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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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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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餐
館
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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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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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薪厚職』 餐館誠請

炒鍋, 打雜, 執碼(幫廚)

各多名, 包吃住

有意請電 : 512-483-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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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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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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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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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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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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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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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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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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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超市內

壽司吧招工

電話詳談 :

832-520-6015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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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城中餐館
請川菜東北菜師傅
要求有工卡,可報稅.

每周休息一天,
提供單間宿舍.

工作地點:大學城
聯系方式: 丁

660-668-5555

日本餐館請人
Tomball 誠請
●Sushiman
●Sushi Helper
可報稅,可包住
聯系電話:

626-373-7744

*中餐館請人
誠請企檯
略懂英文

半工/全工均可
意者請電:

713-266-1468
281-682-2078

*東北菜館誠請
中國城百佳超市旁

誠 請
炒鍋, 企檯, 抓碼
北方麵點師傅
意者請電：

415-812-5851

Japanese Rest.
Hwy6/Sugar Land,
誠請Waitress企檯,
需有經驗,能報稅.
全工/半工均可

小費高. 有意者請電:
281-325-0628
832-868-8813

*急 聘
●大廚(炒鍋) 一名
●廚房幫手 一名

高薪,工時短.
意者請電:

832-888-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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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的你(妳), 何不主動出擊, 為自己創造更多的機會 !!!!
在有限的生命中, 尋找自己的未來及幸福!! 聯繫人: Nic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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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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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館請外送員
城中區外賣中餐館

誠 請
半工外送員

意者請打電話 :
713-529-4887

中國城中餐館
誠請有經驗且

可以做宵夜的企枱
需有工卡
意者請電：

713-981-8818

Katy中餐館

誠招全工炒鍋,

需要報稅,

薪優面議.

281-665-9299

中日餐請人

餐館請人
位249●誠請企枱
包薪150元一天
要講流利的英語，
●熟手包外賣員
包薪150元.請電:
281-966-5342

Woodlands
賺錢中餐館轉讓
富人區,1500呎

設備齊全,客源穩.
適合家庭經營.

外賣生意好.請電:
713-628-1938

日本餐廳誠請
●壽司師傅
●男女企台
意者請電：

832-768-0299
713-838-9812

中國城餐館轉讓
位置絕佳,有潛力,

租金5900包水管理費
2800尺, 售價16萬,

餐館設備齊全.
電話：

281-888-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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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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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中餐館
●Part time企檯
●Part time送外賣

位610/Heights
意者請電: May

832-419-1197

Katy美式中餐廳
薪優！誠招

炒鍋、油鍋、企台
、Cashier

意者請電: 陳生
832-756-4898
832-756-6516

45北中餐館
誠 聘

炒鍋、油爐、企檯

意者請電:

832-788-1283

糖城川菜館,請
●有經驗川菜師傅,

$6500.
●半工或全工企台
意者請電: Andy
832-380-9063
4526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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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餐館轉讓
糖城中餐館,地點好,
生意八萬五,賣26萬
2400呎,房租5400.
包水.老板有事回國.
意者請電: Kevin
979-559-9999

Lucky Palace
Korean Restaurant

誠聘長工企檯: 小費好
一周6天,薪優面洽
850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意者請電或短信:
281-889-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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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ing中餐廳
誠招●企台

會英語，有經驗
●炒鍋 ●煎鍋

薪資面談
意者請電:

832-878-0974

分類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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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其林星級港式早茶點心
連鎖餐廳-Tim Ho Wan ( 添好運 )

Katy亞洲城 誠徵：
●大堂經理 ●後廚點心師傅

公司提供醫療保險，福利，休假，獎金.
需報全稅.如有興趣，請寄簡歷到:
david@timhowanusa.com

2pm-6pm電: David 828-222-6588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奧斯汀中餐館售

位Austin北

客源穩,生意好

有興趣者請電:

512-966-1165

CC11

  1月8日  星期日
wechat : AD7133021553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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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格 (2units)

3格 (3units)

4格 (4units)

一 週

1 wk

$45

$90

$135

$180

二 週

2 wks

$80

$160

$240

$320

三 週

3 wks

$105

$210

$315

$420

一 月

1 mon

$125

$250

$375

$500

格數Size

週數Week

上班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

Business Hours：

Monday-Friday：

8:00am-4:00pm

電話，傳真，電郵，上網或登門刊登

一通電話，萬事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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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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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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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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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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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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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業
地
產
經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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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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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713-319-6456 713-385-1188
15年地產經紀人,信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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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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房賣房可介紹優質產品及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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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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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廠誠請
電子裝配工 ( 錫焊經驗者優先 )

有薪節假日,休假, 年終獎, 保險,401K

意者請電:713-349-4559或親臨

12701 Royal Dr. Stafford, TX 77477

屋主自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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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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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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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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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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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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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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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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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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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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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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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聘辦公室職員
需能報稅,讀寫英文.
態度積極,願意學習.
公司位於中國城

意者請電:
903-424-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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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房賣房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

買房賣房
送回一半佣金

微信: tata7828
713-972-2215

Anita 蘇Realtor / Agent

專
業
地
產
經
紀

Realtor / Agent

專
業
地
產
經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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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 8 日（星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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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聘會計助理
熟悉QuickBooks

Excel...中英文流利,
會粵語更佳.

