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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誠聘 Cashier,企檯
幫廚, 打雜,炒鍋
有意者請電:
737-843-8186

中餐外賣店

西北區餐館

位 PearLand, 誠請
有經驗,英文好的
Waiter/Waitress
Cashier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早
丌丌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11 點-下午 4 點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Restaurant
Hiring
832-768-9888
713-855-2384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646-339-7703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金山餐館請人

Mall 內快餐

位於 45 號南
請經理和經理助理 位 Downtown 誠請
Cypress1960
薪優,誠請
55 歲以下.會英文. ●企檯, 拋鍋, 抓碼
誠請
~以上薪水好~
●幫炒 (能炒雙飛)
5 天工作日,
意者請電:
阿泰
●打雜兼包外賣
全工接電話打包
能搬遷更好.
916-529-7337
提供住宿. 意者電：
半工外送員
意者請電:
2001 Jefferson
713-614-3873
●另有好餐館出售 713-302-0321 214-924-8009 Houston, TX 77003

黃金水餃請人

中日餐館請人

『高薪』 誠請 壽司師傅,學徒
廚房師傅, 油鍋, 打雜, 全工企檯.
~~ 包吃包住 ~~
意者請電: 832-605-2131

誠請●全工和半工企檯: 小費好

位 Cypress,誠請
●熟手企檯 : 全工或半工均可
●熟手 Sushi Man
住附近者優先. 有意者請電:
832-398-2383
832-653-3111

壽司吧招工
Kroger 內 壽司吧
急需 - 壽司師傅 和 幫手
地址: 9325 Katy Fwy Houston, TX 77024
請意者聯系：
713-299-4129 Wendy

有意者請電:
713-623-3937

HEB 壽司吧請人

奧斯汀中日餐館,薪優誠聘

高級日本餐館誠請

意者請電: 832-213-7345

KATY 日本餐館

路州日餐,高薪請人

Lake Charles 路州全日餐

誠聘壽司師傅及助手

離休士頓 2 小時車程, 包食宿.
高薪聘請 油鍋，壽司，鐵板,
企台，洗碗，打雜,
以上無需經驗,可培訓.午休 2 小時。
●另請住家褓姆,帶 3 歲小孩.
請電: 904-238-9399

誠請 ●熟手企檯 : 需能報稅
Part time / Full time 均可
意者請電或短訊(無人接聽時)
832-232-1001

位於 Galleria 附近, 950 呎
房租便宜 ( 僅 $950 ),
因人手不足店轉讓, 售價 4 萬.
( 如購買,可教會所有食品配方 )
意者請電: 832-270-6187

意者請電: 832-605-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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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多呎, 有私人套房
●另有 1000 呎 冰果小吃店和辦公室
可分租
有意者請洽: 713-397-1681

~~ 包吃包住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餐館租售
餐館租售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Restaurant
Restaurant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for sale

好區奶茶店出售 ( 3 年新 )

*超市內壽司吧出售. 機會難得!!!
位於 Spring Branch, 白人好區.
一周營業額$3000, 現僅售 2 萬
生意穩定,設備齊全,面積寬敞,大停車場
Weekly Sales $3000
因店主另有他業,無瑕兼顧,出售.
Selling for a good price of $20,000
適合家庭經營. ~歡迎看店議價~
Please call if you are interested at
請短迅或留言: 832-668-6556
832-461-3495

小餐館轉讓

廚房師傅, 油鍋, 打雜, 全工企檯.



Kroger Sushi Bar For Sale

糖城最大自助餐廳招租

『高薪』 誠請 壽司師傅,學徒



招熟手企台，鐵板師傅，
廚房鐵板師傅，洗碗工 .
要求能報稅，有一定工作經驗，
本店工作氛圍輕鬆、小費好。
聯系電話 : 618-699-1155

家樂廣場 Colony Center ( 6 號 / Dulles )

HEB ( Super Market )

●有經驗 壽司師傅, 企檯及帶位
全工或半工均可, 以上需工卡.
意者請親臨:
6345 Westheimer, Houston, TX 77057
或電 : 713-781-6300

壽司師傅和助手:有責任心者、男女不拘
提供住宿, 需報稅.
請傳簡訊至: 832-401-9179

位 Pasadena 區, 房租 2000.
因店主急需回國, 現出售,
意者請撥打電話:
832-289-3112 非誠勿擾

日餐誠請 (中國城)

