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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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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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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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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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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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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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城快餐店
招請打雜及包外賣
每天$120,包吃包住,
離休士頓4個小時車程,

灰狗巴士 從
終點站到貝城終點站,
試工包車票. 請電:
225-772-8584

商場內快餐店
誠 聘

炒鍋及打雜各一名,
夫婦最佳.

全工,包食宿,薪水優.
工作容易,廚房冷氣夠

意者請電:
832-633-8793

分類廣告

新皇宮海鮮酒樓
誠聘炒鍋,抓碼,油爐
企檯,傳菜. 收銀,帶位

意者請電:
281-240-8383

New Palace
Dim Sum & Seafood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超市內壽司吧售
Sushi bar for sale
位於Kroger內的獨立
sushi bar 出售，
近I-45N,生意好,

環境好,無租金水電費
有意者請聯系或短信
917-912-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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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吃外賣店轉讓
地區好，生意穩，
租金便宜，可改做

Sushi,面店，
因人手不足。
意者請電:

281-813-6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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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ffet店請人
位於休士頓

Westheimer, 誠招
全工&半工企台
需報稅,熟手.
聯系電話:

713-789-0845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Katy 100%
賺錢中餐館轉讓
絕佳位置，租金低，

生意穩定，26年老店，
口碑信譽保證！

東主退休轉讓.請電：
832-794-6868
●另請外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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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中餐館
『高薪』 誠聘
廣東炒鍋,

每周工作50小時.
意者請電:黃師傅
281-210-8392

鳳城海鮮酒家, 誠聘
●有經驗男女企枱 ●櫃面帶位收銀員.
●點心助理 ●廚房炒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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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吃外賣店
誠請全工大鍋炒飯

610/290交界
薪優. 意者請電:
713-577-9039

5630 Antoine,
Houston, TX 77091

休斯頓西北區
15年美式中餐老店售
店主無暇打理,忍痛售.
適中餐,sushi,ramen,奶
茶.生意穩定,老顧客多,
有巨大潛力開發新客戶
接手即可賺錢.3000呎
房租$5200,包水.招炒鍋
832-773-2913

餐館請人
位249,誠請外送員
全工底薪80元

另加小費
全工或半工均可

電話 :
281-966-5342

好生意餐館售
機會難得! 請速聯系.
位Austin奧斯汀旺區

因人手不足,
二十多年老店
生意12餘萬.

346-558-9582
512-441-9398

城中區高級地段壽司餐館出售
Sushi Rest. For Sale 2200呎 己經營1年半,
位城中區高級地段,漂亮24層公寓第一樓層

交通繁忙區,客源穩定,生意好,小費高
室內有50個座位,室外有10個座位.

很好的租金價格. 設備齊全,可立即營業.
售價: $325,000,歡迎看店議價.

意者請(英文)電或短訊:832-298-8119
Kanau Sushi- www.kanausushi.com

 







分類廣告 美南新聞電子報美南網站分類廣告專頁

*糖城餐館誠請
Part time Cashier
無需經驗,可培訓
需說英文.電/親臨:
281-277-8383

1730 Williams Trace
Sugar Land, TX 77478

賺錢好餐館出售
生意4萬5美元連貨
外賣生意極佳

餐館在聖安東尼奧,
競爭極小.
意者請電:

210-396-0650

超市壽司吧售!
19300 W. Lake Houston
Humble TX 77346
好價錢，好收入

(英文) English only
Text/Call: Ms.Young
832-527-2271

Restaurant location for sale
2460 sq/ft built brand new in 2019.
10x10 ft walk-in freezer and cooler.

All equipment are including. Asking price $375k
Call : 832-279-8011 English only

9600 Bellaire Blvd #102, Houston, TX 77036
好餐館出售: 2460呎,2019年建,含所有設備,

有可步入式的大冰箱及冷凍櫃, 要價37萬5千

連鎖店招壽司工
5天工作，稅前$4500

地點在
Downtown Houston

需要有工卡,有HEB壽
司經驗熟手也可以。

意者請短信:
346-203-2015

連鎖店招壽司工
5天工作，稅前$4500

地點在
Downtown Houston
需要有工卡,有HEB

壽司經驗熟手也可以。
意者請短信:

346-2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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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town
招壽司師傅

Part time,白天工作

薪水優.有意者請電:

832-520-6015

日本餐館誠請
壽司師傅或企台
全工/半工均可

需工卡.
請親臨或電:

713-781-6300
6345 Westheimer

Sushi King
Houston

Now Hiring All Positions
*Wait Staff
*Hostess
*Sushi Chef
*Kitchen Chef & Staff

Please call Paul at
1-626-927-6121

*底薪高,小費好
位糖城,中餐館

請有經驗企檯數名
最好能報稅
意者請電:

281-980-8886
281-980-8887

糖城川菜館
誠請●熟手炒鍋
●全工半工企檯

懂英文
意者請電: Andy
832-380-9603

4526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Lam Bo Buffet
誠請 熟手炒鍋.
廚房幫廚 ,傳菜

企檯,帶位,懂英文收銀
有意者請電或親臨:
6159 Westheimer
Houston, TX 77057
713-783-6838

餐館請人
糖城中餐館,誠請
●炒 鍋 一名
●外送員 一名

聯系電話:
832-277-2317

Celltechgen Laboratory
A Certified High Complexity CLIA Lab

COVID-19 Test for travel
( 赴華旅行新冠檢測服務 )

Address: 14780 Memorial Dr,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9

Phone: 877-994-4100 (Toll-fre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https://celltechgen.com/services/
We work around the clock for your trip

（協助綠碼申請）
RT-PCR核酸檢測參考價格:80美元/人/次

糖城美式中餐館
請全工或半工

收銀, 企枱, 帶位
需英文流利
意者請電:

281-242-7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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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中餐館出租
位東北區,新裝修,

位Fiesta對面,地點好
小型快餐店2000呎
好地點,設備齊全
接手即可營業.

新租約.詳情請電:
832-878-6277

中日餐請人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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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廣告:www.scdaily.com/bbs?
category=job_hunting

廣告: www.scdaily.com/classified_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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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悅來餐館
誠 請

●有經驗經理
懂越南話優先
●企檯
有意者請電:

281-683-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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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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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中餐館請人
美式中餐館
位610和290,
誠請全工企台,

可報稅. 意者請電:
713-870-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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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Chow Wok
中式快餐店

位於Dairy Ashford
/ Westheimer

誠請炒鍋及抓碼
意者請電 :

281-235-3531

旺區餐館連地產
只售20萬. 2000呎,

適合各種不同行業,此區
唯一中餐館,有1-2房間
住家商業兩用.機會難得
906 N. Travis Ave
Cameron, TX 76520
254-408-2398
254-910-0007

家庭式餐館,炸魚蝦店,牙醫診所售
●家庭式餐館 ( 8號/Clay Rd ) : 接手即可營業
1400呎, 租金$2800, 售$65000

●位Spring Branch 牙醫診所: 4000呎
(含所有設備), 要價35萬,連地產售145萬

●賺錢炸魚炸蝦店出售( 位東北區)
1800呎,設備全, 生意好, 可提供配方及培訓
己經營40年. 售價25萬. 地產售85萬.
請電: 832-617-4618 休斯頓蔡先生