Email履歷至:
Jenniferitc
@gmail.com

誠請通勤保姆
時間: 每天3-8pm或4-9pm，一月初起
內容：基本家務清潔和做簡餐及寶寶餐，

空閑時協助帶寶寶.
要求：有帶寶寶的經驗，性格溫柔隨和，耐心

細心，可自己開車通勤或住附近優先.
待遇：17-20/h,包晚餐. 地點：博物館區77021
有意者請先發信息至: 346-265-8013

( 注明征通勤保姆工作，細節約面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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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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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聘
中國城公寓助理

半職或全職
有基本的語言基礎，
有責任心,踏實肯干

意者請電:
713-771-5868

房間分租 / 徵合作伙伴
●歡迎看房Memoria區, 限單身女性
●徵合作伙伴: 月薪獎金$2000,
保險W2眼睛, 牙齒有保險.
銷售小型電器產品.
有興趣請聯絡 : 832-888-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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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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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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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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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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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開車和簡單英文優先
月薪優厚.聯系電話:
281-844-0413

安防公司誠聘
辦公室文員2名
中英文流利，

工作認真負責，有
QuickBook 經驗優先,
近中國城,薪優,請電：
832-231-7879

能源化工類
國際貿易公司，
誠徵采購助理，

英文流利懂西語優先，
轉正機會,$25/時.

公司在77024,短信/郵:
832-847-0887
amyqian2019
@gmail.com

休市食品批發公司(待優)
誠徵行政助理: 中英文流利

熟悉Quickbook, Excel

周一至周五, 9點-5點

有意者請電 : 713-213-8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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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休士頓工廠招人

誠請 全工

電焊工及雜工

意者請電:

713-562-1688

eBay Sales
全職或半職均可

需說英文
每小時$13+佣金
位8號 / I-10
意者請電:

832-512-0138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周六,周日
廣告: 請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舒格蘭糖城
誠 聘

住家或者通勤阿姨,
照顧8個月小孩,

簡單家務.
有意請聯系 :

501-827-8155

Drilling Software Company
Multimedia Designer

Skilled with Adobe Creative Suite.
Knowledge of animation, film, or
video editing. Coding skill is a plus.
E-mail : HR@pvisoftware.com

石油貿易公司招Accountant
要求有會計工作經驗,

有貿易物流經驗者更佳, 中英文流利,
會熟練使用Quickbook,

在美有工作許可,薪優面談,
工作地點Katy, TX. 簡歷發至郵箱:
alanz@hectomi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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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are Service

200看
護
服
務

急招裝修工
要求會房屋修理,

小修小補,
誠信踏實,

經驗豐富者優先,
工資面議,意者請電:
346-331-5858

NOW HIRING
Innovo Medical
( Stafford, 77477 )
Accounting Exec
( full Accounting,
Quickbooks )
Email: jean@

beyondmedshop.com

外科診所請人
誠聘醫學助理
沒經驗可培訓
需中英流利,

會越南話更佳,
工作認真負責,熟識電腦
全工/半工均可.請電:
713-935-9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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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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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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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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服務

1000
Mass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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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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接
送
服
務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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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709-8947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北夏接送服務
機場, 碼頭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 有4人7人座服務

832-382-5645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本地美國人,資深英語家庭教師,教授日常美式
會話、商業及旅遊用語, 個人或集體均可.
*** 協助通過公民考試及移民局面談 ***

skype:david.b.browning /Wechat: Teresina1only
832-788-3383 281-587-6912 布朗寧
5338 Beechnut St. Houston, TX 77096
http://www.GlobalSpanishTu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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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
駛
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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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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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龍按摩店售

別猶豫別猶豫別猶豫,,, 別蹉跎別蹉跎別蹉跎歲月歲月歲月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千
里
姻
緣

一
線
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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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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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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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龍按摩店售

盛家裝修
住宅/餐館: 廚房台面,
地磚,地板,水電木工,
內外油漆,衛生間改造,
戶外涼棚,籬笆水槽,
質量第一和保證誠信

請電: 李師傅
832-282-8746

MagicHand (25年經驗)

上門按摩、理療服務

預約: 210-610-6666 劉先生

畢業於北京中醫藥大學針灸推拿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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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服務