●熟手炒鍋師傅(Cook)
●熟手油鍋 ( Fryer)
●Sushi Chef 壽司師傅
●Kitchen Helper 幫廚
~~~ 住宿環境佳, 交通方便~~~
有意者請電 : 512-639-9599

位於糖城 6 號 HEB

休斯頓 Katy 日餐鐵板店

*美式炸蝦店

日
餐
請
人

Sushi Bar, hiring Sushi Chef
●Sushi Man:熟手,有經驗,不限男女
Littler bit English
$13-$18/hr
Hwy 288 & Medical Center
●Cashier : Part time or Full time
6055 South Freeway, Houston, TX
Text : 832-744-6376
832-808-0206
HEB 超市內壽司吧,請壽司師傅/助手
Call : 832-618-2791

●熟手壽司包卷師傅和二手師傅

超市壽司吧誠徵

地點在: New Caney, TX 77365
在高速公路 59N 上,離中國城約 45 分鐘路程

日
餐
請
人



日餐高薪誠聘

中餐館請人

近中國城 Buffet 店
哈比機場附近,誠徵
請外送員一名
誠請 全工 / 半工
包外賣兼送外賣.
熟手企台，帶位
聯系電話: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713-789-0845 281-265-0302 832-643-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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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ke Charles 路州全日餐

糖城中餐館

位 Spring, 249
誠請
全工或半工炒鍋
有意者請電:
281-966-5342

Restaurant Hiring

美式中餐館

Buffet 店請人

餐館請人

Restaurant Hiring

*Dokyo Dauntaun 餐館誠聘

位 Corpus Christi, TX.聘經驗,負責任的廚師， 位 6 號/290,誠請
可以烹飪亞洲食物。薪水從 3000 美元起。 全工收銀打包,油鍋打雜
我們提供住宿，靈活的假期，及任何菜單上的 半工炒飯,撈面師傅.
30%折扣。職責包括烹飪一些日本菜，
企台各一名。
主要處理我們菜單上有限的韓菜部分。
需報稅. ~包住宿
有興趣者，請連繫: 361-222-6486
713-213-0086
或 Email 至: dokyomail@gmail.com
832-593-6688

中餐館請人




奧斯汀餐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KATY 中餐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中餐外賣店
丌
餐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位
丌Missouri City
誠招●全工炒鍋， 丌丌
館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誠請
丌 Part time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全工/半工企台， 丌丌
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熟手接電話
薪優需報稅.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星期一至星期五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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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手抓海鮮店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位於 McAllen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手抓海鮮店,誠請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炒鍋或油鍋數名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意者請洽:鄭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631-264-9124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豪華中餐館出售

for sale

賺錢美式素餐館低價轉讓
15 年賺錢美式素餐館,
位 Upper Kirby 區,機會難得!
有意者請電: 張先生
713-789-0807
●另請前檯及打雜員工

糖城新餐館出租,機會難得!!!

Chinese Restaurant for sale.
Good opportunity to own a fairly new restaurant
1800 SqFt, Great location & Traffic,
in Sugar land. Offer down payment option
Very busy for To-go business
with owner finance. (No real estate involved).
4 years remaining lease plus 5 years option
Energy Corridor Houston.
1800 呎, 地點極佳,地處交通繁忙地段, to renew. 業主可提供首付貸款。(不含房地產)。
剩余 4 年的租約,加上 5 年的續簽選擇。
外賣生意好,歡迎看店議價.
誠意者請電 Suzie : 713-261-8255
有意者請電 : 281-725-4664

分類廣告 2
收購,拆卸,安裝,維修
餐館設備和用具
電話 : 張先生

346-801-5169

Equipment for sale

500

店面,辦公室
鋪位,各種生意
出租或出售
Business Opportunity

2021年2月23日

位城中區,領事館旁,因商場關閉
必需出清所有設備餐具 (九成新)
制冰機,爐頭,抓碼檯,冰箱,熱水爐,
桌椅,碗盤,刀叉,杯子.....等等
歡迎來店選購
有意者請電 : 832-613-5985

Equipment for sale

分類廣告價目表

請用微信連絡(日夜)

AD7133021553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中國城聯合賓館
Houston Hostel USA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休士頓民宿租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6468 Corporate Dr (企業路)
中國城惠康前,百利大道上,獨立屋,旅館式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中國人自建，自營，華人經理，
Cable 電視及冰箱),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套房及多間單房(房間皆附
丌
語言方便,
可微信訂房. 日或月租.
無限上網,傢俱水電包.拎包入住,免簽長約,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2
臥室
(有廚房,電飯煲,可炊)
公寓式酒店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月租特優.
丌
最少 1 個月起《感謝舊客戶推薦》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水電,網路,炊具,寢具,安全密碼閉路監控.
Line/微信: houstontours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電話/微信 : 832-488-8399
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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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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Estate

房地產租售



中國城辦公室租 美南新聞二樓多間辦公室出租

位於福祿大廈 3 層
6100 Corporate Dr.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
包水電,免費高速上網,
有辦公家具,大停車場
300 呎,價格優惠.請電:
832-860-1133

環境高雅, 安全, 安靜, 包水電,
免費高速上網, 辦公傢具,
近中國城 5 分鐘.有大停車場.
月租 $500 - $2500
有多間辦公室整租或分租,價格面議.
281-498-4310 Lisa 辦公室
281-983-8152 Jennifer 英文

CLASSIFIED AD. RATE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週數
丌丌丌Week
丌丌丌丌一
丌 週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格數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1丌wk
Size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刊登廣告

離中國城約 20 哩
己經營 25 年,
現退休連地產一起出售.
意者請電:
713-540-9607

C2

Tuesday, February 23, 2021

*餐館所有設備清倉出售

*自助式賺錢洗車場出售





餐館設備出售

收購餐館設備

星期二

旺鋪出租: 請電: 281-235-6317
( Leader Texas Realty )
位於 Bellaire 上, 近中國城
2700 呎, 停車方便,
適合做寫字樓,辦公室,診所...
等其它各行各業

二 週 三 週 一 月
2 wks 3 wks 1 mon

1 格 (1 box)

$45

$80

$105

$125

2格 (2boxes)

$90

$160

$210

$250

3格 (3boxes)

$135

$240

$315

$375

4格 (4boxes)

$180

$320

$420

$500

6格 (6boxes)

$270

$480

$630

$750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ITC 多間高雅辦公室租
環境高雅, 安全, 安靜, 包水電,
免費高速光纖上網, 辦公傢具,
近中國城 5 分鐘.有大停車場.
共多間辦公室出租,$500
( #209 #218 #233 )
281-498-4310
Lisa ( 中文 )
281-983-8152 Jennifer ( 英文 )

Office for Rent








●每格可容中文大字(標題)6 字及小字(內容)50 字，

●分類廣告請預付廣告費，如中途停刊者，恕不退還費用。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美南新聞刊登
注意事項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英文字母及數字二字為中文小字一字，空格標點符號均需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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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English title : 12 letter
※English content : 120 letters
●本報接受 VISA 及 MASTER 信用卡付費，如電話(Tel)或傳真(Fax)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乍乍
乍
乍
乍
乍
乍
乍
乍
乍
乍
乍
乍
乍
乍
乍
乍
乍
乍
乍
乍
乍
乍
乍
乍
乍
乍
乍
●廣告內容均由委刊者提供，本報一概不負責任。
訂稿委刊，請告知信用卡號碼/姓名/有效期限/CVV 號/ZIP code
乍乍
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乍
●廣告涉有爭議，本報保留拒絕刊登及修改廣告或暫停刊登之權利。
Address 號，其訂稿如有錯誤由客戶自行負責，恕不補登。
●涉及法律責任廣告,需提供身份證件及當事人簽字負責,本報概不負責.
●截稿時間 : 星期一至五 3:00pm, 平時/周六日請微信:AD7133021553
●廣告刊出如有錯誤，請於二日內前來更正，如係本報排版錯誤，將予以免費補刊，但以二天為限。
截稿或之前訂稿，其稿將在第二天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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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一周五天,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做飯打掃衛生,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要求干淨整潔,勤快.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住家或通勤均可. 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做飯好吃. 聯系電話: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832-558-8888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Company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公司請人

NOW HIRING 長樂活動中心
Food Distributor
looking for
Transfer Invoices.
PT : Sunday 11PM to
Monday 7AM
Call: Helen & Lily :
713-383-8818

*貿易公司請人

公
司
請
人

Company
Hiring





























GOEYA LLC 新建倉庫
中國城西南 5 哩 8 號旁
招男性倉管: 50 歲內
可搬重物,需報稅,
試用期 1 個月,14 元/H
832-248-2100



倉庫招聘

誠聘阿姨

200
















家 管
政
助 家
理
Housekeeper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聘保姆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00
丌丌丌丌丌丌丌*聘女住家看護
丌
近 Galleria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聘住家或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家住糖城,
護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准備晚飯，
通勤保姆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照顧女長者及家務,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Home
做簡單家務
，需有經
服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少許烹飪
驗
，
身體健康
，對孩子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Service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一周工作 2 或 3 天 丌丌
務
有愛心
，
每周
5-6 天，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請留短訊或留言: 丌丌
有意者請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家庭服務
丌丌Health
丌丌丌丌丌丌Care
丌丌丌丌Servic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81-650-0588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989-854-9693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伌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丌
伌 丌丌丌丌丌丌丌

電腦維修招聘

Hiring

旅館請人

