
找最適合的。

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不同，有些人不太吃藥
，有些人可能有一些慢性疾病，需要長期吃藥
。而每個人的經濟狀況也不一樣，有些人喜歡
HMO，有些人比較青睞PPO。

就比較福利來說，一般而言，HMO的福利
比較多，但是網路比較窄，看專科醫生要經過
家庭醫師推薦，比較不自由。然而，有些人如
果與家庭醫師比較熟，打一通電話即可，也不
是太麻煩。李淑惠會推薦給客戶比較大的保險
公司，萬一需要找專科醫生的時候，會比較好
找。
多種保險計畫適合長者們

李淑惠表示，不同健康狀況的長輩們適合
不同計畫，長者們要根據實際需求來選擇保險
計畫。您在尋找沒有月費的老人保險? 條件優惠
的牙保? 低自付額卻有廣大醫師網的計畫? 還是
福利優厚的保險計畫? 萬德福保險代理十多家知
名保險公司，您要找的計畫，我們都有!

李淑惠專精的服務項目包括: 老人保險
Medicare、人壽保險、長照保險、年金。代理多
家知名公司。

今年的老人保險註冊開放期是10/15到12/7
，萬得福保險公司特別安排講座詳解2023年老
人保險計畫，十月份的講座時間如附圖，也有
提供一對一服務，歡迎預約。
連絡電話是 281-758-9152，832-538-0455 或
wonderfulsuelee@gmail.com。微信和 LINE 的 ID
是 kpc2056(如果無法加微信/Line，請直接打電
話)。若使用AT&T家庭電話無法撥通者，請改
用手機打。

地 址: 9600 Bellaire Blvd., #129, Houston,
TX 77036 (新搬家至王朝廣場古董店後面)

（本報記者黃梅子）大家好！歡迎收看梅子說，今天給您講一
講俄羅斯會不會真的使用核武器？第三次世界大戰會不會打起
來？

俄羅斯總統普京已經好幾次威脅要動用核武器，好像他隔
一陣就要來嚷嚷那麼一次，就像那個叫叫嚷著狼來了的那個小
孩一樣，大家都疲了，沒那麼當回事了。但是，這一次有可能
是真的狼來了。為什麼呢？因為美國總統拜登10月6日發表講
話說，普京要動用核武器了，他警告說這將是二戰以來最嚴重
的軍事升級。他還強調說這不是開玩笑，而且還使用了"末日
核災難"（"Nuclear Armageddon"）這個詞兒。

拜登這番話不是空穴來風，他是基於美國強大的情報信息
得出的結論。今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拜登對烏克
蘭總統澤連斯基三次喊話，說俄羅斯要打你了，要打你了。那
時候不光澤連斯基不信，全世界都不信，都以為拜登老糊塗了
，信口開河。但是 拜登喊話之後幾天，俄羅斯突然就進攻烏克
蘭了。我們不得不說，這個美國的情報部門確實非常厲害，地
球上空大約有1000顆衛星，其中六百顆是美國的，密密麻麻
的衛星網可以監控到俄羅斯地面部隊的集結規模、布防以及武
器彈藥的運輸，正是基於這些數據，拜登的智庫做出了俄羅斯
會入侵烏克蘭的結論。以前我們在007電影裡看到收集情報都
是使用美人計呀什麼的，夜裡潛入辦公室弄個照相機給文件拍
照，弄個竊聽器24小時監聽。這種方法收集到的情報非常有
限，現在的情報完全不是這個概念，現在是大數據時代。為什
麼前幾年川普要停止微信在美國的使用？就是怕中國掌控美國
的數據。只要一個數據，電腦就可以分析到你的身份。據說普
京每次上廁所，都有一個保鏢提著一個手提箱跟著他，就是把
他的排泄物都要裝在箱子裡再拿回去銷毀，因為怕被敵人拿到
他的標本知道他的生物學數據和健康狀況，對他不利。

