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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chat : AD7133021553

分類廣告價目表
丌丌
丌丌週數
丌丌丌Week
丌丌丌一
丌丌週
丌丌
丌丌丌Size
丌丌丌丌丌丌1 丌wk
格數
丌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45
丌
1 格 (1unit)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CLASSIFIED AD. RATE
二 週 三 週 一 月
2 wks 3 wks 1 mon

$80

$105

$125

2 格 (2units)

$90

$160

$210

$250

3 格 (3units)

$135

$240

$315

$375

4 格 (4units)

$180

$320

$420

$500

EFFECTIVE: 從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

Place Your AD

5月31日 星期二

一通電話，萬事 OK 美南新聞分類廣告 公告欄 (定稿規則
定稿規則)
分類廣告 公告欄 ( 訂稿規則
)
訂稿規則
訂稿規則
電話，傳真，電郵，上網或登門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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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ww.scdaily.com
Click(上網：
Stop by(登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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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Hours：
Monday-Friday：
8:00am-4:00pm
上班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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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餐館服務

餐館服務

餐館服務

*珍寶海鮮城 誠聘

* 『高薪厚職』 餐館誠請

點心師傅 、點心熟籠、點心幫手
炒鍋師傅、推車、 傳餐、 帶位.
需少許英文, 全工或半工均可
請電: 281-988-8898 或親臨面談

炒鍋, 打雜, 燒臘師傅,
企台, 執碼(幫廚)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中餐廳請人
丌
餐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位 Katy 凱蒂
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誠招
丌丌 外送員, 廚師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
請
服務員.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收銀員,
丌
全工或半工均可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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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意者請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978-549-4604
丌丌
Restaurant
Hiring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各幾名, 包食和住宿.
有意請電 : 512-483-1284

*中餐館招聘
美式中餐,位西北區,
529 和 Barker Cypress
請熟手炒鍋、企檯、
收銀.全工/半工均可
薪優,可包住.電話:
832-830-3906

西北區中餐館 糖城翠苑中餐館 餐館請服務員

薪水優, 誠聘
Full Time / Part Time
誠請油爐
炒鍋及打雜
需報稅.
全工半工均可
~ 薪資優厚 ~
中國城上班
有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832-782-9884
832-782-8001 832-606-3731 713-981-8818

糖城美式餐館 美國中餐館請人

位於糖城 59-99 之間
誠請全工和半工 廚房師傅，油鍋打雜
半工時間 4pm-打烊
需英文流利
收銀打包適學生,主婦
收銀, 帶位, 企枱 半工兩班制 11-4pm
晚班 4-8pm 薪水好
意者請電：
外加小費,需工卡可報稅
281-242-7728 電:281-759-0775

金山餐館請人

路州餐館請人

餐館招聘

*冰淇淋連鎖店

Subway 三明治店招工

SINH SINH *永華餐館誠請 *龍記潮州餐館

*美式中餐館

金冠酒家誠聘

832-773-2913

餐館誠聘

富仔記請人

金冠酒家誠聘

*餐館請人

堂吃外賣店

美式中餐館

餐館請人

外賣店,薪優

糖城餐館誠請

餐館急徵

Pearl Dynasty

誠請油鍋或炒鍋 離中國城 30 分鐘靠近
點心幫工
糖城 6 號. 誠請
全工或半工均可 熟手全工半工接電話
有身份，可報稅
位 Spring 地區 熟手炒鍋、幫炒、外送員
需要報稅.有意者電: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832-380-0129
281-866-5020 713-474-7979 713-775-2148 沒接到發短信,謝謝

●位 Tomball 地區,
廚房油爐,打雜,炒鍋
( 99 和 249 附近)
誠請炒鍋: 全職/兼職可
有身份,可報稅.
●靠 290/8 號 中餐館
周四 周五下午請打包
意者請電:
待遇優. 意者請電:

糖城中餐館

誠請一名
廚師, 抓碼, 打雜, 外賣員(全工半工)
收銀帶位兼接電話,
距離休斯頓 2 小時
位 Spring,
全工或半工均可,
車程, 包吃住.
249 與 99 交界
需英文流利,可報稅
意者請電:
聯系人：林先生
有意者請電:
361-649-7476 832-310-0739 832-866-2625

餐館請人,薪優

壽司餐館請人 超市內壽司吧

Restaurant Hiring

中日餐請人

位 610 北,過 I-10
誠徵女性幫手一名
~~ 待 優 ~~
請 5 點後電或短訊
832-660-2521

*日本餐館,誠請

貝城快餐店

壽司餐館請人 Kroger 壽司吧 壽司餐館請人
New Caney, TX 77357

Restaurant Hiring

『高薪』 誠聘
壽司師傅或助手
意者請電: (英文)
832-401-9179

Restaurant Hiring

日餐薪優請人

KATY 日餐

美日餐館,高薪

『薪優』 誠請
全職 Sushi 師傅 Yamato Japanese Rest.
●
全工壽司師傅
位 Missouri City 近糖城, 誠徵 Hibachi Chef
●廚房師傅 ●洗碗
需有經驗,做事認真負責
鐵板燒師傅
●熟手全工半工企檯
可提供住宿，
Sushi Chef 壽司師傅 包吃住. 意者請電
月薪 5000。請聯系:
912-381-5292 2104 61 St., Galveston 或短訊(無人接聽時)
346-303-3218 409-739-4735 713-820-7402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賺錢好餐館讓 堂吃外賣店轉讓