位糖城區,誠聘前檯 懂電腦基本操作, 1. 維修人員
Receptionist, 通中英
2.清潔房間人員
講英文,
文，會電腦/ Excel.
男女均可
有電腦維修經驗優先
請電或留訊息:
3.櫃檯: 日班或夜班
有意者請電:
281-208-7709
意者請電:
713-884-5612 832-643-9822 832-660-7063

*公司誠請員工多名

聘請 經理助理/業務助手
●會英文,懂電腦,收銀及電腦出貨員工,
公司位 Missouri City﹐需中英文流利﹐ 一周五天 10 點至 6 點,每小時$12 元起,
升值空間大,需要報稅.
合法身份報稅﹐薪資待遇面議.
●另請打雜. 近中國城.
有意者請發送簡歷到郵箱﹕
有意者電 : 281-306-2115
dwc4501@gmail.com

*Ocean Harvest Wholesale Inc. Experienced Accountant

*公司聘請

*誠聘保姆阿姨 *誠聘住家褓姆

家住 Memorial,
休斯頓需要住家陪夜，
一周 5 / 6 天，
主要照顧快兩歲女寶寶
照顧倆娃 2 / 5 歲,
做早飯和晚飯。
做飯和簡單家務，
一周工作 5/6 天。
薪酬商量。
薪資：$130-$150/天。
請短信或電話：
位置：休斯頓 Cypress
281-352-1468 電:502-833-8808

休士頓旅館

聘請倉庫工人

●資深會計: 二年以上 請白班前台一人.
有倉庫經驗
Quickbook 經驗.
需有工卡,會說英文, 需要有叉車認證
●會計部經理.
活輕薪優。
會中英文
請電或 Email:
281-782-3280
意者電話：Spring
電話:
Mwant110
210-592-3886
713-295-1396
@gmail.com

公
司
請
人

電腦公司誠聘 西南區餐具公司

電腦主板修理員.
高中畢業, 能識別
及更換微小零件.
意者請電 :
713-566-1270
Email : admin@
internash.biz

*Management Assistant

誠請 英文流利
收銀、收、發貨員.
有經驗者優先，
需有合法身分。
●另請修理工一名
有意請電：Lisa
713-539-8179

Company Hiring

*誠徵 船務助理

Peter@corepacificinc.net

•需有貨代或採購部門相關經驗
•工作地點: 德州休士頓
提 供:
年休,年終獎金,醫療保險,退休計畫.
履歷至: hr@usasportsinc.com

*地產管理公司請人

公寓請人

Retail Distribution
Prefer Engineering background

Seafood Distributor & Processor
●司機 (Driver) : 有 Class C 牌
需中英文，有工卡。
電 話 : 713-224-3474
Fax 履歷至 : 713-673-3121
8751 Flagship Dr. Houston, TX 77029

SW Houston Import and Export company
needs an experienced accountant:
1. Must have 3 years or more experience.
2. Computer proficiency
3. Accounting degree preferred.
Send resume and expected salary to :
barrykuan@gmail.com

糖城地區 和 西南區
聘請全職或兼職租賃經理助理各一名，
英語流利，認真負責
意者請 Email 履歷至：
hswr79@gmail.com

誠聘一位有經驗空調水電維修工﹐
薪金面議﹐
若試用期通過﹐
可享有薪假期和申請住宿﹐醫保﹐
及 401K 福利.
聯絡電話 : 713-777-0212
M-F 9:00AM-6:00PM

招聘辦公室文員

誠聘機器維修工和生產線員工

全豐海產批發公司

公司聘請

要求：中英文流利，
精通 Word / Excel 等辦公軟件，
2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薪優
聯系方式：送英文簡歷至
yassiritovar2@gmail.com

招 聘 全職 Sales
●食品生產工廠, 聘請機械維修工 :
有食品行業經驗優先,
需有相關機械維修經驗,略懂英文更好. m
懂英語,越語,中文,懂電腦操作.
●生產一線員工: 有公司車在中國城接送
意者請電聯系 : 281-879-8388
公司年假, 醫療保險, 401K
或 Email Resume to :
請電 : 832-366-1282 找 Helen
evelyn@allharvest.com

JOB OPENING-Now Hiring

1. Accounting Assistant / Customer Service.
2. Warehouse.
3. Sales: Sales experience
Must be Fluent English, MS Office, Self-motivated,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
Detailed Oriented, team player, Salary +benefit.
Resm : jobs91706@gmail.com

*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s company

in Houston is currently seeking new talent to join our team.
Sr.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Logistics Specialist
•Bachelor's Degree or equivalent experience with business
or supply chain background
•1~2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ERP - SAP experiences are preferred
•Take full ownership of customer issues & show a strong
commitment to going above & beyond
•Manages logistics operations to ensure efficient and
accurate delivery of shipments
•Positive Attitude. Dependable. Takes initiative.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spoken & written).
•Bilingual (Mandarin & English) is preferable.
Please email your resume to:
lwang@telcointercon.com, Attn: HR

Evergreen Private Care 長榮私人護理中心急聘

Private Nurses and Caregivers Needed for V. I .P. Clients.
•Full-time and part-time opportunities •Major Medical benefits
•Competitive pay •Weekly Direct Deposit •24-hour clinical support
•In-services and supportive training •Flexible hours
速電: 281-320-1856 為 "貴賓客戶" 提供專屬的 護士及護理人員，
•全職/兼職機會, •主要醫療福利•具競爭力的薪酬 •每周直接存款
•24 小時臨床支持 •在職和支持性培訓 •靈活的工作時間
https://www.evergreenprivatecare.com/caregiver-opportunities/

*** 全球 500 強公司 ***
在德州設立分公司
『高薪』 招聘以下崗位人員：
PM 項目經理, I T 工程師，
Account Manager 客戶經理,
辦公室助理 Office Assistant
QA 工程師, 技師 Technician，
PE 工程師, 測試人員 Tester。
公司支持 OPT，資助 H1B。
誠邀加入公司,請將簡歷發送至:

HR@bizcom-us.com

辦公室財務人員,Bookkeeping.
有一年的薄記經驗, 中英文流利。
電話: 281-782-3280
Email: Mwant110@gmail.com

刊登廣告
24 小時,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Daxwell

Office & Business Assistant
*Excellent English writing & speaking
*good Excel skills. U.S. College degree
*Resume sent to hr@daxwell.com
*Register https://daxwell.quickbase.com/db/bf48m7baf

*Foxconn Corporation

Job Opening - Junior Accountant
•Process accounts receivable and payable
•Month-end and year-end closing
•Bachelor degree in accounting preferred
•SAP AR, AP processing and fixed assets module
•Must be willing to relocate to Wisconsin
Send resumes to : Foxconn.HR@foxco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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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一手店出售，6 椅 1 床，1000 尺，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白人區 房租底，生意穩定，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離中國城 30 分鐘，適合夫妻創業，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信用優（無信用或信用不好者勿擾）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電話：310-817-3222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未接請發短信通知）謝謝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德州休斯敦 5 年正規腳店

*290 白人區新裝修

按摩店/美容院

一年按摩店出售
附近醫院, 酒店, 居民區，
客人好, 生意穩定,
無不良記錄, 無競爭，裝修高檔.
有意者請聯系：832-270-0597

出租或出售或合作

For

Massage StoreSal
e
SPA /Salon

*凱 悅*

粉嫩少女

** 真 愛 台 北 **

實惠的價格

高顏值

舊雨新知

輕鬆的享受

極品 Baby!

歡迎預約:
832-630-3343

832-359-6141 832-380-1539

東莞年輕粉嫩

服務一流,女友感覺
832-382-1383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韓式大型 SPA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休士頓
Katy, Westgreen & Kingsland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誠招能報稅有執照的女按摩師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大費高,小費好. 絕對色免.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聯係電話 : 281-743-6613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1000

Massage School

HIRING
for Massage

按摩學校
招生中
1000

按摩請人

譯
口譯服務
1000
英
文
班
招
生

入籍班招生

800

機
場
接
送

Transportation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DPS 指定 王朝駕校 路考第三考場
10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DPS
三三路試考官,全權下放至百利駕校的教練考路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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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筆試班
:
每星期一至六上課
，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路考班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 務必預約. 考路試，務必預約.
安全班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 隨時開課. 開課，務必預約。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832-633-5555 周師傅 832-983-9509 Tom 發哥
電話:
Driving School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稅三三
******
房地產經紀人

●報個人稅, 公司稅
●公司做帳
地址: 美國財富會計樓

報稅服務

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打電話或短信： 917-378-5316

北夏接送服務

專收購舊車壞車

機場, 碼頭 ,一切接送

舊、壞 車
動 或 不動
一律高價收購
中英粵越。電話:
713-482-9267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 有 4 人 7 人座服務
832-382-5645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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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deling

修理業務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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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豐裝修公司

浙江大余裝修

蘇揚建築裝璜

榮盛裝修

專業住宅裝修

Realtor

800

順發裝修

汽 車
保養修理

Auto Repair

永發裝修公司

政府註冊,百萬保險.
30 年經驗,一條龍服務
承接:商業/餐館/住宅,精
通土木,地板,水電,油漆
保修一年,價格公道,
經驗豐富,保證質量.
646-713-4928 吳
832-207-2626

公司,住宅,地板,地磚,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20 多年的裝修經驗
台灣專業,政府註冊,
內外油漆,廚浴改建,
房屋,廚房,衛生間裝修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櫥櫃,檯面,油漆,木工
承接:舊屋翻新,水槽,籬笆,
鋪草皮,修換圍欄
涼棚,屋頂翻新,補漏.廚櫃 餐廳翻新,高壓沖洗, 地板,磁磚,大理石面安裝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地板,地磚,門窗,圍欄
電氣焊,鐵柵欄安裝維修
小修小補.
安裝,木工隔間,磁磚,實木
大小工程,
車庫門,自動門安裝維修
水電等...
樓梯,木地板,廚浴改建,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水電,空調,安裝維修

內外油漆,屋內外全部工程 余:929-392-5818 832-607-7861 張
832-366-7510 洪(國台) eng: 646-925-9275
●誠請裝修工人

個人/開店:
申請,補發,更新.繪制/設計平面圖.
協助處理執照局,市政府的違規通知單.
開按摩更新班,足療証,拔罐証,刮痧証,
芳香療法. 微信:kenchen1950
電話 : 832-713-0806 陳老師
832-407-1022 Amy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房產經紀人

Pet Grooming

W

*專精按摩執照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仿真練習，讓您 100%通過
* VIP 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駕駛學校

狗狗寵物美容

