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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3日  星期日
wechat : AD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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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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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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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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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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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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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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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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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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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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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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餐館請人
位Katy區

誠請油鍋師傅

意者請電或短訊

646-520-5775
347-277-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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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者請私信:非誠勿擾
646-520-5775
347-277-1612
●另請油鍋師傅

KATY日餐
誠請●壽司師傅
●廚房師傅
●Part time企台

無人接聽時,
請短信或留言:

832-232-1001

外賣中餐館出售
位奧斯汀,
因人手不足,
二十多年老店
生意12餘萬.
意者請聯系:

346-558-9582
512-441-9398

中國城餐館
即將營業誠聘
南北點心師傅、
炒鍋、抓碼、

前台服務員多名
意者請電：

415-812-5851

中餐館轉讓
Pearland Pkwy,

2460 sqft,設備齊全，
生意3萬以上，

房租5500，售價8萬。
請電：before 10am
832-643-8099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餐館招聘
●抓碼 ●打雜

距離休斯頓2小時
車程, 包吃住.
意者請電:

361-649-7476
361-573-6600

分類廣告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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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格 (2units)

3格 (3units)

4格 (4units)

一 週

1 wk

$45

$90

$135

$180

二 週

2 wks

$80

$160

$240

$320

三 週

3 wks

$105

$210

$315

$420

一 月

1 mon

$125

$250

$375

$500

格數Size

週數Week

上班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

Business Hours：

Monday-Friday：

8:00am-4:00pm

電話，傳真，電郵，上網或登門刊登

一通電話，萬事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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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X 77072

Place Your AD 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公告欄 (定稿規則定稿規則)
---------------------------------------
●分類廣告請預付廣告費,如中途停刊者, 恕不退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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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電話(Tel)/ 微信Wechat / 傳真(Fax), 訂稿委刊-
請告知信用卡號碼/姓名/有效期限/CVV號/郵編/地址號.
其訂稿如有錯誤由客戶自行負責,恕不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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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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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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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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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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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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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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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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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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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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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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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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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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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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面,辦公室
鋪位,各種生意
出租或出售

500

Business Opportunity

分類廣告

誠聘儀器銷售員
集醫學實驗室
和醫療儀器銷售

為一体的休市公司，
誠聘eBay和Amazon

等網路銷售人員
意者請來電：

346-239-0859

尋找保姆
West U. 兩個孩子,
兩歲和 8 個月.

周一,三,五和周六
會說普通話.
Call or text

713-865-0727

*糖城住家保姆
善烹飪,愛清潔,
人口簡單,住糖城
離中國城12分鐘

聯系電話：
281-81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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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區好房出售
Westheimer & Gessner
月收租金$5000多
售價 $425,000

意者請電:
713-502-3973

卡車公司招聘
長途A 牌司機,

待遇好.
有經驗者優先.

意者請聯系:王先生
713-703-5288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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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Service

誠招住家保姆
德州奧斯汀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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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優,請電：
512-750-7446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徵求行政助理1名

1.具備中文及英文說、聽、讀、寫（含電腦打字）能力
2.具美國國籍或美國永久居留權(綠卡)&合法工作權
3.高中以上學歷
4.Microsoft Word、Excel(或類似電腦軟體)文書處理能力
5.美國合法駕駛執照，可駕駛Mini Van等廂型車
6.熱心開朗、積極主動. 7.具有臺灣生活經驗者尤佳
●工作內容：
1.各項活動業務聯繫及接待
2.駕車外出寄信、採購、洽公及辦理活動等公務事宜
3.一般文書、庶務行政工作
4.其他交辦事項
意者請於2022年10月31日（星期一）下午4時前,
將以下文件以電子郵件寄至kplu@mofa.gov.tw
( 標題請註明應徵行政助理+姓名 )，
符合資格者本處將另行通知面談及測試事宜。
●應徵所需文件：
1.中英文履歷(含照片). 2.學、經歷證明
3.身分證明文件. 4.駕照影本. 5.其他證明文件