位 6 號/290,誠請
靠近 249, 誠請
外賣店位於 45 北.
全工炒鍋, 油鍋,
全工或半工送外員,
(Woodland 區) 誠請
打雜，外送員 各一名
企枱, 炒鍋
需報稅.
長工&半工電話接線員
以上不包住宿. 請電: 前台熟手接電話
薪優！電話：
意者請電:
713-213-0086
832-593-6688 281-966-5342 832-457-5542

二家 Galleria &1960
誠請經理,企檯,帶位
Bartender 調酒師
需英文流利,懂酒水
全工/半工均可
小費極佳. 聯系電話:
281-636-8808

*賺錢生意急售

位糖城 Sugar Land, 請

Waiters: 略懂英文 全工半工 Part/Full Time
免費供吃住
Cook & Fryer 炒鍋&油鍋
地點:Texas City Cashier 收銀員
Delivery Driver 外送員
請洽 : Kim
意者請電: Lisa
832-594-0540
409-500-3300

壽司吧急聘
The Sushi Bar is Hiring
We are in urgent need
of Part-time Sushi
Helper in Kroger.
9325 Katy Fwy,
Houston, TX 77024.
281-520-6774 (英)

壽司餐館請人 HEB 內壽司吧

Tomball Woodland
誠招壽司助手
有無經驗均可
意者請電:
713-865-6886

Restaurant Hiring
休斯頓高級日餐
日本餐館,誠請

位 Galleria 旁邊, 誠聘
全職經理 & Sushi 師傅
●全工壽司師傅
位 Missouri City 近糖城,
●全工及半工幫手
需有經驗,做事認真負責
以上需有經驗,略懂英文,可協辦綠卡.
可提供住宿.
有意者請電 : Teddy
薪資優異面議，請聯系
912-381-5292
346-303-3218

713-961-9566
(手機) 281-685-4272 留言

中日餐外賣店售
餐 美式中餐老店售 賺錢中日餐館售 美式中餐館轉讓
位奧斯汀,生意興旺,
Spring 1700 尺
休斯頓北,面積
1750
呎
近中國城,美式中餐
6 萬 5,一周做 5 天, 房租 4570,有送餐,
館 快餐老店,不外送, 房租 4400, 包水, 生意
做足 7 天生意上 8 萬,
生意 5 萬多.一手老店 現尚未加第三方外送平台 生意 75000-8000,
租 生意 3.8 萬,租金$1800 有錢白人區,潛力巨大
合同剩 7 年半,
沒開放外送,只堂吃與
機會難得
開店 12 年.價格面議
售 非誠勿擾!
老板年老退休,
來取,增長空間大,潛力大,
意者請電:馬女士
聯系人 :阿暉
故售好店. 請聯系: 2500 尺,房租 5000.致電或
Restaurant for sale 832-206-2005 281-636-1673
短信:832-289-3951 832-748-1728
堂吃外賣

超市壽司吧售!

轉讓賺錢堂吃

糖城中日堂吃

兼外賣店
位西北高尚白人區 兼小 Buffet 轉讓 19300 W. Lake Houston
位 Galleria 區
外賣餐館出售
Humble TX 77346 離中國城 15 分鐘車程
因人手不足轉讓
設備齊全，Lunch
1000 呎賺錢外賣店
有酒牌，6 年老店，
好價錢，好收入
長年經營生意穩定.
生意穩定,租金便宜
Buffet，低價轉讓， 每周$5000-$5500
房租 2500,生意 5 萬
生意穩定，旺季來臨，
意者請聯系 :
有意者請電:
(英文) English only
詳情請致電： Text/Call: Ms.Young 713-373-2947 即買即賺，聯系電話：
有意者請電:
281-813-6809
210-380-2645 832-527-2271
832-661-5840
非誠勿擾
非誠勿擾！
281-903-6795
●近 Memorial

活動中心誠聘

炒鍋, 油鍋,
糖城 (Sugar Land) 1.麵包車司機:
誠徵全職店長一名, 位中國城,中國餐廳
六號公路旁,誠請 駕技良好,有愛心
打雜, 企檯.
Hillcroft St./8 號交界 誠請炒鍋、打雜
2.廚房幫廚: 周一至五
9600 Bellaire #126 廣東炒鍋(抓碼,幫廚) 3.兼職打掃: 一周一次
需略通英文能報稅. 抓碼, 粉麵 及企檯
一位. 薪優,
Houston, TX 77036
(周二或周三)
請下午 3 點後電:
有意者請洽:
意者請電:
薪資優.請電: 廖先生
意者請電:
281-795-9096 713-459-1501 713-271-3122 832-513-5699 832-866-8801