美國專業資格認證
手工剪毛,寵物託管$20
精心照顧,收費合理
近 Richmond/休斯頓
281-818-8809
281-496-7878
12624 Briar Forest

漂亮氣質東方美女
早 9 點-晚 12 點
休斯頓中國城. 歡迎電話預約:
832-988-7118

腰酸背疼,輾轉難眠? 夢想一覺睡到自然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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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browning.trustab.org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美南駕校
10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疫情期間有中文網絡筆試課
，取消罰單課，保發證書。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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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可以考駕照
。
青少年班隨時上課。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成人筆試班: 周二，六 10am-4pm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取消罰單安全班 : 周二，六有課
三三
三三三三School
三三三三三三三
Driving
7001 Corporate Dr #203 832-277-7226 王教練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JuJu's
三三 寵物美容
800
******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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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 SPA **

還好有 30 多年老字號的床墊世界,專賣各種超硬實木板床墊和彈簧床墊.
美國生產,質量最優,價格最平,款式最齊,市內免費送貨.
※另有廠家直銷各式家具及自動清洗抽油烟機.
請電 : 713-777-1188
床墊專賣
6121 Hillcroft Ave, Ste M1, Houston, TX 77081 (近 59,離中國城 5 分鐘)
Mattress for sale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駕駛學校

Registration

移民、醫療、商業
中英流利,收費合理
832-877-0828
Gun License
（陸克）微博：
L8327792838 申請帶槍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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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Massage
Service
按摩服務

床墊世界

德州帶槍執照

專業口譯

C3

Tuesday, February 23, 2021

隨叫隨到裝修

專業漏雨
瓦片翻新
室內外裝修 20 年
質量保證,免費估價 ~~免費估價~~
請電: Sam 劉
832-606-7672 917-214-8738 713-269-9582

正翔屋頂/裝修 700

Kate Zhang
●個人房屋買賣
●商業房產買賣
微信：15042558967
電/短信：917-378-5316

李氏修車行/汽車買賣
換機油$18.99 年檢$25 "鈑金部"多有折扣
專修本國車,進口車,引擎系統,剎車系統,變速器,電路
鈑金噴漆,修理 代辦一切保險理賠,24 小時拖車服務.
Lee Enterprises Complete Auto Repair
11830 Beechnut St. Houston,TX 77072 /Kirkwood
電:281-575-7221(中英越) 手機:832-622-7134

6 天營業 周一至周六: 9 點~6 點

潮江裝修

*房屋修理*

廚廁改建,地板磁磚
內外油漆,木工水電
廚櫃理石,檯面安裝
香港師傅,專業守信
請電: 陳師傅
832-629-2688
誠聘裝修師傅

浴室，漏水，天花板
屋頂，廚房，內外牆
地磚，地板，高壓洗
油漆，籬笆，蓋涼廳
水電門窗，舊屋翻新
餐館改造.~好價格~
713-515-7652

天天裝修

吳氏專業裝修

舊房翻新，內外油漆，
執照# LI 0019006
地板地磚，衛浴改建，
庭園灑水,庭園設計,籬笆
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高壓衝洗，室內清潔。 內外油漆翻新,涼棚涼檯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洗衣機,乾衣機,洗碗機,
提供商業保險
水龍頭,地板,地磚,廁浴,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更新,水務維修,電路修換.
身份,薪酬優厚.
713-371-2713 戴師傅 832-818-3185 國粵語

兄弟建築公司 832-860-1133

修
General Contractor
地板人工 90￠/呎 專業住家,屋頂換新
承接各類餐廳, 美容院, 奶茶店, 辦公室, 廠房等設計, 施工建造,
理
地磚磁磚,紗窗紗門, 房屋翻修,廚浴改建
今第建築裝飾+設計+繪圖
及住宅維修和翻新,免費估價. 最低成本, 最佳質量, 百萬保險 !
換熱水爐,室內外油漆 商業住家,水電維修
各類餐館、甲店、家庭開工圖紙,
選址 : 商業租賃,為您的生意精選最佳地點,最旺鋪位.
業
專業室內設計, 3D 效果圖. 20 年以上設計經驗, 設計 : 施工圖, 3D 效果圖設計,申請施工 PERMIT.
二樓樓梯圍欄,
內外油漆,籬笆車道
務
多州建築師執照, 政府註冊,1.5 千萬保險.
精優價廉.以上工程, 灑水系統,經驗豐富
建造 : 裝修裝潢,專業執照工程隊伍施工,品質保障.
專業施工團隊承接: *餐館 *甲店 *商業 *廠房
保修 2 年.(訂做按摩床) 832-998-5898
6100 Corporate Dr. Ste 315, Houston
Remodeling
832-779-5888 劉小姐 www.jdnys.com
281-323-9938 王順
王 (國/台語)
www.usbrothersconstruc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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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是一家大型建築公司
政府註冊. 承接各種大小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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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注冊.百萬保險.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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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房屋改造,櫥櫃,門窗,浴室,內外油漆,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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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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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與改造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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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為本價格公道，另招裝修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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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deling
中 蘇師傅 832-359-2367
聯系電話: 281-886-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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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裝修公司

*永盛裝修

內外油漆,地板地磚,衛生間,廚房翻新, 15 年以上專業經驗。百萬責任保險.
內外油漆,廚房及衛生間改建,
專業籬笆 翻新與維修
瓷磚,地板,涼棚,圍欄,櫥櫃,大理石.
我的價格包您滿意
誠信第一,質量保證. 保修二年.
電話: 832-206-2118
電話/短訊 : 832-782-9397

專做居家小活

修補牆面、油漆.
翻新衛生間,廚房,房間改造,疏通上下水
更換熱水器.漏水.庭院等等....
居家小活統統都做.
713-429-2685
702-888-5518

美 滿 裝 修

19 年經驗,專精商業住宅
理石廚櫃,地板,磁磚,浴室改建,內外油漆,
門窗,水電,涼棚,圍欄及屋頂翻新.
誠信+優惠+專業 特價 & 保修二年
832-419-5588 張 ●另請工人

分類廣告 4
星期二
殺

蟲

地板銷售安裝

CLASSY 殺蟲專家

專

家

玻璃門窗專家

Pes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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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252-9893

700

Flooring Service

Door/Window Glass

屋頂,外牆

Roofing & Siding

美國房屋理賠服務

房屋理賠

Claims Service

專業砍樹服務

十年豐富經驗面對各種保險公司,房屋遭受暴
風雨,冰雹損害,房屋漏雨,房屋水管爆裂漏水,
火災,我們能幫您從保險公司爭取到您應得的
賠償.拿不到賠付免任何費用,保證施工質量.
免費咨詢電話:713-732-8802 中文
832-683-8753 英文

專業砍樹

700

通水管
排污



   

Long's 專業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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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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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務
電器

Plumbing Service





700

Electrical & AC
Service





700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Service

安裝維修冷暖氣,
換熱水器 change water heater
價格合理,保證質量，服務快速.
Please Contact: Jay Yu.
請電：於先生 346-232-8970
832-868-8071

700
鐵
工
廠
Iron Works

水 工

專通下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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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頂專家風災冰雹索賠專家

籬笆 Fence

通水管
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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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更換熱水器
7 天 24 小時. 請電:
832-421-6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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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水管
排污

水水水

滿意水電

居家空調水電

水電服務公司

雅聖冷暖氣

大衛空調公司

修空調●修水電
找大衛,又快又好又便宜
維修費一律 80 元 (材料費除外）
德州執照,空調技師大衛
832-923-6578 (中文)
281-866-1073 (英文)

AirTuner (各種品牌)
●住家及商業 : 保養維修、更新.
●德州執照 TACLA 80788C
●高額保險 : 價格公道
**任美國最大冷暖氣公司資深技工**
P.J. 陳 : 832-367-1098

林記鐵工廠

專業定制各類防盜門窗
精工電焊,鋁,不銹鋼
修理翻新各類鐵件
(鐵欄,扶手,樓梯等),
多年經驗,質量保證.
281-889-1086
832-420-4376

浩記冷暖氣維修

陳氏專業冷氣

萬家樂冷暖氣

小潔水管公司

頂好排污

832-722 2099

德州執照 TCEQ24431
德州 Master 執照 40172
抽餐館油井,
商業/住宅:煤氣管，煤氣
洗衣店水井,
開通與年檢, 水管油井,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水表,下水道,通堵,
各類熱水器過濾水器等 經驗豐富,不通不收費.
水管系列安裝維修工程 832-462-3832
832-462-4011
城市申報檢驗.

分類廣告價目表

CLASSIFIED AD. RATE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四季搬家公司
丌丌
(需每天運者有特惠)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政府註冊
ID
200897974,
執照號碼:
TXLic006575605C
搬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品質保證,價格便宜,32
年專業經驗,免費到府估價.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家丌
往 Austin,Dallas,
San Aotonio 特價優惠.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本公司有各大小貨車，專門長/短途搬運，
丌丌
公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
公寓、住家、辦公室、鋼琴
( 10% Off w/AD 廣告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英文電洽 : 281-903-7688 832-867-5467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司丌丌
Moving
Service
或上網查詢: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http://www.allseasonsmove.com
丌丌
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
《如意》搬家
順豐搬家快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搬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拉貨.搬家.運東西.
丌丌
丌丌
貨運公司.專業搬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居民.公司.倉庫.鋼琴.
各種 家庭 / 倉庫 /
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家具拆裝,跨州長途搬運
辦公室 / 搬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公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