 







周六,周日
廣告: 請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餐館薪優誠聘
熟手接電話兼收銀員

企檯 各一名
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
聯系電話：劉先生
832-898-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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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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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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are Service

200看
護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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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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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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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第一環境家電品牌Coway
誠聘銷售經理

成立於1989年的Coway是韓國
環境家電第一品牌，主營
淨水器，空氣淨化器，智能便座和軟水機
現因拓展華人市場的需要，
誠聘休斯頓地區全職和兼職銷售經理。
要求：
1. 具備合作工作身份，母語為中文
2. 熟悉當地華人市場，對銷售工作有熱情。
3. 無需經驗，公司提供完善的業務培訓。
4. 工作時間靈活，待遇優厚。
有意者請將簡歷發送至:
yuminliu@coway-usa.com
洛杉磯華人總部辦公室
電話：213-351-1488

NOW HIRING
Four seasons food
●Sales Person
●Transfer Invoice
Sunday 11:00 PM
to 7:00 AM Monday
退休可. Helen or Lily
713-517-9126

牙科全職前台
中國城. 需英文
無經驗可訓練.
請電或Email:

713-773-1300
txdentist101
@gmail.com

商業地產公司
誠徵助理經理

工作單純.接聽電話.
協助經理.通日常英語.
簡單電腦文書處理.

意者請短訊或Email至:
713-899-1968

andy.hsu
@aarealtytx.com

分類廣告 頂級亞洲玩法皇冠中英文系統,最高贈送50%開戶金

誠邀誠邀盛宴盛宴世界杯世界杯
二十四小時二十四小時電電: ++11--516516--266266--98889888美國美國

++8686 198198--21562156--37083708中國中國
世界杯盛宴世界杯盛宴

石英制造廠招聘
Hendrix Industries, 離Katy2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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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歷:HR@hendrixindustries.com

BESCUTTER
*誠招倉庫工人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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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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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Monday-Friday 9:00am-5:00pm

感興趣者,發簡歷到：
info@bescutter.com

NOW HIRING
● Sales ●Warehouse Clerk

Sales experience, starting $4000/m, Quick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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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面,辦公室
鋪位,各種生意
出租或出售

500

Business Opportunity

誠聘住家保姆
家住Katy西區,

一家四口,兩個孩子上學.
做三餐和家務,需身體
健康,性格好,會做飯,
注重干淨,有責任心,

打過疫苗,一周6-7天,
薪優面談,聯系電話:
832-260-8771

電子廠誠請
電子裝配工 ( 錫焊經驗者優先 )

有薪節假日,休假, 年終獎, 保險,401K

意者請電:713-349-4559或親臨

12701 Royal Dr. 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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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屋主自售
房屋位惠康超市附近
一樓邊間Apartment,
社區安全需磁卡進入

投資自住皆可.
有意者洽: 曹女士
832-892-0250

Dogs for sale
寵物狗出售

AKC貴賓犬
16個月(公)

聰明活潑,可愛健康
己殺蟲、打針及訓練
黃金貴犬(母)15個月

意者請電:
281-935-1742

倉庫招辦公助理&倉庫工人
●辦公助理:需要懂英文跟電腦操作
●接聽電話: 需要報稅
Email: ccckatty@yahoo.com
●倉庫: 需要報稅,手腳靈活.肯吃苦
請發短訊聯繫電話:713-295-1396

食品公司誠聘
●機修人員

有維修和安裝工業極速冷氣設備的經驗.
●生產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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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地產公司招聘物業管理助理
主要負責:

安排維修、協助租售、維護客戶關系等。
要求有一定英文水平，會流利中文，
工作有責任心，認真細致，善於溝通
意者請發簡歷至: kli@ccim.net
或短訊聯係 : 713-826-3388

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誠招住家阿姨
家住8號/10號附近

Memorial區,
做飯和家務為主,

六十歲以下,一周5天,
會開車和簡單英文
月薪優厚.聯系電話:
281-844-0413

誠聘住家褓姆
地點: 曼菲斯TN
照顧兩歲小孩和

家庭晚餐(二大一小)
徵40-60歲女性,勤勞
乾淨,有責任心和愛心.

薪優面談
意者請電 : 孔先生
901-283-5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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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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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星期五）下午5時前,
將以下文件Email: tecohouston@sbcglobal.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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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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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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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nch Office

Houston

Job Openings

Passenger Service Agent

Call Center Customer Service Agent

徵婚 男55歲 美籍
誠徵單身女性，先友後婚。

請發信息到
ldawei1988@gmail.com
短信到: 346-622-9380

誠聘倉庫經理
負責位於梨城的倉庫
管理，薪優面議。

在中國城或Pearland
的申請者優先考慮。

意者請電：
832-805-4383

誠聘辦公室和倉庫人員
地板公司全職崗位

●辦公室2名：要求中英文流利,善於溝通,
認真負責,會QuickBooks者優先.

●倉庫1名：要求熟練操作叉車,踏實肯干.
發簡歷至：rick@natures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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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03-5288

誠聘會計
工作態度佳

有2年工作經驗即可
簡歷請遞:
peter@

corepacificinc.net

西南區洗衣店
請半工或全工，

會些英語，有工卡，
能獨立操作，

有經驗者優先。
有意者請電或留言
713-382-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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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Service

誠徵鐘點煮飯
Katy區. 上門為

兩長者煮午餐連晚餐.
一星期四至五次.

廣東菜，
住近Katy者優先考慮

有意請電: Jack
713-240-4474

誠徵辦公室文員
需英文,會電腦,

接聽電話,
工作地點: 中國城.
意者請Email或電 :
innLock@gmail.com
713-922-9886

長期倉庫工人
負責塑料質檢

勤奮,守時,安全.合法身份.
每周5天, 7:00-4:00.
會開叉車和懂英語者
優先考慮.上班地點在
Bissonnet @ Beltway 8
電: 713-856-0003
Linda@smartintl.com

Celltechgen Laboratory
A Certified High Complexity CLIA Lab

COVID-19 Test for travel
( 赴華旅行新冠檢測服務 )

Address: 14780 Memorial Dr,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9

Phone: 877-994-4100 (Toll-fre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https://celltechgen.com/services/
We work around the clock for your trip

（協助綠碼申請）
RT-PCR核酸檢測參考價格:80美元/人/次

西南區餐具公司
誠 請

收銀、收發貨員:
需懂英語，

會基本電腦操作。
意者請電: Lisa

713-539-8179

聘愛心護理人員
照顧男性老人,包括
起床,個人衛生,步行,
沖涼.有護理經驗為佳,

一星期工作6天
早上9點至下午6點
薪酬面議,請電:何太
281-948-2662

誠聘通勤保母
有經驗,有耐心和愛心
照顧七個月的男嬰和
做簡單家事. 付時薪
一周五天(50小時)
位Houston地區
832-647-8968
713-213-6400

姻緣一線牽
Pers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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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窗簾廠招工
●熟手縫紉工
●包沙發熟手工
●窗簾安裝工
可培訓,薪優.