1000
Massage
Service

隨叫隨到裝修
專業漏雨,瓦片翻新
高壓槍洗房,据樹
室內外裝修20年
經驗. ~免費估價~
713-269-9582
409-597-8188

*甜心寶貝*

一流服務

9 AM - 1AM

346-971-0078

專精家庭
小修小補

清洗外牆,車道,
屋頂補漏,

籬笆修復,修剪樹枝
請 電:

361-460-4530

周六,周日
廣告: 請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分類廣告專頁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CC44分類廣告4
星期日       2023年1月8日       Sunday, January 8,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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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可靠
832-462-3832
832-462-4011

水電服務公司
執照電工.經驗豐富.
灑水系統,家電維修,
水電新建和修理,

洗衣,烘乾,冰箱,熱水爐
打碎機,下水道,

281-610-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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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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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銷售安裝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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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理賠

萬家樂冷暖氣
政府執照TACLB95906E百萬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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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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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700

誠信專業水電
專精上下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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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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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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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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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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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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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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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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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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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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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水管
排污

德州執照電工
Electrical Contractor

執照號 #36638
政府注冊,百萬保險

商業 & 民宅.
電話 : 毛師傅

832-662-8528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優林冷暖氣
商業 & 住家

冷氣空調暖氣,
抽風設備,熱水爐

各種水電更換維護
請電: Kevin

281-948-9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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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708-8688

極光空調維修
維修/保養/ 安裝

冷暖氣系統,熱水爐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政府認證～～
832-998-7833

Chris 謝

 







周六,周日
廣告: 請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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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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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 talks with Pfizer for generic COVID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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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BEIJING, Jan 6 (Reuters) - China is in 
talks with Pfizer Inc (PFE.N) to secure a licence that will 
allow domestic drugmakers to manufacture and distribute a 
generic version of the U.S. firm’s COVID-19 antiviral drug 
Paxlovid in China, three sources told Reuters.

China’s medical products regulator - the 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NMPA) - has been leading the 
talks with Pfizer since late last month, one of the sources 
with knowledge of the matter said.

Beijing is keen to finalise licensing deal terms before the 
Lunar New Year which begins on Jan. 22, the source said.

Chinese hospitals are under intense pressure after the 
government abruptly abandoned its “zero-COVID” policy 
last month, sending infections soaring. The surging wave 
of infec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has overwhelmed hospitals, 
emptied pharmacies of medicines and caused international 
alarm.

U.S. FDA approves Eisai, Biogen Alzheimer’s drug
CureVac says COVID vaccine produced immune response 
in early-stage trial
Pfizer explores options for some rare disease, cancer drugs
BioNTech signs deal with UK for personalised cancer 
therapies
Paxlovid, found to have reduced hospitalisations in high-
risk patients by around 90% in a clinical trial, is in high de-
mand with many Chinese attempting to get the drug abroad 
and have it shipped to China. Beijing has been largely 
resistant to western vaccines and treatments. Oral treatment 
Paxlovid is one of the few foreign ones it has approved.

In February last year, China approved Paxlovid, which was 
supposed to be largely available via hospitals, to treat high-
risk patients in several provinces. Pfizer last month reached 
an agreement to export Paxlovid to China through a local 
company to make the medicine more widely available.

The NMPA and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which handles media queries for the government, did not 
respond to Reuters requests for comment.

A Pfizer spokesperson said the company is actively col-
laborating with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all stakeholders to 
secure an adequate supply of Paxlovid in China.

All the sources declined to be identified as they are not 
authorised to speak to media.

The NMPA held a meeting with several Chinese drugmak-
ers in late December to discuss preparations needed to 
make a generic version of Paxlovid hoping it would be able 
to secure the licence in the near future, two of the sources 
said.

Zhejiang Huahai Pharmaceutical (600521.SS), which 
signed a deal with Pfizer in August to produce Paxlovid 
only for use on the mainland, and CSPC Pharmaceutical 

Group (1093.HK), a developer of a potential mRNA 
COVID vaccine, are among those that attended the meet-
ing, the first source said.

The second source said the NMPA has also advised firms 
to prepare to register with the regulator to produce the 
generic version of Paxlovid.

GENERIC DRUGMAKERS
Prospective candidates including Huahai and CSPC have 
in recent weeks been conducting “bioequivalence tests”, 
which are required by Chinese regulators before generic 
drugs can be launched, the two sources and another source 
with direct knowledge of the matter said.

For a generic drug to be deemed equivalent to a branded 
medicine, such tests are required to make sure they work 
the same way in the body.

Both Huahai and CSPC expect to submit the tests results 
to the NMPA later this month, one of them added.

Huahai and CSPC did no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
ment.