招請打雜及包外賣 ●Part time 有經驗
生意好外賣店,誠聘
誠徵有經驗企檯 每天$110,包吃包住, Waiter/Waitress
位路易斯安那州
收銀員, 炒鍋
離休士頓 4 個小時車程, ●Part time Cashier
有身份
誠請炒鍋一名,
全工/半工均可
無需經驗,可培訓
灰狗巴士 從
需說英文.電/親臨:
909 Southmore Ave
有意者請電:
終點站到貝城終點站,
需報稅. 請電:
281-277-8383
Pasadena, TX 77502
2001 Jefferson
試工包車票. 請電:
1730 Williams Trace
713-988-7288
Houston, TX 77003 832-819-8111 713-818-0335
225-772-8584
Sugar Land, TX 77478

位 Downtown 誠請
企檯, 收銀,帶位,
拋鍋,抓碼.全工半工
薪水好. 電: 阿泰
916-529-7337

新皇宮點心海鮮酒樓 (ChinaBear)

地址: 9105 W Sam Houston Pkwy N 500
『高薪』 誠聘: 經理,企枱,收銀,帶位,傳菜
Houston TX 77064
13050 Louetta Rd 2208, Cypress TX 77429 廚房: 煎炸, 蒸籠, 腸粉, 炒鍋, 抓碼, 油爐
全職或者兼職都可以,英文基本交流,
意者請電 New Palace 或親臨面談:
其他可以教,正常工資加上小費,收入可觀.
281-240-8383 713-303-8998
請短訊(為佳): 832-274-2581
或電郵:subwayxy@outlook.com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三明治店出售

高級區中餐館:設備齊全,有酒牌
二十層辦公樓內三明治店售。
年收入近 60 萬, 業主榮休,僅售$5 萬.
靠近中國城, 在 59 & 610 交界處,
●好運大道,禮品批發店 :生意出讓,業主經營
20 年,年收入 60 萬,8000 平方呎倉庫,
店主已經營 20 年,現退休出售.
存貨$240,000, 生意僅售$45,000,
租金$750. 無水電及其它費用.
~~機會難得~~ . 有意者請洽: 德州地產
713-988-1668, 832-734-6888(中文) 意者請電或留言:713-572-3354

醫療中心黃金地段旺鋪轉讓
5000 呎餐館轉讓
新裝修,新設備，有固定客源。
383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25
聯系電話: 346-801-5176

*日餐旺鋪轉讓

位於休士頓西北角,離中國城大約 30 分鐘,
人工和物價成本相對低,利潤高,月銷 10 萬
房租 6 千左右(包括管理費水費).
還有多年租約,生意還在上升階段, 因家庭
原因需要轉讓. 德州為大量人口流入州,
成長機會無限! 非誠勿擾
意者請電: 832-895-1578 陳女士

Kroger 超市內壽司吧售! 機會難得

每周收入$10500-$11750 美元. 易於管理!
New Caney, TX 77357 好面積，好價格，好收入!
Sushi bar in Kroger supermarket!
A rare opportunity. Weekly income $10500-$11750
Kroger Sushi Bar for Sale
New Caney, TX 77357. Easy To Manage!
Good area, Good Price, Good Income!
請傳短訊或電: 832-401-9179

分類廣告 2

房屋租售

位中國城,生意極好. 10 分鐘至中國城
位 Katy Mill 對面,
出讓或合作
東主每周僅工作 10 小時, 黃金地段,容易經營. 富人區,1300 呎,
年入 15 萬.租金便宜, 設備齊全,客源穩定 房租便宜,生意穩定,
租金低
經營簡單.無經驗包教.
小費高. 意者請電:
接受各種保險.
因東主退休轉讓,
意者請電:
713-502-3973
意者請電:
售 65 萬.意者請電:
Business Opportunity 713-597-4190 713-805-8023 512-284-1211 713-661-0346

賺錢旅館售

*屋主自售

Sale/Rent

*賺錢生意急售

●德州連鎖 99 房,年營

●近 Memorial 高級區中餐館:設備齊全,有酒牌
位惠康超市附近,
100 萬+,地 2 畝,售 320 萬 年收入近 60 萬, 業主榮休,僅售$5 萬.
一樓邊間 Apartment ●德州海邊連鎖 100 房
●好運大道,禮品批發店 :生意出讓,業主經營
社區安全需磁卡進入 年營近 500 萬,地 2 畝
20 年,年收入 60 萬,8000 平方呎倉庫,
交通便捷,學區佳. 售 1200 萬●休士頓機場 存貨$240,000, 生意僅售$45,000,
高級連鎖旅館,194 房,
請電洽: 李先生
~~機會難得~~ . 有意者請洽: 德州地產
年營 300 萬,售 1500 萬
713-988-1668,
832-734-6888(中文)
936-263-9247 832-348-7824 黃經紀

C2

Tuesday, May 31, 2022

牙醫診所退休售 賺錢美甲店出售 40 年老針灸所

*洗衣店出售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2022年5月31日

房屋租售

星期二

休士頓民宿出租

Sale/Rent

Houston Hostel for Rent
中國城百利大道上，經商、訪友、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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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月, 獨立進出,押金$200
●套房$500（獨立浴室）押金$150
手機/簡訊: 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

買新屋,本經紀人只收$1000 佣金

專
業
地
產
經
紀
Realtor /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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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
Estate