3035 Fondren Rd
Houston TX 77063
電:281-793-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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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有愛心耐心褓姆
請電:Sophia (通國台英)
832-287-8233

招聘精英
全職/兼職保險代理
晉升發展無限制
全面培訓與支持

人壽保險、退休計劃、
年金、長期護理，

獎金+提成+免費旅遊
832-991-2353

招聘前台收銀員
中國城附近一家知名老店

生意興隆,需要招聘一名收銀員
必需中英文流利. $12-$16/每小時

每周5天,全職或兼職
意者請聯系: 346-874-1294

服裝禮品店轉讓
店主將退休,
白菜價出售
(一萬+存貨)

位香港城,地點好.
有意者信息聯系:
832-766-1668

誠請通勤保姆
工作時間: 每天3-8pm或4-9pm，一月初起
基本家務清潔和做簡餐，寶寶餐，協助帶寶寶
有帶寶寶的經驗，性格溫柔隨和，耐心，細心

待遇：16-20/h,包晚餐. 地點：博物館區77021
有意者請先發信息至: 832-627-0909

注明征通勤保姆工作，約談

*誠聘褓姆

有愛心,耐心及經驗

意者請電:

832-287-8233 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分類廣告專頁

*聘請保姆
照看一歲的女孩,
幫助料理家務,
周二到周五,
通勤最好.

家住77581 請電:
713-496-2242
如無人接請留言

徵窗簾安裝師傅

有經驗者最佳

意者請電洽:

832-878-5686

食品公司 『高薪』 招聘

工作人員一名

月薪5000元，加提成，

要求英文流利，有責任心，

有工作經驗者優先.

電話: 832-282-6487

NOW HIRING
Produce Wholesale
Customer Service
and Inside Sales
Near to China Town
Flu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Email to:
jimmy20111133
@gmail.com

糖城超市誠聘會計助理
『待優』 9點-5點, 週一至週五.

需中英文流利,
會Quickbooks and Excel

有意者請電 : 713-213-8987

屋主自售
Fort Bend 學區

Missouri City 二層樓
cul-de-sac 大扇形

後院 2147呎
+360呎sunroom
請洽 : 陳女士

281-261-8001

*好房分租
1房 $390(無家具)
1房 $450(有床&電視)
以上包電, 水, Wifi
6510 Gold Tee Ct
Houston,TX 77036
832-853-1559
346-481-4138

M/WBE Supplier Opportunity
Liberty Office Products is bidding on Project Number

RFP #23-10-08 Awards, Trophies, and Promotional Items for
the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We are looking for

possible M/WBE suppliers to provide the following:
1) Awards, 2) Trophies, 3) Promotional Product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is opportunity,
please contact Sam Young by phone at 713-789-3282 x 181.

旺區餐館連地產
只售20萬. 2000呎,

適合各種不同行業,此區
唯一中餐館,有1-2房間
住家商業兩用.機會難得
906 N. Travis Ave
Cameron, TX 76520
254-408-2398
254-910-0007

家庭式餐館,炸魚蝦店,牙醫診所售
●家庭式餐館 ( 8號/Clay Rd ) : 接手即可營業
1400呎, 租金$2800, 售$65000

●位Spring Branch 牙醫診所: 4000呎
(含所有設備), 要價35萬,連地產售145萬

●賺錢炸魚炸蝦店出售( 位東北區)
1800呎,設備全, 生意好, 可提供配方及培訓
己經營40年. 售價25萬. 地產售85萬.
請電: 832-617-4618 休斯頓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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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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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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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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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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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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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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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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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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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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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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射除痣

●

●

超級雷射除痣斑(北美唯一專科診所)
最新日本技術,一次性不流血,不留疤痕,輕鬆去除:
老人斑,色斑/紅黑痣/扁平,粒狀疣/ 鈣化突起,

肉球/紅血絲/油脂粒/猴子/突起疤痕等....所有皮
膚上的斑斑點點,99%各種衍生物均可除去。

專業執照認證,安全,奇效立見. 多有折扣
欣容皮膚修復中心713-378-1590 Cindy 孫
6100 Corporate Dr. #378 慈濟旁(王朝同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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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手踱晚霞Marriage Wanted
女58歲,綠卡
活潑開朗,
性格溫和.

尋健康,真誠,
有居所的男士
共建家園.

58 years old,
lively, cheerful

nice lady,
looking for a

healthy,
sincere man

Call: 832-526-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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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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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哥服務接送
機場,賭場,購物訪友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安全準時
●7人座奔馳SUV
●新款Nissan 4人座

請電(手機號)
832-709-8947

木易裝修
承接房屋大小工程
舊屋翻新,廚房浴室
地板瓷磚,水電木工
涼棚圍欄,高壓清洗
價格公道,免費估價
歡迎來電咨詢:楊
281-755-9988

賺錢床店出售
休斯頓6號公路

靠近中國城20分鐘
賺錢按摩店出售

1400呎,房租$3434
房東查信用.
有意者聯系:

646-244-8618

JCY裝修公司
公司註冊,香港師傅
信心保證.廁所,地板,
廚房,油漆,陽台,露台,
圍欄,水電 ...等等

歡迎查詢，免費估價
電:518-331-6838
微信號：Johnnyyu15

保險專業服務

Insurance Service 優 信 保 險
●代理汽車,房屋,商業保險.●專業申請奧巴馬全民健康保險.

7x24小時專業ObamaCare代申請.
簡單, 快捷,清楚,專業.最快5分鐘完成申請.

迅速解決您的任何問題。
地址: 6100 Corporate Dr Ste 252, Houston, TX 77036
中英文熱線: 713-239-2358 微信號: Welltrustins Piano鋼琴教學

鋼琴,電子琴教學
古典鋼琴，流行鋼琴、

電子琴演奏、
鋼琴電子琴伴奏課。

聯系電話：
713-363-1060
快手號：WZJP8100

沙龍按摩店售

連續5年通關率
達100%的物流.價格優惠
支持美到中！最值得你
信賴的順捷美中快遞

目前時效2周,最長3周到手
可郵寄保健品,衣服,鞋子,

化妝品,包,飾品.
電:832-655-8869
8300 Westpark Dr.# B

頂級亞洲玩法皇冠中英文系統,最高贈送50%開戶金

誠邀誠邀盛宴盛宴世界杯世界杯
二十四小時二十四小時電電: ++11--516516--266266--98889888美國美國

++8686 198198--21562156--37083708中國中國
世界杯盛宴世界杯盛宴

別猶豫別猶豫別猶豫,,, 別蹉跎別蹉跎別蹉跎歲月歲月歲月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千
里
姻
緣

一
線
牽

美-中 快遞

專業地板油漆
承接商業、住家,

地板,瓷磚.
內外油漆粉刷.

免費估價.中文電話:
512-284-1211
713-502-3973

休斯頓按摩店轉讓
離中國城16分鐘，

兩個做工房，一個休息房，浴室，
前後門，監控設備齊全…

有意者請電: 214-392-5763
亂打聽者非誠勿擾.

如沒接請短信看見必回.

Dogs for sale
寵物狗出售

AKC貴賓犬
16個月(公)

聰明活潑,可愛健康
己殺蟲、打針及訓練
黃金貴犬(母)15個月

意者請電:
281-935-1742

*甜心寶貝*
12月 長腿妹妹

一流服务

9AM - 1AM

346-971-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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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廣告專頁

徵婚 男55歲 美籍
誠徵單身女性，先友後婚。

請發信息到
ldawei1988@gmail.com
短信到: 346-622-938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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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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偉裝飾,專精
地板,瓷磚,櫃子,
室內外油漆,
圍欄Fence.