*AlliedStone Houston Hiring Office Administrator
Compensation package includes:
● Health Insurance Options
● 401K Options, Paid Time Off, Holiday Pay
We welcome all fresh graduates and a perfect candidate with office
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s apply.
Bilingual in Chinese and English will be a plus. Please send resume:
Randyl@alliedstoneinc.com or call 713-581-9300 Ext. 573
Address: 11502 Charles Rd, Houston, TX 77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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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中心誠聘
1. 司機:
駕技良好,有愛心

2.廚房幫廚
以上工時短,薪資優

請電: 廖先生
832-866-8801



CC33分類廣告3
星期日       2022年10月23日       Sunday, October 2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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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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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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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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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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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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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州Lake Charles賭場
每週日下午 2：30送
每週二上午 10：30接

中國城黃金廣場⇆Lake Charles 酒店
單程約兩個半小時,免自駕之勞頓,

7座舒適商務車,可代訂酒店.
三人及以上可門到門接送.

垂詢及預約電話:346-218-4568 李先生

路州賭場接送
Casino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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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sage Store
SPA /Salon

For Sale

按摩店/美容院
出租或出售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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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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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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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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排污
德州執照TCEQ24431

抽餐館油井,
洗衣店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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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服務公司
執照電工.經驗豐富.
灑水系統,家電維修,
水電新建和修理,

洗衣,烘乾,冰箱,熱水爐
打碎機,下水道,

281-610-2068

敦煌地板
地板$1.89/呎 &up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廚浴更新
832-353-6900

9889 Bellaire #B-24-C
( 大中華超市旁邊)Flooring Service

地板銷售安裝

700

屋頂專家風災冰雹索賠專家
26年經驗,價格合理
修補翻新各種屋頂
大小工程,質量保證
免費估價. Min Park
832-202-8432Claims Service

房屋理賠

萬家樂冷暖氣
政府執照TACLB95906E百萬保險

安裝、精修 : 各種品牌冷暖氣
維修保養,配件更換,水務電器,專業誠信
~ 政府認可的TOP空調專業技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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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700

誠信專業水電
專精上下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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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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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832-708-8688
短信832-929-2771

陳氏專業冷氣
冷暖氣系統

保養,維修,安裝,
家電,熱水爐.

政府執照,15年經驗
請電: 陳(英粵國越)
281-236-2846

電 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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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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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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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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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廣告專頁 美南網站路州Lake Charles賭場
每週日下午 2：30送
每週二上午 10：30接

中國城黃金廣場⇆Lake Charles 酒店
單程約兩個半小時,免自駕之勞頓,

7座舒適商務車,可代訂酒店.
三人及以上可門到門接送.

垂詢及預約電話:346-218-4568 李先生

路州賭場接送
Casino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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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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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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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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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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 AC
Service

冷
暖
電
氣

700

小山東冷暖氣
專業維修為您省錢. 住宅/商鋪,節能空調.

精修冷暖氣系統,冷暖氣維修更換,
專業安裝節能空調,保修3年,

新空調,10年質保,
維修,安裝,價袼公道,質量保證.
~政府認可～ 24小時急修急通.

電話: 626-407-9232（小侯 Jim）

水電空調
水、電、空調系統及設備的

檢測、修理、更換。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請電: 王師傅
346-276-5578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59

90

Av
e.

 E

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關榮根
主任牧師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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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lenskiy calls on West to warn Rus-
sia not to blow up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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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LINE NORTH OF KHERSON, Ukraine, Oct 21 (Re-
uters) -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called on the 
West to warn Russia not to blow up a huge dam that would flood 
a swath of southern Ukraine, as his forces prepare to push Mos-
cow’s troops from Kherson in one of the war’s most important 
battles.

In a television address, Zelenskiy said Russian forces had planted 
explosives inside the huge Nova Kakhovka dam, which holds 
back an enormous reservoir that dominates much of southern 
Ukraine, and were planning to blow it up.

“Now everyone in the world must act powerfully and quickly to 
prevent a new Russian terrorist attack. Destroying the dam would 
mean a large-scale disaster,” he said.