房地產租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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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 多間高雅辦公室租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Daycare 日托中心, 誠聘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會說中文的嬰兒護理員
Infant Caregiver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環境高雅, 安全, 安靜, 包水電, 免費高速光纖上網,
需有愛心和耐心, 我們提供的福利有: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節假日休(有薪)
，員工折扣，4 周有薪年假等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辦公傢具, 近中國城 5 分鐘.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工作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有大停車場. 共多間辦公室出租,$600 起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工資是每小時 12-15 美元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281-498-4310 Lisa ( 中文 )
英文電: 713-239-2900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Home
Service
281-983-8152 Jennifer ( 英文 )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or丌Email: Admin@lippschool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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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丌
丌丌
*誠聘阿姨
通勤/住家阿姨 住宿家務助理 住家/通勤阿姨
22
世紀看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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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位
Memorial
City
住休城東北,
家住西南區,
以愛心耐心經驗豐富專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家住 59/610,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業照顧您的家人,美國
丌
護
週一至六,下午開始,
Lake Houston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8 號/Westheimer 交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護士執照,到府,醫院及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每天 6 小時,
需有經驗+愛心+責任心 陪顧一位健康老人, 做飯,家務,照顧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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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養院,長期短期及鐘
丌
需擅長做飯,清潔房間
做三餐,日常家務.
照顧 6 個月大孩,及
~~薪 優~~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歲以下,身心健康
50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點看護.●徵經驗看護
丌
薪資商議。
務
做簡單家務.一周 6 天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詳情請電:
意者請電話或短信:
(通國台英)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請電:Sophia
丌丌
意者請電: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有經驗者電:
281-685-3091 650-773-9178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832-657-7657
丌
281-248-3025
丌丌Health
丌丌丌丌丌丌Care
丌丌丌丌Servic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832-287-8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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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
丌伌
丌丌伌
丌丌伌
丌丌伌
丌丌伌
丌丌伌
丌丌伌丌丌伌丌伌
丌丌伌
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老人公寓誠聘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產權公司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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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伌
誠聘過戶專員及助理
兼職維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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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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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英文說寫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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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相關大廈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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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具基本電腦基礎。
知識及經驗，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認真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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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高及時間可面談.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有經驗者優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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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伌
。 請在辦公室時間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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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Email:
sunglawyer
(周二開始)找何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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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yahoo.com
713-995-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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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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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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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Home
Service


家庭服務

Company

Company

Company

公司請人

公司請人

公司請人

Hiring

Hiring

Hiring

公 安防公司誠聘 電子維修公司 冰淇淋連鎖店 活動中心誠聘 中國城茸蔘店
●辦公室文員(長工):
中國城附近, 誠聘 誠徵全職店長一名, 1.麵包車司機:
誠聘男女員工
司 英文流利
，quick book 經
駕技良好,有愛心
●
維修人員:
細心穩定
請 驗優先，近中國城，薪優
Hillcroft St./8 號交界 2.廚房幫廚: 周一至五 需有工卡,可報稅
●安裝技術人員，簡單 ●接單客服: 懂英文
"薪優"面議 ~
人 英文，需出差，公司培訓， 無需經驗,可培訓. 需略通英文能報稅. 3.兼職打掃: 一周一次 ~有意者請電:

旅館徵人

診所請助理

中英文流利,
誠徵夜班前檯
有耐心
簡單英語
有工卡
意者請電:
(周二或周三)
有木工，鉗工，修車，裝
有意者請洽:
意者請電:周先生 832-955-6276
薪資優.請電: 廖先生 713-772-2889
修經驗優先，年薪 6w+ 技術熟練薪資優厚
Company Hiring 電:346-970-7928 832-952-6666 281-795-9096 832-866-8801 713-354-3233 832-613-8868 713-271-0118

電子廠請人

診所誠徵前檯

招聘全職財務 Food Distributor $$高薪聘機械銷售 牙醫診所聘助理 美國公司請人

休斯頓卡車物流公司
looking for
誠請組裝工人,
工作環境良好,
VaPetro
招聘:
待遇優.
Sales
& Warehouse
QC.有經驗者優先.
沒有經驗可培訓,
需熟練使用 APAR/
Speak Chinese &
薪優,節假日,休假,
全工/半工均可,
Simple English
QuickBooks 等辦公軟件
年終獎,健康保險.電: 需英文流利,有工卡 如有財務經驗者優先
Call: Lily & Helen
713-349-4559 或
意者請電:
請 Email 或電話聯系： 713-383-8818
送簡歷至:GI-HR@ 713-664-6608 rz@vapetro.com or Email: helen@
gicircuits.com 713-995-8886
346-235-4816 fourseasonsfood.com