多年經驗,品質保證
電 話 :

346-538-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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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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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摩
服
務

Massage Service

床店出售
休斯頓Memorial

富人區
新裝修的床店出售.
有想買店的請聯系
281-818-2098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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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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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房
門
專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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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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園
美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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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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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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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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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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 AC
Service

冷
暖
電
氣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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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冷暖氣服務

安裝 保養 維修

請電:Jack 梁

346-491-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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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a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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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維修
Computer Service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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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毯清潔
Carpet cleaning

鋼琴,電子琴教學
古典鋼琴，流行鋼琴、

電子琴演奏、
鋼琴電子琴伴奏課。

聯系電話：
713-363-1060
快手號：WZJP8100

明亮電工公司
專業電工團隊,

百萬保險
商業民宅,大小工程

質量保證
832-260-8678
貴先生（中/英）

美-中 快遞

電腦手機維修
Shan's Computer

手錶換電池
售6K超清電視盒
9600 Bellaire Blvd#120
王朝商場內120室
832-790-1141

連續5年通關率達100%的物流
價格優惠. 支持美到中！

最值得你信賴的順捷美中快遞
目前時效2周,最長3周到手,可郵寄
保健品,衣服,鞋子,化妝品,包,飾品...
請電 : 832-655-8869 順捷快遞

8300 Westpark Dr.# B Houston, TX 77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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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水務
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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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執照TACLB120882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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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夏接送服務
機場,碼頭,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有4人7人座服務

832-382-5645

進哥服務接送
機場,賭場,購物訪友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安全準時

7人座奔馳SUV
新款Nissan 4人座

請電(手機號)
832-709-8947

徵婚 男55歲 美籍
誠徵單身女性，先友後婚。

請發信息到
ldawei1988@gmail.com
短信到: 346-622-9380

姻緣一線牽
Personals

執照專業電工
德州執照,百萬保險.
商業裝修,民宅維修.

電箱線路..
質量保證,15年經驗.

Master Electrician
秦師傅

832-359-8285

專精上下水
346-276-5578王
●上水管: 跑、冒、滴、
漏,修理更換;

●下水管: 堵塞疏通,
●更換維修廚房,衛生間
設備,熱水器等.....
質量保證,價格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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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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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電: 713-357-8868 (國/粵語)

水務

Plumbing
Electrical

電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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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Service

搬
家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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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管道
清潔,霉菌消殺處理,烘干機通風口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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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通下水管道
$60元起,不通不收費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漏水堵塞,洗水盆,浴缸
馬桶,打碎機,下水道
專業更換維修熱水器
修理各種水管爆裂.
832-421-6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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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lenskiy shows up stuttering Russian of-
fensive by visiting frontline city

  
If 

If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news or 
information with our readers, please 
send the unique stories, business 

news organization events, and school 
news to us includinig your name and 
phone number in case more informa-
tion is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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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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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mail: News@scdaily.com Southern Daily News is published by Southern News Group Daily  

Inside C2

KYIV, Dec 20 (Reuters) -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c-
knowledged on Tuesday that conditions in Russian-held 
areas of Ukraine were “extremely difficult” and Ukraine’s 
leader showed up Russia’s faltering war by visiting a 
shattered frontline town that has long eluded capture by 
Moscow.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said he made 
the surprise trip to rally Kyiv’s “superhuman” troops in 
Bakhmut, so blasted by continuous Russian shelling and 
brutal fighting nearby it has been nicknamed “the meat 
grinder”.
Zelenskiy arrived in the eastern town after Putin told Rus-
sia’s security services they needed to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work, one of his clearest public admissions yet that 
the invasion he launched almost 10 months ago is not 
going to plan.

Putin’s address followed a visit to close ally Belarus that 
stoked fears, dismissed by the Kremlin, that Russia’s fellow 
former Soviet republic could help it open a new invasion 
front against Ukraine, where fighting has been concentrated 
hundreds of miles (km) away in the east and south of the 
country.
Struggling to afford heating bills, Britons turn to ‘warm 
banks’ to keep out the cold
UK extends support for high loan-to-value mortgages
World Bank approves additional $610 million in financing 
for Ukraine
The most destructive fighting in recent weeks has taken 
place around Bakhmut, where Zelenskiy, dressed in com-
bat khaki, handed out medals to soldiers in a tumbledown 
industrial complex to loud applause, video released by his 
office showed.

With the boom of artillery audible in the distance, he urged 
them to keep up their spirits as the battle for Bakhmut, one 
that has come to symbolise the grinding brutality of the 
war, enters its fifth month.

“The East is holding out because Bakhmut is fighting. 
In fierce battles and at the cost of many lives, freedom 
is being defended here for all of us,” Zelenskiy wrote on 
Telegram.

“That’s why I am with them today. They are superhumans. 
They are our strength and our heroes.”

Earlier, he repeated calls to the West for more weaponry in-
cluding air defence systems after Russian drones hit energy 
targets in a third air strike on power facilities in six days.

PUTIN ACKNOWLEDGES ‘DIFFICULT’ SITUATION
In a break with the official line that the invasion is going 
smoothly, Putin conceded serious problems in regions of 
Ukraine that Moscow unilaterally claimed to annex in Sep-
tember, and he ordered the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s (FSB)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residents there.

“The situation in the Donetsk and Luhansk People’s 
Republics, in the Kherson and Zaporizhzhia regions is 
extremely difficult,” he said in a video address to security 

workers translated by Reuters.

He was later shown awarding medals to the Russian-ap-
pointed leaders of the four regions in a televised Kremlin 
ceremony.

In another move on the 300th day of his invasion, Putin 
ordered the FSB to step up surveillance of Russian society 
and borders to combat the “emergence of new threats” 
from abroad and traitors at hom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imposed unprecedented sanctions 
on Russia and the rouble slumped to a more than sev-
en-month low against the dollar on Tuesday after the Eu-
ropean Union agreed to cap prices of natural gas, a major 
Russian export.

In Washington, a senior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told reporters there were conflicting views in Russia on 
what the next steps in Ukraine should be, with some seek-
ing new offensives and others doubting Russia’s capacity 
to wage them.

Ukraine’s President Zelenskiy visits Ukrainian service 
members in Bakhmut

Putin’s proclaimed annexations, condemned as illegal by 
Ukraine and its Western allies, were an attempt to turn 
the tide after a series of battlefield losses to a Ukrainian 
counter-offensive since the summer.

But Russian forces later drew back in one of the newly 
claimed regions - Kherson - and have gained no ground 
elsewhere, while targeting the energy grid in aerial strikes 
across Ukraine in what Moscow says is a bid to degrade 
the military.

The air attacks, which Kyiv says are clearly aimed at civil-

ians to break their will to resist, have repeatedly cut 
power and water supplies amid subzero winter cold.

Prime Minister Denys Shmyhal said Ukrainians 
should prepare for new Russian attacks on energy in-
frastructure because Moscow wanted them to spend 
Christmas and New Year in darkness.