普京前不久剛剛弄了個公投，緊急讓烏東四個地區加入俄
羅斯的版圖，然後威脅烏克蘭和西方，準備使用戰術核武器來
保衛新吞併的領土。也就是說，普京就是在為使用核武器找藉
口。這一次恐怕會來真的，因為現在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上節
節敗退，然後經濟又被西方制裁，武器彈藥也消耗得很厲害，
本身俄羅斯大部分的武器裝備就是冷戰時期前蘇聯的常規老式
裝備，軍心又不穩，一遇到烏克蘭正義之師的抵抗就丟盔棄甲
，士兵把坦克輜重扔下就跑。前一陣子普京不得不再徵兵30
萬，結果俄羅斯的男人紛紛逃離，通往邊境的道路擠得水洩不
通。這種情形與烏克蘭正好形成強烈的對比，烏克蘭的男人紛

紛從其他國家回國，參加戰鬥保家衛國。其實一場戰爭
的輸贏，正義的一方一定會取得最後的勝利，即使戰爭
會拉得很長。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都
是這樣。現在俄烏戰爭打成這個樣子，普京是騎虎難下
，根據他的個性，他很有可能會孤注一擲，摔個核武器
出去，要死大家一起死。因為他停不下來了，他如果現
在停戰，不管是歐美還是俄羅斯國內，都要拿他算賬，
很有可能要被碎屍萬段、挫骨揚灰。普京掌控俄羅斯幾
十年，當了總統當總理，當了總理當總統，已經玩夠了
。想想他當年的豪言壯語：給我二十年，還你一個強大
的俄羅斯。這話言猶在耳，但是照這個趨勢下去，俄羅
斯很大可能會二次解體。
接下里的戰局，普京很有可能會使用核武器？如果是這

樣，地球是不是會毀滅，然後所有的人在瞬間化為灰燼消失在
茫茫宇宙裡呢？我們要從幾個方面來分析這個問題。首先，我
們想像中的核導彈發射是普京按下核按鈕手提箱的按鈕，然後
核彈就發射出去了，整個地球在幾分鐘之內爆炸，所有的人都
死了，包括普京，無一倖免。但實際上，真實的操作比這個複
雜得多，在核彈已經在核發射井準備就位的情況下，至少要經
過4道手續，首先普京有一組密碼，然後呢國防部長也有一組
密碼，如果這兩人都同意發射核彈呢，各自將“核按鈕”手提
箱內的密碼，同時發送至總參作戰部；第二步呢，俄羅斯總參
作戰部特種通訊中心將收到的密碼混編成一組新密碼，加密下
傳至擁有戰略核武器的諸兵種部隊中央指揮所；第三步呢，各
中央指揮所需要再將指示下傳至承擔戰略值班任務的部隊，第
四步是，俄導彈基地、核潛艇及戰略轟炸機等發射台領命實施
核打擊。執行這四道手續有好幾百人，如果這些人裡有任何一
個人不執行，那麼核彈就發射不了。

好，現在我們假設，俄羅斯軍隊嚴格執行普京的命令，將
核彈發射出去了，那麼世界會不會馬上毀滅？答案是不會。為
什麼呢？因為核武器分為戰略核武器和戰術核武器。

什麼是戰術核武器呢？戰術核武器是小型核彈頭及其運載
系統，使用於戰場，或開展有限度打擊。戰術核武器旨在摧毀
特定區域內的敵方目標，而不會造成大範圍的放射性污染。最
小的戰術核武器可以是一千噸級或更少，即一千噸TNT炸藥當
量，最大的可以達到十萬噸TNT炸藥當量。美國1945年在廣
島投下的原子彈是一萬五千噸級，炸死了十萬人，整個城市毀
滅，但是這個原子彈還是屬於戰術核武器，在核武器裡屬於小
兒科。