公司誠聘

石油設備公司招銷售, 西南區,工作環境好, 位 610 和 290 交界處
電訓,網路,安保
經驗全職，高提成， 時間好,待遇優.可以訓練 誠徵●生產工人
技術人員
有健保,月獎和年獎,
$15/小時起薪
職業前途好.
中英流利,良好 TX 駕照 有意者請電/留言/短訊: ●辦公室清潔人員
無經驗可培訓
電:713-320-2103 832-367-6016
$13/小時起薪
意者請電:
或簡歷: usa@
或 Email 簡歷至: 需有身份,能努力工作
gnsolidscontrol.com drsjsung@gmail.com 832-584-3557 281-208-4848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誠徵前台及牙助 Now Hiring Warehouse 德信行中醫診所 美容院請人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誠徵送報員
中國城惠康超市旁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中國城. 需中英文 Japanese Seafood
~~急 徵~~
誠聘住診中醫師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誠
聘
需自備車
無經驗可訓練.
Company
點貨、上下貨人員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位中國城
Part time 美髮師
請電或 Email: ●Outside Sales Rep
略懂英文
意者請電:
Lisa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9266 Bellaire Blvd
( 星期三休息 )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713-773-1300 ● Inside Sales Rep
時薪$16
意者請電或親臨:
( 請帶簡歷 )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請電:下午
1-5
點
txdentist101
意者請洽:Helen
Email resume to :
713-774-6400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gmail.com info@owaves.net 713-383-8818 713-995-8530 832-729-2345 281-498-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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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y
Hiring

公司請人

近糖城 77406,大型電子公司招銷售助理
要求：中英文流利、溝通能力優秀、
工作細致有條理。
1 年以上銷售相關工作經驗。
薪優福利好。
聯系方式請電：832-509-9095

公司誠聘: 財務人員

誠聘 IT 電腦維護 Par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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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電腦及網站維修維護，
IT 技術支持
Quickbook 系統及服務器維護.
請聯系: Lisa 832-399-1333
Lisatang@scdaily.com

中國城公寓招聘

Fortune Fish & Gourmet

*招聘銷售助理

Seafood Distributor & Processor
●公寓出租助理:
誠聘 ●Account Receivable
精通中文，英文或越南話。
需中英文，有工卡。
懂電腦操作，勤奮有責任心，薪資面談.
電 話 : 713-224-3474
●有經驗空調水電工.
Fax 履歷至 : 713-673-3121
8751 Flagship Dr. Houston, TX 77029
電話 : 713-771-5868

誠聘 辦公室助理
Office Assistant
熟文書處理, 中英文流利,
溝通技巧佳, 學習能力強.
Proficient in Microsoft Office
Fluent in English & Chinese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Fast learner. SW area.
Email resume to:
forplax@sbcglobal.net
or Fax: 281-988-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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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HOUTOBR@evaair.com
Branch Office

Job Openings

Houston

Cargo 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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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工作夥伴

誠請有經驗的裝修工人，
需要木工，牆體，瓷磚等師父及幫工，
有經驗者優先，待優。
聯系人：Richard
聯系電話: 832-778-0090
832-289-2279

汽車零配件商誠徵:
出納、採購、倉儲管理、司機.
簡歷請寄:
hr@capstone-auto.com
或傳真: 832-467-4505

is looking for Inside Sales Clerk
Seeking Bilingual English and Chinese Inside Sales Clerk
with experience and proficient in
Microsoft Office applications such as Excel and Word.
Please send resume: jluo@pannext.net

李元鐘保險徵才 工作地點：休士頓、達拉斯
歡迎 2 度就業、H1B、尋求成長機會的您加入
工作穩定、準時下班、保險津貼、節慶獎金及旅遊活動
1. 行政人員：系統操作、一般文書及行政事務處理
2. 業務人員：從車房保險售銷及售後服務，
保障高底薪+佣金，歡迎挑戰高薪的您加入.
聯絡方式 Email：job@johnleeins.com
(First Commercial Bank Houston Br. Job Vacancy)
首家台資跨國銀行 歡迎各界菁英加入
(The first Taiwanese bank in the state of Texas
invites you to join our team.)
●Clerk (銀行業務專員)
●Accounting Officer (會計專員）
誠徵中英文雙語；大學會計、商業、經濟與
金融等相關科系畢業。
(Good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Minimum Bachelor's degree in Accounting,
Business, Economics, Finance or related fields)
工作地點位於休士頓市區，意者 E-mail:
i927a@firstbank.com.tw

Email: monica@streamax.com
公司網址：www.en.streamax.com
公司地址:18702 Kieth Harrow Blvd, #C,
Houston, TX 77084

裝修公司請人

公
司
請
人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rt Company

第一商業銀行 休士頓分行徵才

公司誠聘：倉管人員

有三年倉庫管理運營經驗,中英文流利,
接受出差.對硬件知識有一定了解者優先.
電話：832-986-1313

Company Hiring

Medical lab is hiring

Molecular Biology Technologist.
This position requires a minimum of a
bachelor's degree in biology, chemistry or
medical technology with at least 2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in molecular biology lab.
Can work Full-time, Monday to Saturday
8AM to 5PM，please email resume to:

info@auspiciouslab.com

安利保險 ALLRISC INSURANCE AGENCY
30+ years Insurance Agency in Houston seeking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Sales Executive who is:

- Fluent in English/Mandarin or Vietnamese
- Proficient with computer and Microsoft software
- Prior experience not required though preferred
- Salary + Bonus + Medical Insurance + Retirement Plan
Please send resume to : info@allrisc.com

Company looking for

Office Manager (on-Site)