In March, 35 generic drugmakers around the world in-
cluding five Chinese firms agreed to make cheap versions 
of Paxlovid for 95 poorer countries through a licensing 
arrangement with the U.N.-backed Medicines Patent Pool 
(MPP). That licence does not allow the companies to sell 
generic Paxlovid in China. read more

The MPP licensing arrangement is royalty free for Pfizer, 
while COVID-19 remains classified as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Following the pandemic period, sales to low-income 
countries will remain royalty free, lower-middle-in-
come countries and upper-middle-income countries 
will be subject to a 5% royalty for sales to the public 
sector and a 10% royalty for sales to the private sec-
tor, MPP said at that time.

Due to severe shortages of antivirals as 1.4 billion 
Chinese battle infections, many have turned to 
underground channels to secure Paxlovid and other 
drugs, according to domestic media. Scalpers charge 
as much as 50,000 yuan ($7,260) for a box of Pax-
lovid, more than 20 times its original price of 2,300 
yuan.

China has also pressed Pfizer to lower the price of 
Paxlovid as the government aims to include the drug 
in the national medical insurance scheme which 
could cover part of the cost, the three sources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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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w days ago I
attended Congressman Al
Green’s breakfast
meeting when it was
announced that more than
twenty public and private
groups had received
grants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cluding
$2.5 million dollars for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District for infrastructure,
public safety and other
improvements in our
district.

Twenty years ago, the
Texas Legislature passed
a resolution to set up an
International District from
Beltway 8 to Highway 6.
Since that time, we have
used about $1.5 million
dollars to improve the
district’s safety an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However,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area is still
insufficient. In our master plan, we
want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gate, an

outdoor theater and sponsor various
activities to attract more visitors to
our district to increase economic
prosperity.

Congressman Green has been
our good friend for a long time.

Whenever we have faced any
disaster or difficulties, he has always
been on the front line.

Al, we really thank you for what
you have done for our district.

0101//0606//20232023

We Are Thankful ToWe Are Thankful To
Congressman Al GreenCongressman Al Green

Editor’s Choice

Tanya McLean, aunt of Jacob Blake, reacts to the verdict in the trial of Kyle 
Rittenhouse, outside the Kenosha County Courthouse in Kenosha, N  REU-
TERS/Evelyn Hockstein

Hannah Gittings, girlfriend of victim Anthony Huber, is embraced as she speaks to the media 
after the verdict, REUTERS/Evelyn Hockstein

A woman stands behind a car with shattered glass near the scene of a shooting at the Boise 
Towne Square shopping mall in Boise, Idaho. REUTERS/Shannon Stapleton

A man holds a placard as he 
protests again the verdict in 
Kenosha, .  REUTERS/Evelyn 
Hockstein

Supporters of Wikileaks 
founder Julian Assange 
protest outside the Royal 
Courts of Justice in Lon-
don, Britain. REUTERS/
Henry Nicholls

Fishermen throw a bottle of beer 
during the traditional carp haul 
near the town of Blatna, Czech 
Republic. REUTERS/David W 
Cer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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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
The year 2022 has been full of rapid and unexpected changes.

                                
following pictures cover major news events from the past 12 months.

2022 has been a year like no other.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geopolitical                          
                                            

British monarch Queen Elizabeth II and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by Russia.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 2022. 
-

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 2022. Price in-
creases in the US peaked at more than 9.1% 
in June, and at 11.1% in the UK in October. 
This has resulted in a cost-of-living crisis, 

with many families, even in some of the 
world’s wealthiest nations, being forced 
to choose between eating or heating this 
winter.
2. The Omicron coronavirus varant 
spreads

The Omicron variants were a highlight 
in the year 2022.

 Image: REUTERS/Jeenah Moon                                                                                                                                              

The highly transmissible Omicron variant 
of COVID-19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this year. Two Omicron “cousins” have 

also recently been named by the UK 
Health Security Agency, as the virus 

continues to mutate..
DISCOVER
3. Russia invades Ukraine

Russia invaded Ukraine on 24 Febru-
ary, 2022. Image: REUTERS/Shannon 
Stapleton                        
Russia invaded Ukraine on 24 February, 
leading to global crises for both food and 
energy, as well as displacing millions of 
people.
4. U.S. Supreme Court overturns abor-
tion rights

The vote for abortion rights was 5-4 
to overturn the landmark 1973 Roe vs 
Wade ruling, on 24 June, 2022. Image: 
REUTERS/Michael A. McCoy 
In a controversial ruling on 24 June, the 
US Supreme Court revoked women’s con-
stitutional right to abortion, restoring the 
ability of individual states to determine a 
woman’s reproductive rights.
5. Record-breaking heatwaves worldwide

Climate change has led to many re-
cord-breaking temperatures around the 
world. From runways melting to devas-

the extreme levels of heat experienced this 
year.
6. Droughts around the world

The summer of 2022 produced Europe’s 
worst drought in 500 years Image: RE-
UTERS/Susana Vera
This summer produced Europe’s worst 
drought in 500 years, with two-thirds of 
the continent experiencing some sort of 
extreme heat warning. In China, factories 
were forced to shut down in August due to 
decreased water levels around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which curbed electricity gen-
eration at hydropower plants.