只要你需要,
專線休斯敦-洛杉磯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我們一定
丌丌
“搬”
到.
電話: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司丌丌
Moving
Service
281-797-9898
832-966-6077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 週 一 月
3 wks 1 mon

$105

$125

$210

$250

合家歡冷暖氣

專業安裝,維修,保養
冷暖氣系統
維修水電(開關,電路,
電風扇,馬桶,熱水爐)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電話: 劉先生
832-55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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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順冷暖氣公司

政府執照 TACLB95906E 百萬保險
安裝維修保養:各種家庭,商業冷暖氣.
安裝、精修 : 各種品牌冷暖氣
精修餐館及超市冷凍,冷藏設備,電機,電路
維修保養,配件更換,水務電器,專業誠信 及生活電器維修,特價代理 Goodman 產品.
~ 政府認可的 TOP 空調專業技工 ~ 州政府保險及執照, 質量保證,歡迎比較.
832-860-3388 蒲繼忠
281-818-2990 宛 (Wan)

報警監控安裝

監控系統安裝

安全監控系統

監控系統 4MP 超清
帶 4x 鏡頭, 包安裝,
一套$700 起,無月費
支持手機監控及回看
請來電話咨詢:
832-310-7499

范氏鐵工廠

安全監控系統

Alarm 專業安裝
$19.95 月費
監控安裝每一路$75 起
四路特價,工廠直營,
倉庫在 Harwin,有
安裝執照. B09382201
電:713-779-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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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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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房門專家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車
房
門
專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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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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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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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維修
Tel : 713-823-6863
www.expresscs.net
Compute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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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各種漏水 3格 (3boxes) $135 $240 $315 $375
專精上下水管道,
舊屋水管換新,
漏水,堵塞及疑難雜症.
4格 (4boxes) $180 $320 $420 $500
改移,換新上下水管線,
屋頂,地下漏水
熱水器,水龍頭,浴缸,
修換熱水器
淋浴,馬桶.●維修改裝
6格 (6boxes) $270 $480 $630 $750
供電線路,換電箱,加改 832-217-6958 修
供電線路及電器設施
713-885-4818 英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713-480-3646

精準冷暖氣 & 冷凍公司




800

爽快水管專業

誠信專業水電

專業修理安裝:
冷暖氣系統
專業維修、安裝
冷暖氣維修更換,
中央,分體,窗式空調
冷暖氣系統,
商用 cooler,freezer, 保養,維修,安裝,
餐館制冷設備修理
家電,熱水爐.
維修更換熱水爐.
專門解決疑難問題
熱水爐器更換或維修
政府執照,15 年經驗
保證質量,價格公道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請
電:
電話：陸先生
請電: 陳(英粵國越)
請電 : 黃先生
832-421-6698 346-606-6871 832-759-4638 281-236-2846


800

專業維修, 重建,新建,
各型籬笆,范士,圍欄,
圍牆.價格優惠,
10 年質量保證,
完工後滿意付款,
全市最低價,150 元起.
832-969-5083 李

專修室內外各種漏水 專精各種漏水,閥門龍頭 洗衣烘乾,熱水爐具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週數
丌丌丌Week
丌丌丌丌一
丌 週 二 週
更換各種室內外 更換,熱水器,冰箱,洗衣機 冷暖空調,抽風排氣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格數
水零件,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1丌wk 2 wks
Size
各種家電維修,增加排查
水喉水槽,滴漏堵塞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房屋整體水管更換, 線路,更換電箱,軟水淨水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45
$80
修換熱水器.
系統,加裝各種照明燈, 開關插座,生活電器 1 格 (1 box)
住家餐館,質優價低
車庫門安裝維修
713-429-2685
$160
702-888-5518 曹 832-576-6957 832-290-8770 2格 (2boxes) $90

快速冷暖氣修理

700
鐵
工
廠
Iron Works

分類廣告專頁

專業籬笆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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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202-8432

下水道專家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800
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
一
美南網站
泰平鐵工廠

1.免費咨詢、指導.
2.日常維護包藥品.
3.綠池變藍酸洗泳池.
4.設備安裝維修.電話
832-248-2100
713-306-6398

房屋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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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 Le Service 長樂 AC

專業住家,屋頂換新
房屋翻修,廚浴改建 Swimming Pool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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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ims Service

需要修換水管,
安裝水龍頭,
馬桶,浴缸,
花園噴水系統。
請電: 張生
281-236-7471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
三三
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冷
暖
電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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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庭三三木水石電全能
執照#LI 0019006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花草自動灑水系統,
園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軟水器,淨水器,籬笆,涼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美三三
亭,魚池,地板,磁磚,電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餘泥
化三路,水路,招倒垃圾﹑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及以上各種維修.國粵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Gardening
832-818-3185 吳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三三
三泳池維護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游泳池專業服務

AD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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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水務
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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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用微信連絡

龍運疏通

通水管
排污

敦煌地板

刊登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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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元起*
832-969-5083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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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翔屋頂/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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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23日

腰酸背疼,輾轉難眠? 夢想一覺睡到自然醒?

還好有 30 多年老字號的床墊世界,專賣各種超硬實木板床墊和彈簧床墊.
美國生產,質量最優,價格最平,款式最齊,市內免費送貨.
※另有廠家直銷各式家具及自動清洗抽油烟機.
: 713-777-1188
床墊專賣 6121 Hillcroft Ave, Ste請電
M1, Houston, TX 77081 (近 59,離中國城 5 分鐘)
Mattress for sale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中信搬家公司 (當天電話,當天搬)

西 南 搬 家

(O)281-933-1555
(F )281-933-2953

I.C.C. M.C.249994

TX.D.O.T. 44648C
政府註冊 TXDD363224B 優質服務,誠實可信
U.S.D.O.T 461436
26 年搬家經驗,質量保證。公司備有大中小型
www.swmoving.com
Email: mike.kuo@swmoving.com
封閉貨車,專經營長短途搬運,住家,公寓辦公室,
●公寓，住家，辦公室，倉庫遷移。
三角鋼琴,貴重物品,碼頭提貨,有保險,
●市區內、紐約、加州、全美長途、回國傢俱
免費提供紙箱 832-561-7776 國語
包裝及自用車運送。
24 小時服務 832-367-6090 國,越南,廣東 ●政府合法執照,25 年經驗,工作保證,誠信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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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

美容美髮器材

*美容美髮器材廉讓
蒸氣美容，美髮機器，毛巾消毒箱，
造型美髮書刋，剪刀等。
卡拉 0K 音響 CD，LD。巴西紫水晶，
貨架。舊讀者文摘，食譜.
意者請電: 832-897-5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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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Supreme Court sets the stage for
release of Trump tax returns
Vance’s investigation initially focused on hush money paid
by Trump’s former lawyer and fixer Michael Cohen before
the 2016 election to adult-film actress Stormy Daniels and
former Playboy model Karen McDougal. The two women said they had sexual encounters with Trump, which he
denied.
In recent court filings, Vance suggested the probe is now
broader and could focus on potential bank, tax and insurance
fraud, as well as falsification of business records.
“The Supreme Court has now proclaimed that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Trump will, for the first time, hav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his own dirty deeds,” Cohen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court on Monday separately turned away Daniels’ bid to
revive her defamation lawsuit against Trump.
In separate litigation, the Democratic-led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s seeking similar Trump records from
Mazars and Deutsche Bank.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last year that Trump had paid
$750 in federal income taxes in both 2016 and 2017, and no
income taxes in 10 of the prior 15 years, reflecting chronic
business losses that he used to avoid paying taxes. Trump
has disputed the Times report.

WASHINGTON (Reuters) - Donald
Trump suffered a major setback on Monday in his long quest to conceal details of