Russia accused Kyiv earlier this week of rocketing the dam and 
planning to destroy it, in what Ukrainian officials called a sign 
that Moscow might blow it up and blame Kyiv. Neither side pro-
duced evidence to back up their allegations.

The vast Dnipro bisects Ukraine and is several km wide in plac-
es. Bursting the dam could send a wall of water flooding settle-
ments below it, towards the city of Kherson, which Ukrainian 

forces hope to recapture in a major advance.

Italy’s outgoing finmin says Giorgetti right 
choice as successor
Hungary gets exemption from planned EU gas 
price cap, PM Orban says
It would also wreck the canal system that 
irrigates much of southern Ukraine, including 
Crimea, which Moscow seized in 2014.

The alarm has echoes of a World War Two 
disaster at another huge dam further upriver, 
which Ukrainian historians say was dynamit-
ed by Soviet sappers as their troops retreated, 
causing floods that swept away villages and 
killed thousands of people.

Zelenskiy called on world leaders to make 
clear that blowing up the dam would be treated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use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ith similar consequences 
to those threatened if Russia uses nuclear or 
chemical weapons.

‘DIFFICULT DECISION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attles of the eight-
month-old war is coming to a head near the 
dam as Ukrainian forces advance along the 
river’s west bank, aiming to recapture Kherson 
city and encircle thousands of Russian troops.

Ukraine has imposed an information blackout 
from the Kherson front, but Russia’s com-
mander Sergei Surovikin said this week that 
the situation in Kherson was “already diffi-
cult” and Russia was “not ruling out difficult 
decisions” there.

Ukrainian troops manning a section of the 

front north of Kherson on Friday said there 
had been a noticeable reduction in recent 
weeks in shellfire from Russian positions in 
a tree line that sweeps across an expanse of 
fallow fields, some 4 km away.

The drop off in shooting and an absence of 
Russian armor movement in the sector, they 
said, indicated the Russians were short of 
ammunition and equipment. The only sign 
of fighting was the occasional crump of an 
exploding shell in the distance.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inspects 
preparations of mobilised reservists at a mili-
tary training centre in Ryazan Region
A satellite image shows a view of the loca-
tion of the Kakhovka dam and the surround-
ing region in Kherson Oblast
A satellite image shows a view of the loca-
tion of the Kakhovka dam and the surround-
ing region in Kherson Oblast

“They’ve been shooting less starting about 
three weeks ago,” said Myhailo, 42, who like 
other soldiers deployed with him withheld his 
last name. “And their drones are less active.”

“It’s probably been about a month there’s 
been less shelling,” agreed Sasha, 19. “This 
has to finish at some point. Their ammunition 
can’t last forever.”

The Kremlin on Friday sidestepped a ques-
tion about whether or not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had given an order for Russian forces 
to withdraw from Kherson.

Ukraine’s armed forces general staff said 
up to 2,000 newly-mobilised Russians had 
arrived in the region “to replenish losses and 
strengthen units on the contact line”.

Russian-installed occupation officials have 
begun what they say is the evacuation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civilians across the river 



CC66
星期日       2022年10月23日       Sunday, October 23, 2022

English

1010//2121//20222022

U.K. Prime Minister ResignsU.K. Prime Minister Resigns
After just six weeks in offic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Liz
Truss resigned and showed
just how chaotic British
politics has become in recent
years.

Truss was the fourth prime
minister to resign since the
Brexit vote of 2016.

When the British people
voted to leave the EU, it
changed the course of the
county’s foreign economics
and trade policies that made
this nation poorer and politics
less relevant.

When Truss replaced Johnson in September,
she promised to kick off the economy with tax
cuts for corporations and the rich without
reducing public spending. Amid a 10% inflation
rate and the war in Ukraine, her plan spooked
the financial markets, crashed the pound and
sent mortgage rates soaring.

Truss said she will remain as prime minister
until a successor is chosen. The election for a
new leader will be completed within the next
week.