Image: REUTERS/Akhtar Soomro
Flooding in Pakistan from June to August 
killed more than 1,391 people and caused 
an estimated $30 billion in damage as 
houses, crops and key infrastructure were 
swept away.
8. Queen Elizabeth II passes away

Queen Elizabeth II died at Balmoral 

Castle in Scotland on 8 September, 
2022. Image: Tristan Fewings/Pool via 
REUTERS
Queen Elizabeth II died at Balmoral Castle 
in Scotland on 8 September and was suc-
ceeded by her eldest son, King Charles III. 
She died at 96 years of age after 70 years 
on the throne, making her the world’s sec-
ond longest-ever reigning monarch
9. World population exceeds 8 billion

On 15 November 2022, the world sur-
passed 8 billion people. Image: REU-
TERS/Jon Nazca

billion people in 1803. Over 200 years lat-
er, on 15 November 2022, the world sur-
passed 8 billion people.
10. COP27’s ‘loss and damage’ fund for 
vulnerable countries

One of the many issues discussed at the 
UN summit was ‘loss and damage’. Im-
age: REUTERS/Mohamed Abd El Ghany
The fund agreed at the COP27 summit 
will support poor countries that are being 
heavily impacted by climate change, de-
spite their historically low emissions. It 
will cover the cost of any climate-related 
damage that these countries cannot avoid 
or adapt to. (Courtesy we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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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s What Happened In 2022
A Photo Essay Of World Events

                                             

BUSINESS

Key Points
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the world? How 

  ?nrob era seibab ynam woh dna ,raey hcae eid ynam
These are key questions that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around us. The global population dataset 
is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at Our World in Data: it 
underpins nearly every topic we cover.
The UN releases an update of it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every two years. Its latest release was due 
in 2021 but was delayed as a resul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But, today – on World Population Day 
– the long-awaited dataset has been released. The 
following article highlights some of the key findings 
of the twenty-seventh publication of the ‘World Pop-
ulation Prospects’.

Overview

July 11, 2022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
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The 2022 Revision of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is 
the twenty-seventh edition of official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estimates and projections that have been 
prepared by the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
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It presents population estimates 
from 1950 to the present for 237 countries or areas, 
underpinned by analyses of historical demographic 
trends. This latest assessment considers the results of 
1,758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es conducted be-
tween 1950 and 2022, as well as information from 
vital registration systems and from 2,890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surveys The 2022 revision also 
presents population projections to the year 2100 that 
reflect a range of plausible outcomes at the global, re-
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By Hannah Ritchie, Edouard Mathieu, Lucas 
Rodés-Guirao and Marcel Gerber

#1. The World Population Will Pass 
8 Billion At The End Of 2022

Since 1975 the world has been adding another billion 
people every 12 years. 
It passed its last milestone – 7 billion in 2011. And, by 
the end of 2022, it will pass another one: there will be 
8 billion people in the world.
While this rate of absolute growth is similar to previous 
decades, the growth rate continues to fall. Since 2019, 
the glob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has fallen below 1%. 

That’s less than half its peak rate of growth – of 2.3% 
– in the 1960s.
As global fertility rates continue to fall (see below), this 
rate will continue to fall.
#2. The UN Estimates Around 15 Million Excess 
Deaths In 2020 And 2021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Coronavirus (COVID-19) pandemic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global population and migration 
trends. 
We know that the confirmed death toll from 
COVID-19 is likely to significantly underestimate 
the true number of deaths because of limited testing. 
One way to get a better estimate of the total mortality 
impact of the pandemic is to look at excess mortality 
data. We can look at the total number of deaths and 
compare this to the number we expect to occur in a 
non-pandemic year.
In its latest population dataset, the UN estimates 
that in 2020,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5 million 
excess deaths. In 2021, this figure was 10 million. 
This estimate of 15 million excess deaths over 2020 
and 2021 is in line with estimates from other orga-
nizations. The Economist put its central estimate of 
excess deaths at 17.6 million. The World Health Orga-
nization, which is a UN organization, estimated 14.9 
million excess deaths.
These death figures are highly uncertain. But what’s 
clear is that the number of confirmed deaths – which 
was just 5.4 million by the end of 2021 – captures just 
a fraction of the tru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oT detcejorP sI noitalupoP labolG ehT .3#
Peak At Around 10.4 Billion In 2086

The world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rapidly over the 
last century.  When will it come to an end? Previous 
versions of the 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showed a significant slowdown in population growth, 
with very slow growth – almost reaching a plateau 
– 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n its previous release, it 
projected that the world population would be around 
10.88 billion in 2100, and would not yet have peaked.
In this new release, the UN projects that the global 
population will peak before the end of the century 
– in 2086 at just over 10.4 billion people.1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is earlier, and lower, 
peak. One is that the UN expects fertility rates to fall 
more quickly in low-income countries compared to 
previous revisions. It also expects less of a ‘rebound’ 
in fertility rates across high-income countri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entury.