BELARUS ACTIVITY
On Monday, Putin visited Belaru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2019 and he and his counterpart extolled ev-
er-closer ties while barely mentioning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Russian troops used Belarus as a springboard for 
their abortive attack on the Ukrainian capital Kyiv to 
the south in February and there has been Russian and 
Belarusian military activity in Belarus for months.

Kyiv says Russian forces have continued using air-
fields in Belarus for strikes on Ukraine since the Feb. 
24 invasion.

But Lukashenko insists he has no intention of send-
ing Belarusian troops into Ukraine. The Kremlin 
dismissed the idea of a more active Belarusian role 
as “groundless” and “stupid”.

On Tuesday, Ukrainian Defence Minister Oleksii 
Reznikov said Russia could prepare a force in Belar-
us to start a new offensive on Ukraine but he hoped 
Minsk’s troops would not take part as it was not in 
its interest to “waste its military potential”.

MORE CASUALTIES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has kille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driven millions from their homes and 
reduced cities to ruins, with no end in sight.

Russian 
forces 
continued 
training 
tank and 
artillery 
fire on 
Ukrainian 
positions 
in 24 set-
tlements 
in the vi-
cinity of 
Bakhmut 

and nearby Avdiivka in the east on Tuesday, and 
again shelled northeastern and southern areas re-
cently recaptured by Ukrainian forces, Kyiv’s army 
General Staff said in its evening update.

Ukrainian aircraft carried out 10 strikes on concen-
trations of Russian ground forces and equipment 
and further strikes on anti-aircraft emplacements, an 
ammunition depot and three command posts, it said, 
without providing 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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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rgentina’s Lionel Messi with the trophy during the team’s arrival at Ezeiza 
International Airport, Buenos Aires, Argentina. REUTERS/Agustin Marcarian

Migrants ride in the back of a truck as others walk in a caravan heading to the northern border, 
in Santo Domingo Zanatepec, Mexico November 11, 2021. REUTERS/Jacob Garcia

A girl walks outside a migrant camp near the El Chaparral border crossing in Tijuana, Mexico 
November 8, 2021. REUTERS/Toya Sarno Jordan

Pope Francis greets a child 
during a meeting with CGIL 
executives and delegates at the 
Vatican, December 19, 2022. 
REUTERS/Yara Nardi

Fans gather outside the 
Association of Argentini-
an Football Headquarters 
ahead of the Argentina 
team bus arrival in Buenos 
Aires, Argentina. REU-
TERS/Mariana Nedelcu

A woman has her mouth painted 
in red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Iran’s ruling theocracy follow-
ing the death of young Kurdish 
Iranian woman Mahsa Amini 
demanding authorities to free 
thousands of detained protesters 
and to stop executions, outside 
Iran’s embassy, in Mexico City, 
Mexico. REUTERS/Raquel 
Cunha

1212//1919//20222022

We Are The FamilyWe Are The Family
Shern-min Chao, the famous
TV news anchor, wrote on her
Facebook page after attending
our old friends reunion party.
She said, “This picture tells the
story of 3 generations of
Chinese Americas in H-town.
From humble beginnings, living
above the family grocery store,
newly arrived immigrants &
restaurant workers, to owning
law firms, banks & businesses.
This is a snapshot of Houston
and all that is possible here.”

“Thank you Wea & Catherine
Lee for hosting a wonderful
Christmas celebration as we
count our blessings & remember
our journeys.”

I saw many fans of her’s
respond enthusiastically and
saying bluntly, “We thank
Chinese Americans for your
contribution to Houston and
wish your three generations of
happy family forever. “

We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it
for long time. We really are a
Chinese American family with
three generations, and the party

really shocked our hearts. I held
the hand of lawyer William Sims
who told me that he is 90 years
old. Gordon Quan’s mom is
97, almost reaching 100. Many
old friends, Richard Lin, Ben
Chiang, Ted Hsieh, Harry Sun
and the Mayor of Chinatown,
Kenneth Li. All of them were
here.

We visited Taiwan many years
ago with Eddy Lim and his wife.
Director Wang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Service Center, our
classmate Tammy Cheng,
Christiana Lee and Dr Cheng,
they all enjoyed the reunion
party very much. My daughter,
Margaret, son-in-law Jack,
grandson Andy and
granddaughter. All all of them
helped to greet our friends and
hand out roses to them.

We spent a very happy and
touching gathering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old, middle-age
and young people together in
laughter and witnessed the
process of our Chinese
Americans working hard to grow
up 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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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The highly contagious mutation of the 

Kingdom continues to spread, now being 
reported in parts of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sia, Africa, Australia and Cana-
da. On Monday, South Korea became the 
latest country to report COVID-19 infec-
tions with the variation that could be more 
easily passed between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Korean Herald. Most cases have 
been linked to travel from Great Britain, 

newspaper reported. The United Kingdom 
initiated a lockdown, and several countries 
banned travelers from Great Britain last 
week, but researchers are concerned that 
the variation could have been circulating 
undetected in other countries for weeks.
“Unfortunately, this is another twist in the 
plot,” Alessandro Vespignani, director of 
the Network Science Institute at North-
eastern University in Boston,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two cases in Ontario, according to The 
Washington Post. A couple from a town 
north of Toronto contracted the variant but 
had no travel history, which means it like-

ly came from community spread.

The mutation has been found in seven 
people in Japan who had either traveled 
to Great Britain or been in contact with 
someone who did. Japan will close its 
borders to non-residents on Monday, a 
ban that will last through the end of Jan-
uary, according to the BBC. In Spain, 
the variant has been found in Madrid, 

and three are probable, according to The 
Guardian. All these cases are linked to 

case in France was found in Tours, 
about 150 miles southwest of Paris, ac-
cording to Reuters. The French citizen 
was living in Great Britain and traveled 
from London to central France on Dec. 
19, a day befor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started the lockdown. The man doesn’t 
have symptoms and is isolating at home. 

weekend, Reuters reported. The traveler 
visited the country from Great Britain for 
Christmas and is isolating in Sormland, a 
city south of Stockholm.
Viruses mutate often. Several corona-
virus mutations have been detected this 
year, but they were minor,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e virus found in 
Great Britain has 23 mutations, which 
may change how it is transmitted. A new 
study published by British researchers 
last week found that the variant may be 
56% more contagious, but they didn’t 

-
vere COVID-19. Vaccine specialists say 
that current COVID-19 vaccines should 
be able to block the new variant.

convincing that more rapid vaccination 
is going to be a really important thing for 
any country that has to deal with this or 
similar variants,” Nicholas Davies, the 
lead author and an epidemiologist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 told the newspaper.
Additional variants have been identi-

-
er countries as well, according to CBS 
News. The U.S. hasn’t yet reported any 
cases of the mutation. However, the U.S. 
will require airline passengers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to test negative with-
in 72 hours of their departure, the CDC 
announced. The new rule will begin on 
Monday. (Courtesy https://www.webmd.
com)
Related
How COVID-19 Affects Your Body

Doctors continue to learn about the short-
term and long-term effects of COVID-19 
on your body. For some people, it starts 

eventually affect your lungs, liver, kid-
neys, and even your brain. 