Editor’s Choice

Ethiopia’s Werkuha Getachew celebrates winning the women’s 3000m stee-
plechase at Diamond League, Monaco. REUTERS/Eric Gaillard

Saul, 4, wipes the tears of his father Franklin Pajaro, after they were expelled from the U.S. 
and sent back to Mexico under Title 42, near the Paso del Norte International border bridge, in 
Ciudad Juarez, Mexico, October 17, 2022. REUTERS/Jose Luis Gonzalez

Maria Alejandra Cabrera, from Venezuela, helps her son Jean Carlos Quevedo, 3, from 
Columbia, to try on shoes at a shelter run by Colores United in Deming, New Mexico, U.S., 
October 20, 2022. REUTERS/Paul Ratje

Leonardo Martinez, a migrant 
from Venezuela who has not 
crossed into the U.S. due to the 
new immigration policies, rests 
on the train tracks near the Paso 
del Norte International border 
bridge, in Ciudad Juarez, Mex-
ico October 20, 2022. REU-
TERS/Jose Luis Gonzalez

Venezuelan migrants, ex-
pelled from the U.S., and 
sent back to Mexico under 
Title 42 as part of a new 
policy to curb the number 
of illegal crossings at the 
Mexico-U.S. border, eat 
near the Paso del Norte In-
ternational border bridge, 
in Ciudad Juarez, Mexico, 
October 16. REUTERS/
Jose Luis Gonzalez

Local children Salsa, 7, and Ris-
ka, 8, run over a wooden bridge 
as they play at a slum area in the 
north coast of Jakarta, Indonesia, 
August 25. REUTERS/Willy 
Kurniawan



CC77
星期日       2022年10月23日       Sunday, October 23, 2022

English

Key Points                                                                                                           
Why Is China Best Placed To Help                     

Negotiate An End To The Ukraine War?
Developments at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ummit reflect shifting regional 
power dynamics and the evolving China-Russia 

relationship
China’s balancing act affords Beijing the necessary 

degree of influence and impartiality to help                                        
meditate a way out of the Ukraine crisis

By Guest Writer Wang Huiyao*
Last week, many eyes were trained on the ancient city 
of Samarkand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hang-
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Coming at a 
time of mounting global challenges and geopolitical 
tensions, the summit show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CO and China’s role in promoting multilateralism, 
connectivity and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 and 
beyond.
In Samarkand, SCO members adopted more than 40 
outcome documents covering a range of fields and 
issued statements on pressing issues such as food 
security, energy security, climate change and supply 
chain security. New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ere also 
announced, including the Mongolian section of a new 
Russia-China gas pipeline and a joint agreement be-
tween China, Kyrgyzstan and Uzbekistan to build a 
transnational railroad.
Once complete, it will shorten the rail freight journey 
from China to Europe, which currently goes through 
Russia, by 900km. This new route through Central 
Asia had long been considered but previously did not 
proceed, partly because it went against Russia’s strate-
gic and economic interests.

A statue of Ukrainian poet, writer and artist Taras 
Shevchenko is seen in front of the destroyed Pal-
ace of Culture in the retaken city of Derhachi,                                         
in the Kharkiv region of Ukraine, on September 
20. Photo: AFP
The fact that it is now going ahead reflects shifting 

power dynamics in the region and the evolving Chi-
na-Russia relationship. These changes were also seen 
in the meeting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
tries.
On the one hand, China and Russia underscored the 
strength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pledged to 
support each other on issues concerning their respec-
tive core interests.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described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s “solid as a mountain.”
In the last few months, a series of events have drawn 
China and Russia closer together. China was already 
Russia’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has become 
even more economically important for Moscow 
amid Western sanctions. In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this year, total good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us-
sia jumped 31.4 per cent year on year to US$117.2 
billion.