BESCUTTER 誠招會計一名
●工作類型：全職

•Oversee and maintain all administrative ●薪資：USD 20 - USD 28 每小時
duties in the office
●工作要求：
•Assist with accounting and human
中英文流利,
resource related tasks
會計本科學歷, 熟練掌握 QuickBooks
•Other support assigned by management
一年以上會計工作經驗
Qualifications:
具體工作內容面議
•1-2 years experience in office administration ●工作地點: 14915 E Hampton Cir,
•Bachelor's degree in a related field preferred
.Houston, TX 77071
•Sufficient computer skill. ex.MS office.
Please sent resume to

HR@telcointercon.com

●時間:

Monday-Friday 9:00am-5:00pm
感興趣者,發簡歷到：

info@bescutter.com

分類廣告 3
星期二

位 Katy Mill 對面,
富人區,1300 呎,
房租便宜,生意穩定,
小費高. 意者請電:
Massage Store
SPA /Salon
713-502-3973
沙龍按摩店售 512-284-1211 按摩店,美容美甲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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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妹妹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保證年輕~~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Bellaire/Beltway8
丌丌
附近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早
11
點
晚
10
點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每二周換新人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只預約: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626-354-1398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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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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ge
Service
按摩服務



誠聘女按摩師或合作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薪優,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L'Mai Beauty SPA
按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
Hiring Massage Therapist: 少許英文
丌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摩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全工或半工均可, 有執照者佳.
請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16510 FM 529, Houston, TX 77095
丌丌
丌
丌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HIRING
地點佳,
小費好. 歡迎看店.請英文電/短訊:
人丌丌
丌丌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for Massage
281-673-0454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832-782-4690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招
生
招
生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糖城三年身體按摩店 3 個單人房,1 個雙人房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兩萬二千元低價出售. 總面積 2100 呎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月 租 $1800
生意穩定,無不良記錄.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兩個單人間、一個雙 23736 Hwy59 #B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Porter,
TX
77365
人間、一個淋浴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一個廚房.聯系電話: 意者請電或親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Massage
Service
832-500-4864 832-613-7659 丌丌
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 真愛台北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舊雨新知
實惠的價格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歡迎預約:
輕鬆的享受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832-630-3343 832-359-6141 丌丌
Massage
Service
丌丌
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凱 悅*

按
摩
服
務

極品寶貝! 新新新

按
摩
服
務

氣質白嫩甜美 girl

徵婚啟示

姻緣一線牽
Pers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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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
詢
顧
問

Consultant

新人, 高顏值

210-985-5717
●誠聘女按摩師
讓你帝王般享受
早 10:00-晚 12:00
●誠聘服務好的按摩女孩
346-256-5195

美國公民征婚

美籍華人,男 41 歲,藥劑師,身高 1.75 米 男士 52 歲，有穩定工作，待人誠懇隨和，
誠尋 38 歲以下女士為婚友,
勤家務，不抽煙喝酒。尋覓 40 歲以下性
大學以上文化程度, 身高 1.6 米左右,
相貌中上,身體健康,性格開朗,善良,溫柔. 格和善、通情達理的女士為終身伴侶。
休士頓地區優先考慮.
其它條件不限，可辦身份。
意者請電: 832-805-7516
有緣人請電：832-964-8670
Email: hpca918@gmail.com

駕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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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交通
罰單

Registration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C3

Tuesday, May 31, 2022

按摩店出租

*按摩店出售

賺錢美甲店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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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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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諮
詢
顧
問

Consul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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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產經紀人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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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王朝駕校路考第三考場
美南駕校
1000
謝老師（MT
駕校）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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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試考官,全權下放至百利駕校教練考路試,
疫情期間有中文網絡筆試課,取消罰單課,發證書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美南駕校是官方指定考點
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交通安全班（取消罰單）
三三
在本校一天可完成筆試,
，天天有路考。旅游簽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證等各種簽證可以考駕照
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成人中文筆試:天天路考(兩天取得駕照)
三三
取得
pemit
後可安排路考,不用排隊等 30 天
。青少年班隨時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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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筆試班:
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周二，六 10am-4:30pm
●路考班 : 務必預約. 考路試，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取消罰單安全班
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青少年駕照班
三三
: 周六，周日有課
●安全班 : 隨時開課. 開課，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7001 Corporate Dr #203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十八年專業教學經驗~~~
電話: 832-633-5555 周師傅
三三三三School
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
Driving
Defensive
Driving
832-863-8882 (中英粵越西語) 三三
832-277-7226 王教練
832-983-9509 Tom 發哥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2三三三三三三三 ****** 報 稅 ******
德州帶槍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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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tor

W-

●報個人稅, 公司稅
●公司做帳
地址: 美國財富會計樓

報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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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打傳人中醫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游泳教學
Swimming
Class
坐骨神經,肩周炎
請電: 713-772-0300

800

機 北夏接送服務
機場,碼頭,一切接送
場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接
保證最低價
送 有 4 人 7 人座服務

地板銷售安裝

敦煌地板

Flooring Service

鼎佳裝潢裝修

恆豐裝修公司 閩福裝修趙師傅

舊屋翻新，地板瓷磚 台灣專業,政府註冊,
內外油漆，廚房浴室 承接:舊屋翻新,水槽,籬笆,
涼棚,屋頂翻新,補漏.廚櫃
籬笆車道，高壓衝洗 安裝,木工隔間,磁磚,實木
水電屋頂，小修小補 樓梯,木地板,廚浴改建,
熱 線：
內外油漆,屋內外全部工程
281-840-7987 832-366-7510 洪(國台)