How It Spreads Usually the virus makes 
contact with you when a nearby infect-
ed person sends droplets into the air by 
coughing, sneezing, or talking. It spreads 
easily between people within about 6 
feet of each other. An infected person can 
spread these droplets, even if they don’t 
feel sick. The virus may infect you af-
ter you touch an object, like a doorknob, 
that has the virus on it.  But that’s not as 
common.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n Once the 
virus enters the body, it usually settles in 
the cells that line your nose, sinus cavity, 
and throat. For most people, this is where 
it stays. Symptoms often follow, but you 
may not feel anything for up to 2 weeks, 
as the virus starts to invade healthy cells 
and reproduce. You can transmit it to 
others even if you don’t show any symp-
toms.

Other Common Symptoms 

symptoms that typically appear include 
a fever, headache, sore throat, and dry 
cough. But what you’ll feel can vary 
widely in this early stage. You may also 
have: 
●    Shortness of breath
●    Chills, fever, body aches
●    Loss of sense of smell or taste
●    Unusual tiredness 
●    Stuffy or runny nose 
●    Nausea or diarrhea

Lower Respiratory Infection If your 
immune system can’t subdue COVID-19 

move down into your lungs. There, it 
attacks cells that line them. Fluid and 
mucus build up and make it harder to get 
oxygen to your blood. It gets tough to 
breathe. This is pneumonia. Most people 
recover in a week or two, but it can take 
longer. (Courtesy web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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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veral Countries Detect
New COVID-19 Mutation

COMMUNITY

Research from genetic testing giant 
23andMe found differences in a gene 

can affect a person’s susceptibility to 
Covid-19.
Scientists have been looking at genetic 
factors to try to determine why some 
people who 
contract the new coronavirus experience 
no symptoms, while others become 
gravely ill. In April, 23andMe launched 
a study that sought to use the millions 

light on the role genetics play in the 
disease.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more than 
750,000 participants suggests type O 
blood is especially protective against 
Sars-CoV-2, the virus that causes 
Covid-19, the company said on Monday. 

has indicated a link between variations 
in the ABO gene and Covid-19.  Many 
other groups, including 23andMe 
competitor Ancestry, are combing the 
genome to help make sense of the virus. 
It is known that factors such as age 
and underlying health conditions can 
determine how people fare once they’ve 
contracted Covid-19.
But those factors alone don’t explain 
the wide diversity of symptoms, or why 
some people contract the disease and 
others don’t. Studying the genetics of 
the people who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Sars-CoV-2 could help identify and pro-
tect those more at risk, as well as help 
speed treatment and drug development. 
Several other studies looking at both 
severity of illness and susceptibility to 
disease have also suggested blood type 
plays a role.

A researcher works in a lab at Sin-
gapore’s Duke-NUS Medical School, 
which is developing a way to track 
genetic changes that speed testing of 
vaccines. (Photo: Reuters)
“There have also been some reports of 
links between Covid-19, blood clotting,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said Adam 
Auton, lead researcher on the 23andMe 
study. “These reports provided some 
hints about which genes might be 
relevant.”
The 23andMe study, which looked at 
susceptibility rather than severity of ill-
ness, included 10,000 participants who 
told the company they had Covid-19.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individuals with 
type O blood are between 9 per cent and 
18 per cent less likely than individuals 
with other blood types to have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virus. However, there 
was little difference in susceptibility 
among other blood types, the study 
found.
When the researchers adjusted the 
data to account for factors like age 
and pre-existing illnesses, as well as 
when it restricted the data to only those 
with high probability of exposure like 

the same. Auton said that while this 
evidence is compelling,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It’s early days; even with these sample 

genetic associations,” he said. “We’re 
not the only group looking at this, and 

need to pool their resources to really 
address questions surrounding the links 
between genetics and Covid-19.”
Research published last week prior to 
peer review suggested blood type may 
play a role in the severity of patients’ 
reactions to Sars-CoV-2. That study 
looked at the genes of more than 1,600 
patients in Italy and Spain who expe-
rienced respiratory failure and found 
that having type A blood was linked to 
a 50 per cent increase in the likelihood 
a patient would require a ventilator. An 
earlier Chinese study turned up similar 
results regarding a person’s susceptibil-
ity to Covid-19. (Courtesy https://www.
scmp.com/)
Related
How your blood type could 

COVID-19
Some people are more at risk of getting 
COVID-19. More men seem to get the 
virus than women. People between 30 
and 79 years old seem to get the virus 
more than people in their 20s. And 
people in their 20s get it more than teens 
and children.
All that said, there’s still a lot we don’t 
know about the virus and risk factors, 
which is why researchers are working 

out. And the good news is, they’re 
uncovering more information every 
day. But some of the information that’s 
coming to light is surprising.

 People with this blood type 
may have a bigger risk
A recent study from researchers in 

China shows that people with type A 

COVID-19 than people with other blood 
types.                                  
The study included data from 2,173 
people with COVID-19 who were ad-
mitted to three hospitals in Wuhan and 
Shenzhen. Researchers looked at blood 
type distribution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those areas and compared 
it to blood type distribution among peo-
ple with COVID-19. Here’s what they 
found. People with type A blood had the 
highest risk. People with type B blood 
had the second-highest risk. People with 
type AB blood had the third-highest 
risk. And people with type O blood had 
the lowest risk.

Now, this study is preliminary. It hasn’t 
been peer-reviewed, and it’s far from the 
last word on the matter. But it appears 
that having type A blood could put you 
at an elevated risk for COVID-19. And 
actuall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blood 
type and viral susceptibility has been 
demonstrated before. Blood type is 
determined by the antigens (molecules) 
on the surface of blood cells. Certain 
viruses require certain antigens to latch 
on to. Norovirus, the virus that causes 

people with type B blood less because 
that blood doesn’t have the antigens it 
needs to do its dirty work. There may 
be something similar happening with 
COVID-19, but it’s far too early to 
know for sure. (Courtesy https://easy-
healthopti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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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tic Testing Firm Shows

Likely To Contract COVID-19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individuals with type O blood are between 9 per cent 
and 18 per cent less likely than individuals with other blood types to have test-
ed positive for the virus. (Photo/ Handout)

KEY POINTS

its DNA database to shed light on the role genetics play in the disease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more than 750,000 participants suggests                                                      

type O blood is especially protective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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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社區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上周六中午，在本報系董事長
李蔚華先生位於Mimorial 區的豪宅裡，迎來了他們來美近
半世紀以來的老朋友們，每一個進門的客人，那種久別重逢
的欣喜、激動之情，連我們在一旁照相的人都被深深撞擊。
這已不單是一個單純的聖誕節聚會，我彷彿走進一齣華人在
美奮鬥、打拼的連續劇裡，這些華裔精英，當年如何手無寸
鐵的離鄉背井，在這個陌生的國度，激勵向上，開創屬於自
己的輝煌人生。

幾乎每一位踏入的客人，都帶來一段 「老中國城」的珍
貴歷史：那是在座多人能長久留在美國的法律靠山- 沈彥偉
大律師；Downtown 老中國城 「林氏花舖」的林國民夫婦；
休士頓最早的 「保險業」泰斗吳華昌先生，最早的僑界 「僑
務委員」黃仕遠夫婦、林國煌、徐安夫婦；老僑的僑領敖錦
賜夫婦及他的老母親；還有當年在西南區中國城的 「僑教中
心」主任鄭心本，位高權重的他大筆一揮，立馬就有當今的
「僑教中心」付諸興建，留芳萬世。還有李蔚華董事長夫婦