                               deunitnoC saH etaR ytilitreF labolG ehT .4#
To Decline To 2.3 Births Per Woman

A key determinant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rate is the 
average number of children that women have over 
their lifetime – the ‘fertility rate’.
Fertility rates have fallen rapidly across the world in re-
cent decades. In 1950, the average woman gave birth 
around 5 times. Since then, fertility rates have more 
than halved. In 2021, this global figure was 2.3 births 
per woman.

If you switch to the map tab in the interactive chart you 
see that most people in the world now live in countries 
where fertility rates are at – or below – the ‘replace-
ment level’. This is the level at which populations 
would stabilize or shrink over the long-term. The UN 
reports that two-thirds of people live in countries where 
the fertility rate is below 2.1 births per woman. In some 
high-income countries such as South Korea, Japan, 
Spain, or Italy, it is as low as 1.3 births per woman.

#5. Next Year India Is Expected To Take Over 
From  China As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China has been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for decades. It is now home to more than 1.4 billion 
people. However, its population growth rate has fallen 

significantly following a rapid drop in its fertility rate 
over the 1970s and 80s.
The fertility rate in India has also fallen substantially in 
recent decades – from 5.7 births per woman in 1950 to 
just 2 births per woman today. However, the rate of this 
decline has been slower.
Because of this, India will very soon overtake China 
as the most populous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 UN 
expects this to happen in 2023. (Courtesy https://
ourworldindata.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here: 
https://ourworldindata.org/world-population-up-
date-2022.
Related

World Population Highlights
The Current World Population

7,961,890,500
             TOP 20 LARGEST COUNTRIES BY 

POPULATION 

World Popul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t the dawn of agriculture, about 8000 B.C., the pop-
ulation of the world was approximately 5 million. 
Over the 8,000-year period up to 1 A.D. it grew to 200 
million (some estimate 300 million or even 600, sug-
gesting how imprecise population estimates of early 
historical periods can be), with a growth rate of under 
0.05% per year.)
A tremendous change occurred with the industrial rev-
olution: whereas it had taken all of human history 
until around 1800 for world population to reach 
one billion, the second billion was achieved in only 
130 years (1930), the third billion in 30 years (1960), 
the fourth billion in 15 years (1974), and the fifth bil-
lion in only 13 years (1987).

•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alone, the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has grown from 1.65 billion to 6 billion.
• In 1970, there were roughly half as many people in 
the world as there are now.
• Because of declining growth rates, it will now take 
over 200 years to double again.

Population Growth Rate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is, as of 2020, growing at a 
rate of around 1.05% per year (down from 1.08% in 
2019, 1.10% in 2018, and 1.12% in 2017). The current 
average population increase is estimated at 81 million 

people per year.
Annual growth rate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late 1960s, 
when it was at around 2%. The rate of increase has 
nearly halved since then, and will continue to decline 
in the coming years.
World population will therefore continue to grow 
in the 21st century, but at a much slower rate com-
pared to the recent past. World population has dou-
bled (100% increase) in 40 years from 1959 (3 billion) 
to 1999 (6 billion). It is now estimated that it will take 
another nearly 40 years to increase by another 50% to 
become 9 billion by 2037.

The latest world population projections indicate 
that world population will reach 10 billion persons 
in the year 2057.
World Population Forecast (2020-2050)
10 Billion (2057) The United Nations projects 
world population to reach 10 billion in the year 
2057.
9 Billion (2037) World population is expected to 
reach 9 billion in the year 2037.
8 Billion (2023) World population is expected to 
reach 8 billion people in 2023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 2026 according to the U.S. Cen-
sus Bureau).
7.96 Billion (2022) The current world population 
is 7.96 billion as of July 2022 [1] according to the 
most recent United Nations estimates elaborated 
by Worldometer. The term “World Population” 
refers to the human population (the total number 
of humans currently living) of the world.