his finances as the U.S. Supreme Court
paved the way for a New York City prosecutor to obtain the former president’s
tax returns and other records as part of an
accelerat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

The justices without comment rebuffed
Trump’s request to put on hold an Oct. 7
lower court ruling directing the Republican businessman-turned-politician’s
longtime accounting firm, Mazars USA,
to comply with a subpoena to turn over
the materials to a grand jury convened by
Manhattan District Attorney Cyrus Vance,
a Democrat.
“The work continues,” Vance said in
a statement issued after the court’s action.
Trump issued a statement describing
Vance’s investigation as part of “the
greatest political witch hunt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accusing New York
Democrats of expending their energy on
taking down a political opponent instead
of tackling violent crimes.
“That’s fascism, not justice - and that is
exactly what they are trying to do with
respect to me, except that the people of
our Country won’t stand for it,” Trump
added.

The Supreme Court’s action does not require
Trump to do anything. The records involved in the dispute were requested from a
third-party, Mazars, not Trump himself. Vance
previously told Trump’s lawyers his office
would be free to immediately enforce the subpoena if the justices rejected Trump’s request.

tax agency, suggesting prosecutors are
examining Trump’s efforts to reduce his
commercial real-estate taxes for possible
evidence of fraud.

A Mazars spokesman said the company
“remains committed to fulfilling all of our
professional and legal obligations.”

The Supreme Court, whose 6-3 conservative majority includes three Trump
appointees, had already ruled once in
the subpoena dispute, last July rejecting
Trump’s broad argument that he was
immune from criminal probes as a sitting
president.

Unlike all other recent U.S. presidents, Trump
refused to make his tax returns public. The
data could provide details on his wealth and
the activities of his family real-estate company, the Trump Organization.

Trump, who left office on Jan. 20 after
losing the Nov. 3 election to Democrat
Joe Biden, continues to face an array
of legal issues concerning personal and
business conduct.

The Supreme Court’s action, which followed
Vance’s hiring this month of a prominent
lawyer with deep experience in white-collar
and organized-crime cases, could boost the
district attorney’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Trump
Organization following a flurry of recent
subpoenas.
FILE PHOTO: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pproaches reporters as he departs on campaign travel to Minnesota from the South
Lawn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U.S., September 30, 2020. REUTERS/Carlos
Barria
Reuters reported on Friday that Vance’s office
had subpoenaed a New York City property

Vance subpoenaed Mazars in 2019
seeking Trump’s corporate and personal
tax returns from 2011 to 2018. Trump’s
lawyers sued to block the subpoena, arguing that a sitting president has absolute
immunity from state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The Supreme Court in July rejected
those arguments but said Trump could
raise other subpoena objections. Trump’s
lawyers then told lower courts the subpoena was overly broad and amounted to
political harassment. U.S. District Judge
Victor Marrero in August and the New
York-based 2nd U.S.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in October rejected those claims.

‘Mean tweets’ threaten Biden budget
pick Tanden as U.S. moderates balk
WASHINGTON (Reuters) - President Joe Biden’s nomination of Neera Tanden to lead 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edged toward collapse on Monday as two
moderate Republicans seen as potential “Yes” votes became “No’s” because of her past harsh comments on social
media.
FILE PHOTO: Neera Tanden, President Joe Biden's nominee for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 testifies during a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Budget
hearing on Capitol Hill in Washington, U.S., February 10,
2021. Andrew Harnik/Pool via REUTERS/
Senators Susan Collins and Mitt Romney both cited
concerns that Tanden, 50, would be too divisive to lead
the agency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the $4 trillion federal
budget.
With the Senate divided 50-50 between th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caucuses, Tanden will need the support of at
least one Republican to win confirmation in the Senate. A
moderate Democrat, Senator Joe Manchin, announced on
Friday he would not vote for her.
“Neera Tanden has neither the experience nor the temperament to lead this critical agency. Her past actions have
demonstrated exactly the kind of animosity that President
Biden has pledged to transcend,” Collins said in a statemen
A Romney spokeswoman said he was also opposed. “He
believes it’s hard to return to comity and respect with a
nominee who has issued a thousand mean tweets,” she
said.
Biden, a Democrat, still supports Tanden. White House
spokeswoman Jen Psaki said the administration was “looking ahead to the committee votes this week and continuing
to work toward her confi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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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ns Shall Overcome
Together
After a devastating week for all Texans,
finally, we have some relief.
The temperature on Sunday continued
to warm, reaching into the 60’s and 70
’s --much closer to the normal temperatures at this time of the year.
In last week’ s brutal winter storm, millions of homes lost power forcing families to huddle together in front of fireplaces and spend the night in their cars,
while others spent many cold hours
searching for food on fast-emptying grocery shelves. The frigid temperatures
caused pipes to burst and led to water
disruptions for half of the state’s popu- monoxide poisoning after running their rus pandemic time, this severe winter
lation.
cars in their home garages.
storm really has tested the strength of
our community.
Winter temperatures across the state are President Biden has already declared
historically low, and in Dallas, some- much of Texas a major disaster area. Fortunately, all Texans are working totimes dip to as low as 5 degrees. Some His action makes federal funding availpeople this year have died of carbon able to communities across 77 counties,
including the hard hit area of Harris
County. The White House said that the
president is eager to go down to Texas
and show his support.

gether. Our tough “get it done spirit”
will overcome our tragedies. Let’s continue to hold our hands toge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Մ↛፹
LIVE

In the last ten years we as Texans have
faced so many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Harvey hurricane and many other natural disasters. Especially in this coronavi-

Editor’s Choice

U.S. Representative Marjorie Taylor Greene (R-GA) waits for an elevator prior to a vote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ives on a Democratic-backed resolution that would punish Taylor Greene for her incendiary remarks
Disabled dogs in mobility aids run during a daily walk at The Man That
Rescues Dogs Foundation in Chonburi, Thailand. REUTERS/Athit Perawong- supporting violence against Democrats, on Capitol Hill in Washington. REUTERS/Kevin Lamarque
metha

A man watches TV as he sits in an observation after receiving a dose of COVISHIELD, a
COVID-19 vaccine manufactured by Serum Institute of India, at an auditorium, which has been People eat at a Taco restaurant outside in a covered enclosure in Manhattan, New York City.
REUTERS/Carlo Allegri
converted into a temporary vaccination center in Ahmedabad, India. REUTERS/Amit Dave

A statue of a
kangaroo is seen
outside a house
destroyed by
a bushfire on
Dinsdale Road,
Gidgegannup in
Perth, Australia.
AAP Image/
Richard Wainwright

People wait to
receive doses of
Russia’s Sputnik V
vaccine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at the
basket ball court