廣東和記裝修

誠實裝修

大小工程,油漆間隔,
泥水木工,地板門窗,
天面地台,廚房浴室,
水電修理, 通 坑 渠.
免費估價,價廉保質.
832-909-3658 粵
832-909-3686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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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修理*

公司,住宅,地板,地磚, 浴室，漏水，天花板
內外油漆,廚浴改建,
屋頂，廚房，內外牆
鋪草皮,修換圍欄
地磚，地板，高壓洗
餐廳翻新,高壓沖洗,
油漆，籬笆，蓋涼廳
大小工程,
水電門窗
，舊屋翻新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餐館改造.~好價格~
余:929-392-5818
eng: 646-925-9275 713-515-7652

宏達建築裝修公司

Remodeling

廚櫃,大理石台面安裝,
衛浴翻新,
門窗、玻璃門安裝,
地板、瓷磚；車庫門,
水電木工等.. 訂制安裝
各種玻璃、鏡子等..
經驗豐富,質量保證
713-470-8926

潮江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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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山東裝修*

順發裝修

蘇揚建築裝璜

大小工程幾十年經驗
木工, 泥水, 油漆 蓋小房蓋涼棚修圍欄
地板,水電,間隔改建 漏水屋頂內外牆隔間
經驗豐富,手工好! 油漆換門窗水電木工
地板地磚浴室加廚房
電 話:
舊房翻新，好質好價
346-503-7037 713-515-7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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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雷射除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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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灑水系統,經驗豐富
832-998-5898 832-818-3185
國語/粵語
王 (國/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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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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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門現金收購 專收購舊車壞車
二手車

舊、壞 車

現金收購舊車,碰撞車
動 或 不動
高於 Trade in 10%
一律高價收購
請電: Paul
中英粵越。電話:
346-234-9893
713-482-9267
普通話/廣東話

德州裝修

風順裝修

福美裝修

榮盛裝修

商業店面,居家房屋
水電安裝,維修,
專長: 台面定制,
廚廁翻新,地磚地板
櫥櫃地板,後院圍欄,
油漆理石,
瓷磚,衛生間淋浴,
一切房屋修補大小活
屋頂瓦片,內外油漆
誠實+保質. 電話:
等.... 請電:
346-252-3301
281-464-6291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保修二年.專業承接各種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新舊住宅,商業店鋪,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單包/全包均可.
小修小補.
水電,空調,磁磚,地板,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廚房/衛生間翻新
請電: Sam 劉
319-988-6868 中文
832-903-1333 英粵 832-606-7672

天天裝修

永發裝修公司

惠家裝修

舊房翻新，內外油漆， 政府註冊,百萬保險.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專業裝修,舊屋翻新
房屋,廚房,衛生間裝修 地板地磚，衛浴改建， 30 年經驗,一條龍服務
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承接:商業/餐館/住宅, 地板門窗,廚衛改造
地板,磁磚,大理石面安裝 高壓衝洗，室內清潔。
電氣焊,鐵柵欄安裝維修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精通土木,地板,水電,油漆 內外油漆,水電空調
保修一年,價格公道, 價格合理,保證質量
車庫門,自動門安裝維修
提供商業保險
水電,空調,安裝維修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經驗豐富,保證質量.
電 話:
646-713-4928 吳
832-607-7861 張
身份,薪酬優厚.
713-828-5513
●誠請裝修工人
713-371-2713 戴師傅 832-207-2626

花園噴水系統 700
修 正翔屋頂/裝修
專業住家,屋頂換新
理 房屋翻修,廚浴改建 專業安裝和修理
業 商業住家,水電維修 執照#0019006
務 內外油漆,籬笆車道
電話:吳

Remodeling

281-236-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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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送翻譯導遊

老廣裝修

申請帶槍執照

修
理
業
務

Remodel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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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滿 裝 修

專做居家小活
702-888-5518
苗師傅

700

專業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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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
修
設
計

7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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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堂課教不會不收費
25 堂課教會蝶仰蛙自
省錢 + 省時 + 省心
713-367-8866 中
713-367-9095 英

Gun License

超級雷射除痣斑(北美唯一專科診所)

學會游泳並不難
選擇教練是關鍵

機場,公共事務接洽,
機場,賭場,購物訪友
24 小時全日
旅遊,購物,賭場,醫院
一切接送
各種接送服務 Galveston,太空中心
誠信可靠,安全準時
駕照指導.安全準時
每日按時接送
奔馳豪華 SUV
Uber 駕駛. 請來電:
最低價格,安全可靠
車輛買賣
請電(手機號)
281-506-6293
Car for sale
832-709-8947 346-667-4078
4 人座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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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信譽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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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700
丌
700
修 舊房翻修,浴室廚房,
修
三三
三
三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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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理 房間改造,內外油漆,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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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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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
業 地板地磚, 櫥櫃,
業丌三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Remodeling
丌丌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屋頂補漏,上下水管,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務 籬笆水槽,地磚地板等
務
丌丌
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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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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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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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丌丌
丌
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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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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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業務
質量保證. 電話:
三三
三
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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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Remodeling
Remodeling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626-225-6325
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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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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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382-5645