7 Billion (2011)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reached              
7 Billion on October 31, 2011.                                                                                               
The US Census Bureau made a lower estimate, 
for which the 7 billion mark was only reached on 
March 12, 2012.
6 Billion (1999)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the 6 billion figure was reached on October 12, 
1999 (celebrated as the Day of 6 Billion). Accord-
ing to the U.S. Census Bureau instead, the six 
billion milestone was reached on July 22, 1999, at 
about 3:49 AM GMT. Yet, according to the U.S. 
Census, the date and time of when 6 billion was 
reached will probably change because the already 
uncertain estimates are constantly being updated. 
(Courtesy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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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light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Latest 
Release Of Its World Population Estimates

            detinU 2202 ehT morF sgnidniF yeK
Nations Population Prospects Study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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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化油器車發動機熱車不易起動。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如果發動機熱車狀態不易起動，這也
就是自動阻風門系統出現了故障，造成阻風門不
能自動打開或是不能完全打開。車輛在行駛時，
由於節氣門開度較大，因此在大的進氣壓力下，
空氣流沖擊偏離中心軸的阻風門，使得阻風門此
時能全開，但是在發動機低速或怠速時，節氣門
開度很小，因而進氣壓力不大，此時阻風門只能
處於半開或者開度很小狀態。在阻風門的作用下
，進入氣缸的混合氣較濃，如果發動機此時停止
運轉，阻風門將關閉，等再起動發動機時，過濃
的混合氣進入氣缸將火花塞打濕，使得發動機很
難起動。遇到此情況時可採取將加速踏板全部踩
下，將阻風門和節氣門全開，轉動起動機，通過
吸入新鮮空氣將過濃的混合氣沖淡，使發動機起

動。當火花塞嚴重淹濕時，可拆下晾乾，但重要
的是要去修理廠找出阻風門不能全開的原因。

32、車輛在行駛中高速行駛時排氣管冒黑煙
。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情況下，車輛在中、高速時冒黑
煙是自己駕駛進不易察覺的。不過，可以採用計
算燃油消耗量來確定。化油器發動機主要由以下
四種原因造成：油平面過高，造成混合氣過濃；
真空省油器失靈，造成不適當的加濃混合氣；主
空氣量孔沫管堵塞；空氣濾清器堵塞。應首先檢
察空氣濾清器濾芯是否堵塞。若堵塞，會在高速
時排黑煙，動力性、經濟性惡化，此時應更換空
氣濾芯。然後檢查化油器，上述操作需要專業的
人員進行。還有就是對點火系統和發動機要進行
整體檢測。

33、冬季時，車輛的天窗不能開啟。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在冬季，在室外停放的車輛，因頭天
晚上車內溫度較高致使飄落在天窗周圍的冰雪溶
化，而隔夜後，車輛的整體溫度降低，溶化的雪
水凝結成冰，所以，極易使天窗玻璃與密封膠框
凍住。如強行打開天窗易使天窗電動機及橡膠密
封條損壞，因此要待車內溫度上升確認解凍後再
打開天窗。同樣，冬季洗車時，即使熱水洗車如
未完全擦淨，車輛在行駛中天窗邊緣殘留水分也
會凍住，所以洗車後應打開天窗，以便擦乾周圍
水分。另外，天窗密封條表面經過噴漆或植絨處
理，為避免凍住，噴漆處理膠條最好用軟布擦乾
，再塗上些滑石粉。而植絨處理膠條擦乾即可，
切勿粘上油污。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修車師姐》》徐云專欄徐云專欄7070
汽車維脩大全汽車維脩大全（（十十））

虛擬貨幣與所得稅
歐洲銀行權威機構定義虛擬貨幣
為非央行、非政府頒布的數字貨
幣。是在有限範圍內被合法自然
人接納的可交易、存儲的電子支
付的介質。

美聯儲定義虛擬貨幣為在某
些環境下可以充當交易的類似貨
幣的介質，但不是真正的貨幣，
在司法上不具有法律性質。

國 稅 局 將 虛 擬 貨 幣 定 義 為
Property – 資產， 如股票、房
地產、基金等。所以虛擬貨幣的
買 賣 只 可 以 產 生 增 值 ( 虧 損)
Capital Gain (Capital Loss)， 不會

產生如正常貨幣的匯兌收益，foreign currency gain (Loss)。
使用虛擬貨幣的優勢：

虛擬貨幣是區塊鏈技術的一個應用。區塊鏈的不可偽造、全
程留痕、可以追溯、公開透明及集團維護等特徵賦予了虛擬貨幣
很多優勢。
1. 在金融方面可以省卻第三方中介，如銀行。實現人對人、人
對生意、生意對生意的直接對接，不需要銀行、信用卡公司的轉
換支付，從而在大大降低成本的同時，快速完成交易支付。
2. 公開透明，任何發生的交易都記錄在區鏈塊節點上，無法全
部更改， 不可丟失。
3. 交易不可逆轉。交易一旦成交，買賣雙方都不可以反悔。這
對於賣方是一大利好，因為沒有中介銀行或信用卡公司，沒有拒
付stop payment或者信用卡的盜卡保護 credit card fraudulent detec-
tion之說。
4. 虛擬貨幣是世界通用的。國際之間的交易不需要貨幣兌換。
可直接在 任何地方支付任何其他國家個人或企業。