戰略核武器殺傷力就大得多了，可以高達100萬噸級，就
是說一顆戰略核彈大約相當於67顆廣島原子彈，也就是說可
以炸毀67個廣島這麼大的城市，後期的核輻射帶來的惡果就
更沒法計算了。如果使用洲際戰略核彈，則可以遠程打擊，比
如說直接打到美國本土，那後果是相當嚴重了。不過大家不要
怕，美國2017年就已經發展出了洲際彈道導彈攔技術。俄羅
斯雖然擁有的核武器號稱比美國多，但是那些冷戰時期造出來
的核彈很多因為沒有錢保養已經失效了，只剩大約30%的核彈
還可以用，但是美國的軍事技術比俄羅斯強太多了，美國現在
已經是全面戒備，俄羅斯的核彈一發射，美國馬上就可以攔截
下來。所以，我們不必擔心地球毀滅。

根據現在的形勢來分析呢，俄羅斯很有可能會在烏克蘭局

部使用戰術核彈。為什麼呢？因為俄羅斯一旦使用戰略核武器
，那北約肯定百分百必須參戰，而且也可以使用核武器回擊，
那結果只有一個，俄羅斯肯定亡國，因為實力懸殊太大，舉北
約之力打一個強弩之末的俄羅斯，那太容易了。就像大象踩死
一隻老鼠這樣容易。普京不被打死也得被送上斷頭台絞死，或
像希特勒似的，自己自殺。如果普京使用戰術性核彈小小地打
一傢伙呢，這步險棋倒真是有可能反敗為勝。這步棋就是賭美
國不敢參戰，現在美國國內其實也是千瘡百孔，物價飛漲、股
市暴跌，經濟已經進入衰退。而且國內的民眾不願意打仗，馬
上就要期中選舉了，民意就是選票啊，也許拜登和政治家們出
於政治正確會想參戰，但是選票會決定民主黨能不能繼續坐在
白宮和國會。如果美國最後認慫了，那麼其他北約國家肯定會
跟著認慫，誰都不想去送死，但是美國會加大對烏克蘭的軍援
，提供常規大規模殺傷武器，包括中遠程彈道導彈、巡航導彈
等先進武器。狹路相逢勇者勝，現在普京反正什麼都沒有了，
光腳的不怕穿鞋的，看看你美國敢不敢再打一個二十年的阿富
汗戰爭。

如果普京使用核武器，中國在國際上就很尷尬了，目前中
國在俄烏戰爭的事情上一直騎牆，不肯明確表態。但是一旦烏
克蘭受到核攻擊，北京就不得不站隊烏克蘭了，因為1994年
美歐國家讓烏克蘭銷毀核武器的時候，中國作為聯合國五大常
任理事國之一是簽署了核不擴散條約的，承諾烏克蘭受到核攻
擊的時候，中國要對他提供安全保證。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來
，北京其實是暗地裡支持俄羅斯的，如果硬要中國站隊，說不
定北京乾脆藉著天下大亂，武統台灣算了。這也許是百年難遇
的天賜良機。

我們現在說回到烏克蘭，則連斯基在前幾天接受澳大利亞
媒體採訪的時候，呼籲北約先發製人，先用核武器打俄羅斯。
他這麼說，也是怕北約臨陣脫逃，想把北約拖下水。確實則連
斯基也是打落牙齒往肚子裡吞，北約把烏克蘭推在前面與俄羅
斯硬槓，死的都是烏克蘭人，自己給這幫西方政客頂雷。但是
則連斯基的呼籲應該沒什麼作用，對於皮糙肉厚的西方政治家
們來說，犧牲烏克蘭一個國家，換取打趴瓦解俄羅斯，重新佈
局世界版圖，還是很值的。這樣看來，俄烏戰爭會不會引發第
三次世界大戰，我們很快就可以見分曉了。

好了，這一期的梅子說就到這兒了，感謝您的收看。
本期《梅子說》於2022年10月17日晚上7點在美南國際電視
15.3首播，本週六10月22日晚上7:30重播，歡迎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梅子說梅子說》》--------
普京會動用核武器嗎普京會動用核武器嗎？？地球會毀滅嗎地球會毀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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