Chinese Troops In Training
In Samarkand, Putin expressed strong support for 
China, going so far as to condemn the “provocative 
moves by individual countries on issues concerning 
China’s core interests.” Ongoing developments, such 
as the progression of the Taiwan Policy Act through 
the US Congress, are likely to further cement Chi-
na-Russia alignment on this issue.
Last week, many eyes were trained on the ancient city 
of Samarkand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SCO). Coming at a time of 
mounting global challenges and geopolitical tensions, 
the summit show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CO and 
China’s role in promoting multilateralism, connectivi-
ty and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 and beyond.
In Samarkand, SCO members adopted more than 40 
outcome documents covering a range of fields and 
issued statements on pressing issues such as food 
security, energy security, climate change and supply 
chain security. New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ere also 
announced, including the Mongolian section of a new 
Russia-China gas pipeline and a joint agreement be-
tween China, Kyrgyzstan and Uzbekistan to build a 
transnational railroad.
Once complete, it will shorten the rail freight journey 
from China to Europe, which currently goes through 
Russia, by 900km. This new route through Central 
Asia had long been considered but previously did not 
proceed, partly because it went against Russia’s strate-
gic and economic interests.

A Soldier Walks Past A 
Destroyed Russian Tank
The fact that it is now 
going ahead reflects shift-

ing power dynamics in the region and the evolving 
China-Russia relationship. These changes were also 
seen in the meeting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On the one hand, China and Russia underscored the 
strength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pledged to 
support each other on issues concerning their respec-
tive core interests.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described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s “solid as a mountain.”
In the last few months, a series of events have drawn 
China and Russia closer together. China was already 
Russia’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has become 
even more economically important for Moscow 
amid Western sanctions. In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this year, total good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us-
sia jumped 31.4 per cent year on year to US$117.2 
billion.
In Samarkand, Putin expressed strong support for 
China, going so far as to condemn the “provocative 
moves by individual countries on issues concerning 
China’s core interests”. Ongoing developments, such 
as the progression of the Taiwan Policy Act through 
the US Congress, are likely to further cement Chi-
na-Russia alignment on this issue.

Victims Of War-Torn Ukraine
On the other hand, in contrast to their unified stance 
on Taiwan, perhaps the most notable outcome of 
the meeting was to put clear water between Beijing 
and Moscow regarding the war in Ukraine. Putin ac-
knowledged the “balanced position” and “questions 
and concerns” of China on the Ukraine crisis and said 
he would “explain our position”.
Coming from a leader not known for feeling a need to 
explain anything to anyone, Putin’s admission of Bei-
jing’s reservations signals that, contrary to the views of 
some people, China is not fully aligned with Putin on 
Ukraine and did not conspire to support the invasion.
Putting these statements together, we see that whil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remains strong, China has 
put some distance between itself and Russia on the 
Ukraine issue.
Last week, many eyes were trained on the ancient city 
of Samarkand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hang-
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Coming at a 
time of mounting global challenges and geopolitical 
tensions, the summit show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CO and China’s role in promoting multilateralism, 
connectivity and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 and 
beyond.

Ukraine Soldiers Fire Long-Range Artillery 
At Enemy Troops

In Samarkand, SCO members adopted more than 40 
outcome documents covering a range of fields and 
issued statements on pressing issues such as food 
security, energy security, climate change and supply 
chain security. New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ere also 
announced, including the Mongolian section of a new 
Russia-China gas pipeline and a joint agreement be-
tween China, Kyrgyzstan and Uzbekistan to build a 
transnational railroad.
Once complete, it will shorten the rail freight journey 
from China to Europe, which currently goes through 
Russia, by 900km. This new route through Central 
Asia had long been considered but previously did not 
proceed, partly because it went against Russia’s strate-
gic and economic interests.
The fact that it is now going ahead reflects shifting 
power dynamics in the region and the evolving Chi-
na-Russia relationship. These changes were also seen 
in the meeting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
tries.