當年的政大校友：陳紫薇、成彥邦夫婦及方麗萍等人，陳紫
薇還是中華民國駐美領事館的首位副領事，後來改為 「駐美
代表處」，無人可破其紀錄！當天的嘉賓還有銀行家謝坤增夫
婦、 「休市第一名嘴」大律師賴清陽及其 「女中豪傑」的夫人
李迎霞夫婦；著名僑領、銀行家黃泰生、王秀姿夫婦， 「山東
同鄉會」全美會長孫鐵漢，以及休市主流媒體界名人周璇明，
及休市 「西南管理區」主席、華埠市長李雄等人，幾乎每一位
踏入的賓客，其本身都是一冊珍貴的休士頓 「華埠」歷史，他

們的事蹟及與僑界的互動，值得一書再書，細細品味、緬懷！
李蔚華董事長表示：今天有近五十位昔日老友伙伴相聚寒

舍，我和妻特別興奮，因為所有邀來的賓客，不但是數十年的
舊識，而且每一位都曾經在我們的奮鬥歷程中有許多感人的故
事，你們每一位都是我們人生中的貴人，緊緊地牽動了我們的
心，我們非常惜福感恩！

一場不平凡的聖誕節聚會
寫下休市近代史最珍貴的一頁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於
12月18日（星期日）下午一時起，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2022
年會員大會，並舉行2023年會長、副會長、理事選舉。當天，
嘉賓雲集，包括： 「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夫婦、王韋龍副處
長夫婦，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副主任黃依莉，僑務諮詢委員鄭
昭、僑務委員劉秀美，世華名譽總會長黎淑瑛，世華美南分會前
會長張文華、唐心琴、李迎霞、周宏、羅秀娟、趙婉兒、孫玉玟
等及理事、會員近百人參加盛會。

大會由前會長孫玉玟主持,在全體起立唱世華會歌及播放世
華總會形象帶揭開大會序幕。接著，邀請會長何真致詞，她首先
祝大家聖誕新年快樂，並感謝理事團隊共同協助會務，成功完成

全年各項活動任務，會中也播放世華美南分會各項精彩
活動影片回顧。
剛從海外參加世華活動二個月返休的世華名譽總會長黎

淑瑛致詞表示：世華明年將擴增新分會於韓國和澳洲墨
爾本等地，全球將總計有81個分會，大家齊力為華商婦
女發揮長才展現璀燦榮光。她同時邀請會員踴躍參加明
年在日本大阪舉行的世界年會。

「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及 「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
分別致詞，祝賀大家聖誕及新年快樂，並對該會長期參與和
支持台美外交所作的貢獻給予最高致意；羅復文處長指出
「世華」的四項宗旨： 「心懷世界、掌握脈動、建立網絡、

發展經貿」，與駐處不謀而合，期許大家共同堅持，不懈的
努力，攜手合作為美南地區帶來更繁榮穩定的發展。
接著由提名委員會主席裴俊莉，介紹2023年副會長和理事候選
人名單，並邀請分別上台作自我介紹和催票活動，在宣布選舉投
票注意事項之後，展開現場投票，經公正公開透明的唱票結果，
選出會長何真、副會長張瓊文、及新任理事：秦鴻鈞、陳月燕、
黃美倫和李瑞芬。

在完成會務工作後，隨即展開輕鬆愉快的賓果遊戲和摸彩活
動。當天的獎品十分豐富，有台北經文處、僑教中心、味全食品
、第一銀行、美南銀行等熱情贊助，活動在中獎者陣陣驚喜歡呼
聲中，及主辦單位儘量作到人人有獎的深刻愛心，全體會員度過
一個愉快的聖誕年會！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2022會員大會
並舉行2023年會長/副會長/理事選舉

圖為李蔚華董事長圖為李蔚華董事長、、朱勤勤社長夫婦朱勤勤社長夫婦（（右四右四、、右三右三））與來賓與來賓（（左左
起起））孫鐵漢孫鐵漢、、徐安徐安、、林國煌林國煌、、鄭心本鄭心本、、皮梅仙皮梅仙、、王秀姿等人合影王秀姿等人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李蔚華董事長圖為李蔚華董事長（（中中））朱勤勤社長朱勤勤社長（（右一右一））夫婦與來賓夫婦與來賓（（左起左起
））謝坤增謝坤增、、賴清陽大律師賴清陽大律師、、李迎霞夫婦李迎霞夫婦、、沈彥偉大律師夫婦合影沈彥偉大律師夫婦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所有賓客合影於李家後院圖為所有賓客合影於李家後院。（。（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世華美南分會圖為世華美南分會20232023年會長年會長、、副會長及理事團隊合影副會長及理事團隊合影。。

圖為世華美南分會歷任會長圖為世華美南分會歷任會長、、理事及贊助商理事及贊助商、、貴賓在大會上合影貴賓在大會上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美國的公司形式有S Corp、LLC 和 Partnership，這些公司形式是有
限責任而且不繳公司稅，但是稅表是要報的。股東或夥伴或成員，從
公司拿到的是K-1，K-1報在個人稅表的E表和1040表的第17行。

一， LLC和Partnership
LLC：股東沒有身份限制，外國人也行。這種公司形式分為一個人

的LLC和兩個及以上合夥人的LLC，一個人的LLC稅務申報相對簡單，
每年只要在4月15日之前，在報個人稅的時候一起報自僱稅就可以了
，只要報1040表和Schedule C。如果是兩個及以上合夥人的LLC，就報
1065表（Partnership）。特別要指出的是，美國有些州，比如加州和
亞利桑那州，夫妻兩個人組成的LLC，可以當作一個人的LLC，當你申
請公司稅號（EIN）時，可以向稅務局申請為一個人LLC或者是合夥人
LLC。 LLC的最大優點是適合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比如房地產
物業或設備租賃業務，這樣LLC就沒有必要繳自僱稅的15.3%。如果成
立LLC經營業務，那麼你是作為自我僱傭（self-employed），必須要
交15.3%的自僱稅。這就意味著，參與LLC公司實際運營的合夥人的
K-1都要交15.3%的自僱稅。

LLC還有一個優點，就是利潤分配較靈活。比如說，老張和小王合
夥辦了一個LLC公司。老張已經工作一段時間了，有了一些積蓄，就
拿出４萬美元投資。小王剛剛從學校畢業，有技術有乾勁有時間，可
是沒有多少積蓄，所以只能出資１萬美元，但是呢，承擔公司90％的
工作。大家說好，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利潤雙方平分。如果是LLC，
就可以這麼辦。如果是S Corp的話，就不能這麼辦，必須是按股東比
例，老張４萬：小王１萬，那就是４:１，所以利潤分配的時候就是
80％:20％。 S corp在這方面不如LLC靈活。

3. S Corporation
S Corp：有很多客戶出於省稅的考慮，選擇開S Corp，而放棄LLC

。上面說過，成立LLC，你是作為自我僱傭的，必須要交15.3%的自僱
稅。就是說，LLC的全部淨收入都要交15.3%的自僱稅。如果成立S
Corp，只有支付給自己（又當老闆，又當員工）的那部分工資才要交