at the River Plate
stadium, in Buenos
Aires, Argentina.
REUTERS/Matias
Baglie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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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Coronavirus Updates

Axios Data: The COVID Tracking Project; Note: Does not include probable
deaths from New York City; Map: Andrew Witherspoon/Axios

COMMUNITY
15) —
2.U.S.: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11 a.m. ET Tuesday: 27,100,086 —
Total deaths: 465,096 — Total tests:
321,856,938 —
• New risk factors: The CDC included more demographic groups at risk
for the coronavirus such as younger
people who are obese and who have
underlying health problems.
• When to wear a mask: Scientific
evidence shows face masks can help
control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but
nuances and changes in messaging
about their use are complicating public health efforts.
• Schools: Kids are heading back to
school, as students, teachers, administrators and parents try to build a clear
picture of how it’s going to work.

World Coronavirus 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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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S. surpassed 8 million coronavirus cases last Friday, per Johns
Hopkins data.
The big picture: Coronavirus infections jumped by almost 17% over the
past week as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across the country increased in 38 states
and Washington, D.C., according to a
seven-day average tracked by Axios.
By the numbers: Over 218,000 people
have died from COVID-19 in the U.S.
and more than 3 million have recovered, per Johns Hopkins. Hospitalizations have jumped more than 14% from
a week earlier, per the COVID Tracking Project.
What’s happening:
• Nearly 900,000 Americans applied
for first-time unemployment benefits
last week, the Labor Department announced, the highest number since
mid-August and the second weekly increase in a row.
• Some colleges are creating a blueprint
for how to safely remain open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relying
heavily on regular testing and doing

what they can to curb parties and
other large gatherings.
Trends to watch:
Health: — Axios-Ipsos poll: No
shared path back to normal — Where
the pandemic has been deadliest.
1.Vaccine: Uber and Walgreens partner to offer free rides to vaccination
sites— Experts say vaccine misinformation crackdown is coming too
late — Most seniors aren’t vaccinated yet.
2. Politics: CDC chief: Trump-appointed aides “politically swayed”
some COVID guidelines — Both
chambers pass budget resolution,
paving the way for Biden’s relief
plan.
3.World: WHO team in Wuhan says
it’s “extremely unlikely” COVID-19
came from lab incident.
Cases:
1.Global: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11 a.m. ET Tuesday: 106,585,708
— Total deaths: 2,328,383 — Total
recoveries: 59,514,849 (no longer
includes U.S. recoveries as of Dec.

Axios Data: The Center for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Johns
Hopkins; Map: Axios Visuals
New Zealand now has active no
coronavirus cases in the community New Zealand now has active no
coronavirus cases in the community
after the final six people linked to the
Auckland cluster recovered, the country’s Health Ministry confirmed in an
email Wednesday.
The big picture: The country’s second outbreak won’t officially be declared closed until there have been
“no new cases for two incubation
periods,” the ministry said. Auckland
will join the rest of NZ in enjoying
no domestic restrictions from late
Wednesday, Prime Minister Jacinda
Ardern said, declaring that NZ had
“beat the virus again.”
By the numbers: Globally, more than
1 million people have died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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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 coronavirus and over 35.7 million have tested positive, Johns Hopkins data shows.
• The U.S. has reported the highest
death toll and case count from the novel coronavirus, with nearly 210,800
fatalities and almost 7.5 million infections — with President Trump among
those being treated for the virus.
• Brazil has reported the second-highest number of deaths from COVID-19
— nearly 147,500. India has the second-highest number of cases (almost
6.7 million).
What’s happening:
•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aid
in a statement Tuesday that Europe
is experiencing “rising COVID-19
fatigue” as cases increase across the
continent. “Despite the hardships,
COVID-19 is urging us to move beyond biomedical science,” the WHO
said.
• The WHO team in Wuhan, China
has reported that it is “Extremely Unlikely COVID-19 Came From A Lab
Incident.”
• Ireland’s government has rejected
health experts’ advice to return the
country to a “full lockdown” despite
rising infection numbers, the Guardian reports.
• France’s Prime Minister Jean Castex
said bars in Paris will close for two
weeks from Tuesday as part of new
measures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per
the EU Observer.
Between the lines: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have been every-country-for-itself and — in the case of the
U.S. and China — tinged with geopolitical rivalry. But the scientific work
to understand the virus and develop
a vaccine has been globalized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Coronavirus symptoms include:
Fever, cough, shortness of breath,
repeated shaking with chills, muscle
pain, headaches, sore throat and a loss
of taste or smell. (Courtes axios.com)

BUSINESS

Stay Home!										Wear Mask!

Airline Worries Intensify With
New COVID-19 Variant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New restrictions on international border-crossings, combined with faltering COVID-19 immunization efforts, have dashed hopes for a significant rebound in air travel in 2021. For global
aviation, which suffered its worst year in history
in 2020, the misery is likely to continue, holding
back a broader economic recovery. Forecasts that
air travel would recover to 50% of pre-pandemic
levels in 2021 now seem like a stretch, industry
officials caution.
“There’s a recovery, but it’s a much smaller recovery,” Brian Pearce, chief economist of the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told reporters this week.
“What we’ve seen in recent weeks is governments taking a much, much tougher, more cautious approach.”His worst-case scenario: air travel in 2021 is just 38% of 2019 levels.
The world is more locked down today that at any
point in the past 12 months. New, potentially
more contagious strains of the coronavirus have
triggered renewed limits on cross-border travel
and a dizzying array of quarantine restrictions.
While the arrival of new vaccines is good news
for air travel, the slow rollout means herd immunity is still a long way off. Bookings for future
travel slowed significantly in January, IATA reported.

The rebound that began last summer stalled in
the fourth quarter as coronavirus cases spiked
around the world. Air travel was down 70%
in October, November and December vs. yearago levels. For all of 2020, passenger demand
fell 66%. International passenger demand was
down by 75%; domestic demand by nearly
half. Americans who did fly were seeking sun
and beaches: Travel to places like Mexico and
the U.S. Virgin Islands fell the least in December, according to Airlines for America. One
bright spot: air cargo fell only 10% last year,
helping to keep many airlines afloat.

“Last year was a catastrophe. There is no other way to describe it,” Alexandre de Juniac,

IATA’s Director General and CEO, said in a
statement.
“I don’t think that anyone foresees a world
free from COVID-19 anytime soon. Certainly
not in the next months or even within this year.
But our ability to manage the risk is increasing
as more people get vaccinated and testing capacity expands.”
Airlines say widespread testing, not border
restrictions, will allow international air travel
to resume safely. New smartphone apps like
CommonPass and IATA’s Travel Pass could