Xi Jinping and Vladimir Putin speak in person                                                               
for first time since Russia invaded Ukraine

On the one hand, China and Russia underscored the 
strength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pledged to 
support each other on issues concerning their respec-
tive core interests.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described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s “solid as a mountain.”
In the last few months, a series of events have drawn 
China and Russia closer together. China was already 
Russia’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has become 
even more economically important for Moscow 
amid Western sanctions. In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this year, total good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us-
sia jumped 31.4 per cent year on year to US$117.2 
billion.
In Samarkand, Putin expressed strong support for 
China, going so far as to condemn the “provocative 
moves by individual countries on issues concerning 
China’s core interests”. Ongoing developments, such 
as the progression of the Taiwan Policy Act through 
the US Congress, are likely to further cement Chi-
na-Russia alignment on this issue.

President Xi And 
Putin Review The 

Troops
On the other hand, 
in contrast to their 
unified stance on 
Taiwan, perhaps 
the most nota-

ble outcome of the meeting was to put clear water 
between Beijing and Moscow regarding the war in 
Ukraine. Putin acknowledged the “balanced position” 
and “questions and concerns” of China on the Ukraine 
crisis and said he would “explain our position.” (Cour-
tesy https://www.scmp.com/)
Related

Putin Grants Russian Citizenship To Edward 
Snowden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has granted Russian 
citizenship to former American security contractor 

Edward Snowden Monday, the Associated Press first 
reported.
Putin signed a decree Monday granting Snowden cit-
izenship nearly two years aft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NSA) whistleblower petitioned for it 
along with his wife, citing a fear of being separated 
from their son in “this era of pandemics and closed 
borders.” Snowden has not renounced his U.S. citi-
zenship, but remains wanted by American authorities 
on charges of theft of government property and viola-
tion of the Espionage Act.

Edward Snowden
Seung Min Kim
@seungminkim
·Follow
MOSCOW (AP) — Presi-
dent Vladimir Putin grants 
Russian citizenship to for-
mer US security contractor 

Edward Snowden.
11:05 AM · Sep 26, 2022
Snowden, who was granted permanent residency in 
Russia in 2020, was one of 75 foreign nationals grant-
ed citizenship Monday. He has lived in Russia since 
2013 while evading capture by U.S. law enforcement.
Snowden is wanted for allegedly leaking highly clas-
sified documents exposing several global surveillance 
operations involving the NSA 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in 2013. He initially fled to Hong Kong in 
May of 2013 before reportedly passing the documents 
to journalists, including Glenn Greenwald in June, be-
fore making his way to Russia later that month after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voked his passport.

Putin initially described Snowden’s fleeing to Russia 
as an “unwanted Christmas present” in 2013 and said 
he should leave the country, but Russia has repeatedly 
refused to extradite him to the U.S. in the years since. 
Numerous American politicians and activists have pe-
titioned for Snowden to be pardoned, characterizing 
him as a freedom fighter who exposed government 
corruption and spying against its own citizens. Crit-
ics label him a traitor for leaking government secrets, 
including revealing sensitive information to China on 
American efforts to infiltrate CCP institutions. (Cour-
tesy https://dailycall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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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ktainian Flag hung on the side of a building offers 
solace to some.

Volunteers with signs welcome Ukrainian refugees as 
they arrive at the Tijuana airport to help them on their 
journey to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fleeing the war in 
Ukraine,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state, Mexico on 
on April 8, 2022. (PHTO/PATRICK T. FALLON, AFP 
VIA GETTY IMAGES)

Ukrainians who are seeking asylum in the United States 
gather in a city government shelter for Ukrainians, 
amid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on April 6, 2022 
in Tijuana, Mexico. Authorities opened the nearby El 
Chaparral port of entry today solely for the processing 
of Ukrainian asylum-seekers. U.S. authorities are allow-
ing Ukrainian refugees to enter the U.S. at the Southern 
border in Tijuana with permission to remain in the 
country on humanitarian parole for one year. (MARIO 
TAMA, GETTY IMAGES)

Two Ukrainian women sit and wait for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to allow them to enter the 
U.S.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on April 5, 2022. (OMAR ORNELAS, EL 
PASO TIMES/USA TODAY NETWORK)