5. 至少在目前，政府無法追踪虛擬貨幣交易並扣押虛擬貨幣，
因為虛擬貨幣是存在區塊鏈上的，政府無法介入。如果欠稅國稅
局可以凍結銀行賬戶，但國稅局無法進入區域鏈凍結虛擬賬戶。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IRS現正加大力度進行監控。
使用虛擬貨幣的劣勢：
1. 虛擬貨幣的價值上下波動幅度太過劇烈。也許會因為一個小
小的謠傳，市場上的價值就跌落千餘元。這就給交易之後，接收
虛擬貨幣的一方造成巨大損失。頭一天花費上萬美元購買的虛擬
貨幣，第二天可能就只值幾千美元。
2. 因為是網絡產品，存在著被黑客襲擊、虛擬貨幣錢包被偷盜
以及不斷出現的系統BUG。這些造成虛擬貨幣丟失的風險遠遠大
於真正的存在銀行里面的貨幣。
3. 在虛擬貨幣交易的過程中，買方存在著巨大的風險。一旦交
易成功，買方支付了虛擬貨幣，這個交易就不可逆轉了。如果賣
方拒絕按照合約運貨，買方沒有任何辦法將已付出去的虛擬貨幣
拿回來。

雖然虛擬貨幣還沒有成為法定貨幣，但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
已有許多由虛擬貨幣完成的交易，需要向國稅局申報。舉一個簡
單的例子。顧客Mr. Smith用兩個比特幣購買了一台比特幣挖礦機
。 Mr. Smith需要決定他當時購買比特幣的成本， 就是比特幣的
Base。因為國稅局對虛擬貨幣的定義是資產，而不是貨幣，所以比
特幣成本的計算方法和商品庫存的計算方法是一樣的，先進先出
、後進先出、特定價格以及平均價格幾種方法。在交易的過程中
，Mr.Smith首先將比特幣賣掉換成美元。比特幣挖礦機的美元價
格就是Mr.Smith賣掉比特幣的市場價格。 Mr. Smith 在申報他的個
人稅表的時候就需要在Schedule D 上申報Capital Gain （Loss）。
是長期的還是短期的Capital Gain 要取決於他持有比特幣的時間。
在買到挖礦機之後，Mr.Smith 又有幸挖到了比特幣，那麼 Mr.
Smith 又要在他的個人稅表的 schedule C 上申報這一生意的收入
Ordinary Income及支出 Ordinary Expenses。收入就是挖到的比特幣
當日的市場美元價值，費用支出包括挖掘機的折舊、電費、辦公

室費用等。 Schedule C 除了要繳納所得稅，還要繳納自僱稅。納
稅之後，這些新挖得的比特幣的base就是挖到比特幣當日的市場
美元價值。之後的增值以此為基準。

對於銷售挖掘機的企業，ABC inc. 他們需要想國稅局申報銷
售一台挖掘機的銷售收入 – 將比特幣換算成美元。同時ABC Inc
還需要向Mr.Smith索取銷售稅並轉交給當地州政府。

公司用虛擬貨幣支付員工工資和支付合同工的支出，都需要
將虛擬貨幣轉化成美元。所有的工資稅、工資預交稅完全和正常
的美元支付的程序一致。

根據國稅局的定義，虛擬貨幣是資產，是物件。這似乎又將
我們帶回到了以物換物的年代。只不過那個時代沒有政府納稅的
概念， 沒有貨幣概念，沒有網絡的概念，思想單純，生活清爽。
如今世界已經超級複雜，又加上區塊鏈、貨幣、虛擬貨幣、雲計
算等無窮多的抽象概念，人們天天生活在“雲裡霧裡”。連國稅
局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一個明確的方案。但國稅局現已經意識到這
裡的稅收問題，並正加大監管方面的投資。

國稅局IRS 2022年申請的預算是一百三十二億美元。其中的
三千兩百萬將用於監管數字化的資產。三百萬用於支付信息技術
專業人員，六百萬用於支付硬件及軟件費用，兩千三百萬用於支
付監管虛擬貨幣、區塊鏈、數字密碼分析等專業合同工。

新年伊始，提醒大家在保護好自己的數字資產的同時，記錄
好這一項資產的變化，以便在之後的申報有據可查。

本專欄信息不能替代專業會計、稅務、法律或其他專業諮詢
者提供的諮詢意見。謹誠會計不對任何信息出現差錯或遺漏，以
及因使用該信息而獲得的結果承擔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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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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