help validate passengers’ health status so governments can safely reopen borders.
When it comes to domestic flights, U.S. airlines are urg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not
to require pre-departure testing, saying it
would limit travel access for low-income and
rural communities. For airlines, the outlook
for the next year or two is uncertain, and will
depend on how effectively vaccines and testing can head off the spread of new variants.
The bottom line: Aviation isn’t likely to
return to pre-pandemic levels until 2023 or
2024. (Courtesy axios.com)
Related
Negative COVID-19 Test Now Required
For All International Flights To The U.S.
WASHINGTON-The United States now requires proof of a negative COVID-19 test or
proof of recovery from all air travelers arriving to the country, including U.S. citizens. The
travel requirement comes as the U.S. works to
expand testing and vaccine availability amid
rising cases of a new, more contagious coronavirus variant first detected in the U.K. A previous U.S. order issued in December required
proof of a negative test from travelers arriving
from Britain because of the variant.

A man receives a nasal swab COVID-19 test
at Tom Bradley International Terminal at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LAX)
on Dec. 22, 2020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Photo/Mario Tama/Getty Images)
Here’s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new

testing requirement:
Who is required to show proof of a negative
test or recovery to enter the U.S.?
The order, which went into effect Tuesday, applies to both U.S. citizens and foreign nationals.
All air travelers aged 2 and older must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 — regardless of vaccination
or antibody status, according to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he order
also applies to those briefly entering the U.S. for
a connecting flight. The CDC said the order does
not apply to air passengers flying from U.S. territories, which include American Samoa, Guam,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Puerto Rico and the
U.S, Virgin Islands.
How soon should I take a test and what
COVID-19 tests qualify?
U.S. officials say those who plan to travel internationally must get tested no more than three days
prior to flying to the U.S. and show the negative
test result or proof of recovery to the airline before boarding.
Passengers must provide written documentation
of a laboratory test result.
The CDC says an at-home test kit that is tested
in a laboratory “sh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s, if
such methods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country’s national health authorities.”

What if I recently recovered from COVID-19?
For travelers who had a positive viral test within
the past three months and have met the criteria
to end isolation, they can provide documentation
of recovery to the airline. This includes proof
of a recent positive viral test and a letter from a
healthcare provider or a public health official giving clearance to travel. The CDC says the letter
can be used to show an individual is cleared to
travel, even if travel isn’t specifically mentioned.
Who will check my documentation at the airport? The airline will confirm a COVID-19 negative test result or documentation of recovery for
all passengers before boarding — and are ordered
to stop passengers from boarding who fail to pro-

vide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the CDC says.
(Courtesy https://www.fox26hous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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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公司 專業周到 貼心服務
專精老人保險、
專精老人保險
、汽車與房屋保險 贏得客戶口碑
(本報休斯頓報導) 保險之所以重要，是在有狀
況時，集合眾人的力量，去幫助一個人、家庭或
機構，在遇到意外時有一定的財務支付能力，能
適時解決問題，不會打亂生活的秩序，無論是老
人保險、車險、房險、或是健康保險、商業保險
，都要符合不同人的不同需求，因此，好的保險
規劃，對每個人或是家庭、機構都至關重要。
專業與經驗俱豐
李元鐘保險公司素來以擁有多個專業執照、
與豐富的保險規劃經驗而著名，其保險顧問更樂
意站在消費者的角度，為每位客戶認真地研究保
險計畫，做到更完美的風險管理。
不可諱言，對於消費者來說，能找到最好的
計劃、並且節省比價的時間，是選擇保險公司的
重要關鍵。尤有甚者，在複雜的不同保險計畫中
，能為消費者耐心解說，更能贏得客戶的青睞。

分的重要險種，
像是老人保險、
汽車險、房屋險
、健康保險、商
業保險、壽險等
。
老人保險
在李元鐘保
險公司，老人保
險的服務非常周
到，也最具口碑
。大部分的老人
家選擇保險公司
是看服務好不好
，同時也要看能
不能符合需他們
的需求。李元鐘保險公司的經理
會先跟老人家們談，幫長輩們看
他們需要怎麼樣的保險，怎麼樣
的計劃最貼近他們的需求與狀況
，後續的服務也非常好，贏得許
多老年人的肯定。
有些老人家換保險公司是因為
服務人員回答不專業，沒有耐心
解說，這在李元鐘保險公司是不
可能發生的。這裡的每一個工作
人員都非常親切、有耐心，老人
家對保險計劃有許多地方不了解
，所以工作人員都細心清楚的回
答，讓他們明白不同計畫的要點

李元鐘保險公司的服務團隊，不僅了解保險
業的內部運作機制，在客戶出險過程都能提供必
要且完整的協助，更能以自身經驗，詳細的為客
戶的需求設想，貼心的為華裔民眾考量各種可能
性，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服務範圍
李元鐘保險公司的服務範圍涵蓋市面上大部

找便宜的價格，也有人比較看重保障的內容，多
半的人在選汽車保險時都是希望省錢，然而，需
要注意保障項目是否完整，萬一出狀況能否獲得
理賠，李元鐘保險公司以專業、誠信的態度為客
戶著想，提供最優的保險建議。
房屋保險
房子以其結構，年代久了會有故障或損毀的
時候，有時也會遇到天災發生，不論是發生意外
或狀況，都希望能迅速有效的進行復原，以最小
的代價讓民眾回歸正常生活。無論是哪一種房子
，李元鐘保險公司為客戶從個人信用紀錄、與多
重保單等外在條件，為客戶爭取最優惠的保險費
率折扣。在房屋保險裡，有非常專業的條文規定
、與除外責任，業主投保前一定要謹慎，看看哪

些原因及項目是在保障範圍、和除外範圍。
需要注意的是，德州的保單有分等級，有些
看起來價格比較低，但是有可能發生事故理賠的
也不多。有些有扣掉折舊，有些沒有，如果弄不
清楚，民眾可以拿保單來李元鐘保險公司，這邊
的工作人員會幫你看所買的保單內容與等級，是
不是符合需要。
德州房屋保險的趨勢是上漲，價格慢慢往上
，如果你的信用分數好的話，買房屋保險會相對
的便宜，因此，維持好的信用分數也很重要。
詳情請洽休斯頓李元鐘保險公司 Kevin 謝經理
，電話（832）500-3228，郵箱 Houston@johnleeins.com 。地址: 7001 Corporate Dr., # 201, Houston
。

何在，對自己
有哪些幫助。
汽車保險
美國數百
種汽車保險公
司中，有人喜
歡比較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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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 巨無霸
巨無霸？
？ 籃網勝快船
連續6
連續
6 場不敗
場不敗，
，連續
連續8
8 場擊敗西部球隊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
】2021 年 2 月 21 日星期日晚在洛杉
磯舉行的布魯克林籃網客場挑戰快船的一場比賽中，在凱文·杜
磯舉行的布魯克林籃網客場挑戰快船的一場比賽中，
蘭特（
蘭特
（Kevin Durant) 因傷缺席的情況下
因傷缺席的情況下，
，快船與籃網在第四節進
行了激烈的爭奪戰後，
行了激烈的爭奪戰後
， 詹姆斯·哈登
哈登（
（James Harden）
Harden） 拿下 37 分
， 凱裏·歐文
歐文（
（Kyrie Irving）
Irving） 得到 28 分 ， 籃網以 112
112-108 的優勢
擊敗快船，
擊敗快船
，這是他們連續第六場取得勝利的最佳戰績
這是他們連續第六場取得勝利的最佳戰績。
。
單節比分：
單節比分
：28
28-30
30，
，30
30-21
21，
，31
31-28
28，
，23
23-29
29（
（籃網隊在前
籃網隊在前）
）
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籃網擊敗了金州勇士
籃網擊敗了金州勇士、
、薩克拉門托國王
薩克拉門托國王、
、菲尼
克斯太陽和洛杉磯的湖人和快船兩支球隊，
克斯太陽和洛杉磯的湖人和快船兩支球隊
，完成了球隊曆史上最
長的不敗之旅。
長的不敗之旅
。除兩次小比分獲勝外
除兩次小比分獲勝外，
，所有勝利均以兩位數領先
。他們現在已經連續八次擊敗西部球隊
他們現在已經連續八次擊敗西部球隊。
。
籃網凱裏·歐文
歐文（
（Kyrie Irving）
Irving） 表示
表示：“
：“我們取得連續贏得
我們取得連續贏得
六場比賽，
六場比賽
， 所要做的就是讓世界保持沉默
所要做的就是讓世界保持沉默。”
。” “ 當我們遇到麻
煩時，
煩時
，他們指責我們
他們指責我們，
，那就是
那就是''籃網怎麽了
籃網怎麽了？
？'我們目標正在進入
主要階段，
主要階段
，並在那裏贏得了勝利
並在那裏贏得了勝利。”
。”
哈登剛剛錯過了叁雙，
哈登剛剛錯過了叁雙
，得到 11 個籃板和 7 個助攻
個助攻。
。歐文得到
了 28 分和 8 次助攻
次助攻。
。
快船保羅·喬治
喬治（
（Paul George）
George） 以 34 分領先快船
分領先快船。
。 卡懷·倫
納 德 （Kawhi Leonard）
Leonard） 19 投 9 中 得 到 29 分 。 伊 維 卡·
卡·祖 巴 克
（Ivica Zubac）
Zubac）拿下 13 分，但其他快船球員得分均未達到兩位數
。路·威廉姆斯 （Lou Williams）
Williams）11 投僅 2 中，而馬庫斯·莫裏斯

（Marcus Morris）
Morris）是 7 投中 2。
籃網在油漆區佔據優勢，
籃網在油漆區佔據優勢
，以 60
60-38 領先快船
領先快船。
。
第四節比賽開始後，
第四節比賽開始後
，哈登與哈裏斯連砍 5 分，幫助籃網隊將
分差擴大至 15 分。而後
而後，
，祖巴克空接暴扣得手
祖巴克空接暴扣得手，
，幫助快船隊止
血。到了本節接近中段
到了本節接近中段，
，喬治連續砍分
喬治連續砍分，
，幫助快船將分差縮小至
8 分，而後
而後，
，祖巴克再度暴扣得手
祖巴克再度暴扣得手，
，直接打停籃網隊
直接打停籃網隊。
。暫停回來
後，哈登飆中叁分
哈登飆中叁分，
，幫助籃網隊穩住局勢
幫助籃網隊穩住局勢。
。而後
而後，
，在經過短暫的
拉鋸戰後，
拉鋸戰後
，喬治連續砍分
喬治連續砍分，
，幫助快船將分差縮小至 4 分。到了本
節末段，
節末段
，倫納德與歐文對攻
倫納德與歐文對攻，
，籃網一直保持微弱的領先優勢
籃網一直保持微弱的領先優勢。
。到
了關鍵時刻，
了關鍵時刻
，路威命中叁分
路威命中叁分，
，將分差縮小至 2 分。隨後
隨後，
，倫納德
通過罰球幫助快船追平比分至 108
108::108
108，
，此時比賽還剩 28 秒，歐
文錯過叁分球，
文錯過叁分球
，前快船球員德安德烈·喬丹搶到進攻籃板並得分
至 110 :108
108。
。倫納德被吹進攻犯規
倫納德被吹進攻犯規，
，使哈登走上罰球線
使哈登走上罰球線，
，兩罰全
中，以 112
112::108 結束比賽
結束比賽。
。
賽後倫納德說：“
賽後倫納德說
：“毫無疑問
毫無疑問，
，他們的防守如此出色
他們的防守如此出色。”
。”
籃網主教練史蒂夫·納什
納什（
（Steve Nash）
Nash）表示
表示：“
：“無論有誰在
無論有誰在
場，我們都會繼續這次客場之旅
我們都會繼續這次客場之旅，
，比賽表現出了精神上的堅韌和
信念。”
信念
。”
哈登說：“
哈登說
：“我們仍在成長
我們仍在成長，
，但這對我們來說是一次非常好的
客場之旅。”
客場之旅
。” “ 從我第一次加入這個團隊以來
從我第一次加入這個團隊以來，
， 我們一直在努
力，而且我們在打球
而且我們在打球。
。我們有時間檢查球兩邊的事情
我們有時間檢查球兩邊的事情，
，這就是為

什麽我們打得更好。”
什麽我們打得更好。”
籃網凱文·杜蘭特
杜蘭特（
（Kevin Durant）
Durant）左腿筋拉傷錯過了這幾場
比賽。
比賽
。他場均得到 29 分，7.3 個籃板和 5.3 次助攻
次助攻。
。
哈登說：
哈登說
： “即使凱文回來了
即使凱文回來了，
，贏得這場比賽也不容易
贏得這場比賽也不容易。”
。”
哈登正努力幫助他之前所在的城市休斯頓的人們，
哈登正努力幫助他之前所在的城市休斯頓的人們
，他們受到
冬季暴風雪的襲擊，
冬季暴風雪的襲擊
，冬季暴風雪導致德州電力系統癱瘓
冬季暴風雪導致德州電力系統癱瘓，
，水管道
因遭受該地區異常寒冷的結冰天氣而爆裂。
因遭受該地區異常寒冷的結冰天氣而爆裂
。哈登說水會在本週運
到休斯頓，
到休斯頓
，他正在與管道公司討論維修事宜
他正在與管道公司討論維修事宜。
。他說
他說：“
：“因為受影
因為受影
響的人太多了，
響的人太多了
， 我們不會停止
我們不會停止，
， 我無法停止幫助
我無法停止幫助。”
。” “ 每天都
有電話試圖影響這座城市，
有電話試圖影響這座城市
，因為他們向我展示瞭如此多的愛與敬
意。”
(圖片來自網絡
圖片來自網絡，
，版權歸原作者
版權歸原作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