Ukrainian refugees wait to be allowed to enter the U.S. 
by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on April 5, 
2022. (OMAR ORNELAS, EL PASO TIMES/USA 
TODAY NETWORK)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llow Ukrainian 
refugees to enter the U.S.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on April 5, 2022.(OMAR ORNELAS, EL PASO 
TIMES/USA TODAY NETWORK)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officers take pho-
tos of Ukrainian refugees as they await to be allowed 
to enter the U.S. by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
nia on April 5, 2022. (OMAR ORNELAS, EL PASO 
TIMES/USA TODAY NETWORK)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stop a Russian 
citizen from entering the U.S.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on April 5, 2022. 
(OMAR ORNELAS, EL PASO TIMES/USA TO-
DAY NETWORK)

A volunteer (L) bids farewell to Ukrainians who are 
seeking asylum as they gather on a bus on their way 
to the El Chaparral port of entry, before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amid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on April 6, 2022 in Tijuana, Mexico. (MARIO 
TAMA, GETTY IMAGES)

Ukrainians who are seeking asylum walk at the El 
Chaparral port of entry on their way to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amid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on April 6, 2022 in Tijuana, Mexico. MARIO TAMA, 
GETTY IMAGES

Ukrainians who are seeking asylum in the United 
States gather in a city government shelter for Ukraini-
ans, amid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on April 6, 
2022 in Tijuana, Mexico. (MARIO TAMA, GETTY 
IMAGES)

Ukrainian refugees wait for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uthorities to allow them to enter the USA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
fornia, on April 5.(OMAR ORNELAS/USA TODAY 
NETWORK)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llow Ukrainian 
refugees to enter the U.S. at the San Ysidro Port of 
Entry in Tijuana, Baja California as two Russian citi-
zens watch on April 5, 2022. (OMAR ORNELAS, EL 
PASO TIMES/USA TODAY NETWORK)

Elderly woman being transported by a relative.

Ukrainians families gather their belongings hoping to 
cross the border into the US.

Ukrainians wait for processing by US authorities at 
the Texas-Mexico border.

Family members offer each other comfort in the un-
certain time.

A Ukrainian family contemplates the future in a new 
country.

A father holds his son up to see the massive group of 
his fellow countrymen scattered  together in a foreign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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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Essay Of A Human Tragedy~ 
Refugees Of War Are Now Our Neighbors
Ukraine Refugees Wait In Tijuana 
For Permission To Enter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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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維脩大全汽車維脩大全（（十六十六））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國房地產
經紀人陣容龐大，全國有一百多萬有
房產執照的經紀人。美國人每7年就
要換一次房子，手續複雜，所以買賣
房屋的時候，選擇一個好的房地產經
紀人是非常重要的。華人也喜歡投資
出租房，在美國出租房屋也是很複雜
的，涉及到法律、稅收、維修等很多
問題，如果你能找到一個靠譜的房地
產管理公司來幫您管理，那一切都會
變得很簡單。

休斯頓的菁英地產就是一家信譽
良好、專業可靠的房地產公司，公司
不光做住宅房屋的買賣租賃，而且商
業地產這一塊業務也越來越多。

公司創始人Kevin介紹說，菁英
地產的業務主要分為三個商業領域：
首先是房地產的Brokerage, 雖然這個
不是公司的主要業務內容，但是這方
面的積累也為公司建立了商業方面的
信息和溝通網絡。公司內部的經紀人
很多時候都會參與到公司的商業投資
項目。他們不光是公司的經紀人，也

成為了公司的合作夥伴。因為是處於
增加人際關係和網絡溝通的目的，所
以這個部門在運行當中不是特別在乎
營運收入, 希望用較低的會員費把更
多的志同道合的經紀人聯繫在一起,
增加在商業信息上的互通和合作。

公司運行中的第2個商業範圍是
物業管理, 這個部門的收入公司日常
運行的主要項目。雖然統稱物業管理
，但又細分為幾個分項部門。首先是
為客戶做住宅物業管理，負責物業的
維修和租賃，保證我們的客人能達到
應有的投資回報率。其次是為小區做
物業管理，也就是大家統稱的HOA的
管理。這也是我們公司一個比較新的
部門，是為了更好的配合私募基金的
運行, 接下來這個商業物業管理部門
也是跟私募基金相配合的，管理購物
中心和公寓小區的租賃。最後一個物
業管理分部門是和政府機構連接，管
理Boarding Home和 Alternate Hous-
ing為低收入和有犯罪背景的人群提
供住宿，這也是一個比較有挑戰的商