15.3%的自僱稅。其餘收益，作為公司一般收入(ordinary income)，不
用交自僱稅。這樣一來，就節省了非常多的自僱稅。

比如說：老張開了一家電腦諮詢公司。根據業界的平均工資標準
，老張開給自己的工資是５萬美元。老張這一年的全部收入是８萬美
元，５萬給自己支付了工資，剩下的３萬作為S Corp的一般收入(ordi-
nary income)。如果老張開的是S Corp公司，那老張只要繳納(50,000*
15.3%)=$7,650的自僱稅。如果老張開的是LLC，那麼他的全部收入８
萬美元都要交自僱稅，也就是(80,000*15.3%)=$12,240。 S Corp公司，
為他節省了(12,240-7,650)=$4,590的自僱稅，這還是相當可觀的。

有的朋友就會問了，那我能不能給自己開很低很低的工資來避稅
呢？美國的國稅局（IRS）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了，所以，他們根據行業
標準制定了合理的工資標準。如果國稅局認為你給自己的工資太低了
，不合理，他們會採取措施讓你重新調整工資。關於Payroll Tax，雖
然S Corp可以幫你省很多自僱稅，但是，選擇S Corp，你每個季度都
要做payroll tax，這對於外行人來說是非常頭痛的事情。因為一旦出錯
或者延誤，就會吃利息和罰金。

S Corp和LLC的區別在哪裡？要成為S Corp的股東有一些限制。股
東人數不能超過100人。而且股東必須是綠卡（美國永久居民）或者
公民，不可以是non-resident alien，也就是說，沒有取得綠卡的時候
，是不能成為S Corp股東的，這一點，對於很多尚未取得身份就想在
美國創業的中國留學生來說，是要注意的，並且Partnership、C Corp
或者LLC不能夠作為股東入股。 S Corp股東間的利潤分配完全按照股
份比例進行。

4. C Corporation
C Corp：與LLC、S Corp不同，C Corp公司的本身是納稅實體，需

繳公司稅，我們可以利用個人和C Corp公司稅率差異，進行收入分配
，俗稱（倒賬）。比如個人稅率是37%，C Corp公司稅率是21%，轉
移$20,000個人收入到C Corp公司將節省 $3,200的稅。 C Corp維持起
來比較麻煩，因為要遵循固定的程序運營。比如：年度會議（annuel

meeting），但是扣除（de-
duction）政策最寬鬆，如果
有收入的話，最省稅。此外
C Corp公司稅收的最大缺點
是雙重徵稅，公司不但被徵
收入稅，股東收到的任何股
息（利潤分配）也要徵稅。

關於自僱稅的說明：
自僱稅比例是15.3%，它

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個叫
做 Social Security， 稅 率 是
12.4%，另一個叫做Medicare
，稅率是2.9%，兩個加起來
正好是15.3%。 12.4%的部分
上限到$128,700 (2018年)，再
高的就不收了。 2.9%部分，
上不封頂。

另外補充一點，每個州LLC和S Corp的年費都不同。公司註冊在
哪個州是有不同的，涉及到更多的稅務籌劃，這就和為什麼一些很有
名的公司註冊在百慕大、英屬維京群島一個道理。比如新澤西州，S
Corp每年最少要交minimum的corporate business tax $500，然後年費
$50，總共最少每年要交$550，如果LLC的話，就只有年費$50，沒有
corporate business tax。

趙廣華（CPA註冊會計師）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713-589-5875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Unit D249,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專欄專欄22
------C Corp------C Corp和和S CorpS Corp的不同的不同

20232023 年聯邦醫療保險年聯邦醫療保險BB部分保費將會下調部分保費將會下調
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 (CMS) 於 9 月 27 日宣布，到 2023

年，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的 B 部分標準每月保費將降至 164.90
美元，比 2022 年減少 5.20 美元。

保費下降是在 2022 年的該計劃歷史上最大幅的增長之後出現的
。 B 部分涵蓋就診、診斷測試和其它門診服務。

明年的保費下降與今年衛生和公共服務部長Xavier Becerra的聲明
相吻合，即因為Medicare在新的阿爾茨海默氏症藥物 Aduhelm 上的支
出不會像預期的那樣高，Medicare將其所節省的錢，通過降低B部分
的保費和免賠額的方式傳遞給它的受益人。

CMS 還宣布了那些因收入而支付更高月費的Medicare B部分參保
者的保費也將會相應下調。比如說，個人年收入超過 97,000 美元的 B
部分參保者將支付比標准保費更高的費用，多少取決於收入。
大多數 Medicare 參保者必須支付 B 部分保費，無論他們是否擁有原
始 Medicare 或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
B部分免賠額相應降低

2023 年的年度 B 部分免賠額也減少了 7 美元，降至 226 美元。
從 7 月 1 日開始，作為 B 部分醫療設備福利的一部分，通過泵服用胰

島素的 Medicare 參保者將無需支付免賠額。根據 2022 年新的《減少
通貨膨脹法案》，明年胰島素的成本分攤上限為每月 35 美元。

A部分成本增加
雖然大多數 Medicare 參保者不需為 A 部分支付每月保費，該部分涵蓋
住院醫院、專業護理機構、臨終關懷和一些家庭保健服務，但每次住
院患者都要支付一定費用（即免賠額）。

2023 年，A 部分的免賠額為每次住院1,600 美元，比今年增加 44
美元。對於那些因工作時間不夠長而需要交納A 部分保費的人，每月
保費也會上漲。到 2023 年，A 部分的全部保費將為每月 506 美元，
增加 7 美元。受益人是否必須支付全部 A 部分保費取決於他們或他們
配偶的工作經歷。擁有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的受益人需查看所選
計劃的住院費用部分。

CMS宣布的這項關於降低 B 部分保費和免賠額的決定對於因通貨
膨脹而面臨成本上漲的老年人來說是個好消息。減少他們的醫療保險
費用，加上社會保障的預期生活成本調整，將為美國老年人提供急需
的經濟救濟。

瑞源保險溫馨提示

可對明年的Medicare計劃進行任何更改的 Medicare開放註冊期將
開始於10 月 15 日 2022至 12 月 7 日 2022結束。如果您有想了解 或更
改Medicare 計劃的需求，歡迎聯繫瑞源保險事務所免費諮詢。

我們代理本地區最全的各類保險，包括車險、房險、醫療保險、
Medicare Advantage，Medicare Supplement和PDP（處方藥計劃）、
人壽保險、年金、長期護理等。保險計劃的全面性和保險諮詢的專業
性是德州瑞源保險事務所的核心競爭力，在本領域享有盛譽。瑞源保
險事務所創始人張瑞女士擁有20年的保險行業經驗。曾任美國知名保
險公司副總多年，擁有豐富的保險專業知識，是美國醫療保險協會認
證會員、長期護理保險認證專員和資深醫療保險專員，積極義務服務
社區並長期舉辦知識類講座。

張瑞女士直線電話：214-971-8026，微信個人號：12149718026，
公司Email:INFO@BENEFONS.COM。公司在達拉斯和休斯頓均有辦公室
，服務全德州居民。

注：瑞源保險事務所文章未經允許請勿轉載，歡迎個人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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