業領域，亞裔同行涉足這一方面還是
比較少。因為交涉到不同層次的客人
群體，在溝通和管理上需要有一定的
人生閱歷，所以對年輕的員工比較有
挑戰性。雖然這是公司最老最穩定的
物業管理部門，但是和公司將來的發
展目標相左，所以公司會在未來的慢
慢地收縮這一部分的業務。

公司的第3個商業領域是私募基
金，或稱天使基金，這也是公司最近
四五年擴張最大的商業範疇。在不同
項目的運行當中又以private equity和
syndication的兩種方式在運行和合作
。在住宅項目方面既有買地建房，也
有通過批發和拍賣渠道進行舊房改建
。在商業項目方面涉及的物業的形式
和種類更廣泛，既有整個的公寓小區
，購物中心和辦公倉儲。因為疫情在
家辦公的趨勢，所以暫時沒有涉及到
辦公大樓的業務。特別在今年的通膨
高居不下，利率不斷在升高的情況下
，公司把新開發項目著重在了公寓小
區。投資項目既有一兩年周期的，也

有三到五年周期的。在不同的項目當
中通過對物業的改建，提高入住率和
租金，讓物業增值。在項目的周期內
，通過公司內部物業管理和工程建築
團隊的緊密配合，有效的降低了運營
成本。在很多項目週期內，我們的投
資方每季度就會從租金當中得到利潤
的分紅。當然每個項目都有它的獨特
性，每一個類型的物業都需要有豐富
的商業背景知識去分析和識別，從選
項到立項都需要整個團隊的參與和操
作。

感興趣的經紀人和投資人可以直
接 跟 總 裁 Kevin Jiang （ 手 機
281-529-5599）聯繫，溝通具體細
節。

菁英地產World Elite Realty
地址：7001 Corporate Dr, #135,Hous-
ton, TX77036
電話：281-529-5588
網址：www.werilty.com

菁英地產菁英地產，，您物業買賣和管理的最佳選擇您物業買賣和管理的最佳選擇！！

52、加油時，發動機轉速升高可是車速卻不能提高。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車輛行駛中若是發現車輛加速時，尤其是急加速時車輛不能隨著發動機的轉速升高而提速，對於手動變
速器而言，一般是由於離合器片損壞造成的。自動變速器的車輛一般是由於變速器內的摩擦片損壞造成的。此時就不能
再加速行駛了，以避免更大的經濟損失。應尋求救援或是慢慢將車輛開到維修廠進行修理。

53、車門玻璃在升降時，有輕微的“嘎拉”聲。
故障判定：維護類故障。

原因分析：汽車在使用一段時間後會出現車門玻璃在升降時，有輕微的“嘎拉”聲。尤其是駕駛者側的嚴重。這主
要是因為北方的風沙較大，經常會在車門玻璃和密封膠條接觸的地方存留了一些細小的灰塵和沙礫，造成玻璃升降時出
現噪音。這時要及時清潔車門玻璃的密封膠條和滑道絨槽內的沙塵，否則會劃傷車門玻璃。

54、安全帶收回時不自如。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有些車輛的自動卷回式安全帶使用一段時間後會出現當鬆開安全帶後不能及時收回，一般這都是因為安
全帶臟造成的，只要做好清潔就解決了。

55、轉向燈點亮時，閃爍的頻率比平時快。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當搬動轉向燈的手柄後，儀錶盤上的轉向顯示燈閃動的頻率比平時快，這是故障。一般都是由於一側的
轉向燈泡壞掉後，由於線路的電阻發生變化所造成的。當你的車輛出現此現象時，一定要及時檢查更換，以保障交通安
全。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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