接送服務

打電話或短信： 832-488-6304



Transportation

進哥服務接送

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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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inting Servic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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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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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廣告 4
星期二

家

玻璃門窗專家

Pest Control

Door/Window G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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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銷售安裝

700

Floor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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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n License

申請帶槍執照

美南新聞回饋社會

敦煌地板

有

房屋理賠

籬笆 Fence

專精各種漏水

大衛空調公司

水水水

小潔水管公司

Gar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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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服務公司 Long's 專業修理

水務
電器

700

尚美空調維修 誠信專業冷暖氣 彭氏空調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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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Service

精藝冷氣水電 浩記冷暖氣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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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經驗豐富
安裝維修各種空調
價格低,質量優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聯係電話:
請電: 彭師傅
713-480-3646 832-259-6201

雅聖冷暖氣

Legend Temp Mechanical

Chang Le Service 長樂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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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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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房
門
專
家

Garage Service

800

機
場
接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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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送翻譯導遊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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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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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鐵
工
廠
Iron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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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專業焊接

不鏽鋼鐵結構,雨棚,
結構樓梯,扶手,欄杆,
鋁型材,銅, 各種維修
焊接,上門服務,
經驗豐富,保證質量
請電: 柴師傅
786-24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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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警監控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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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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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打傳人中醫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請電: 713-772-0300
坐骨神經,肩周炎

超級雷射除痣斑(北美唯一專科診所)
●
●

雷射除痣
進哥服務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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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接送服務

機
機 機場,賭場,購物訪友
機場,公共事務接洽,
24 小時全日
旅遊,購物,賭場,醫院
場 各種接送服務
場
一切接送
Galveston,太空中心
接 每日按時接送
接 誠信可靠,安全準時
駕照指導.安全準時
奔馳豪華
SUV
Uber 駕駛. 請來電:
送 最低價格,安全可靠
送 請電(手機號)
281-506-6293
Transportation
Transportation 832-709-8947 Transportation 346-667-4078
4 人座新車


800

安裝,維修冷暖氣

冷暖工程,家用電器 冷暖氣維修更換,
專業維修、安裝 恆風冷暖氣公司政府執照 TACLA 115482C
廚浴設備,修換水爐
安裝/維修: 家庭、商業冷暖氣、商用冰箱,
冷暖氣系統,
商用 cooler,freezer,
住宅商鋪,節能空調
冷凍冷藏設備、制冰機、抽油煙機..
維修更換熱水爐.
漏水斷電,急修急通 熱水爐器更換或維修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代理各大品牌產品.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請 電:
請電: 蕭師傅
請電: 713-357-8868 (國/粵語)
電話：陸先生
832-490-7988 832-759-4638 346-606-6871

電腦專家

電腦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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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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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平鐵工廠
700
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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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www.taipingironworks.com
廠
281-785-9895 劉
安全監控系統
●招焊工學徒及鐵工幫手
Iron Works

Computer Service

下水道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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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經驗 Sears'專業技
專業建造、維修各型籬 三三
執照電工.經驗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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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專門維修各種
笆範士,價格優惠,10 年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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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灑水系統,家電維修,
家庭/商業:冷暖氣,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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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保證。柱頭保證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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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新建和修理,
製冰機,大型冷凍櫃,冰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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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不倒。完工前分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熱水爐,洗衣機,乾衣機
洗衣,烘乾,冰箱,熱水爐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文不收，完工後滿意付款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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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號碼:TACLA44251C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Plumbing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Service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打碎機,下水道,
(全市最低價 250 元起) 三三
質量保證.電:通英/粵語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281-610-2068
832-969-5083 李 三三
713-505-7534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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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順冷暖氣公司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800
一一一

頂好排污

832-722 2099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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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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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車
房
門
專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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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執照 TCEQ24431
廚房及廁所漏水疏通
解決
德州 Master 執照 40172
抽餐館油井,
水龍頭,噴頭,破碎機
商業/住宅:煤氣管，煤氣
洗衣店水井,
家裡上下水問題 開通與年檢, 水管油井,
按裝. 經驗豐富,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價格最低(政府執照) 702-888-5518 水表,下水道,通堵, 經驗豐富,不通不收費.
各類熱水器過濾水器等
陸先生(中文).請電：
水管系列安裝維修工程 832-462-3832
苗師傅
281-818-6524
832-462-4011
城市申報檢驗.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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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籬笆圍牆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政府執照,20 年經驗
冷暖氣系統
空調,車庫門,
專業安裝,修理,維護
保養,維修,安裝,
熱水爐...
冷暖氣系統.
家電,熱水爐.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維修 更換 安裝 政府執照,15 年經驗
請 電:
請 電：
請電: 陳(英粵國越)
832-685-8888 832-469-4510 281-236-2846

精修車庫門

美國房屋理賠服務

Claims Service

龍運疏通

誠實專業冷氣 麥師傅空調維修 陳氏專業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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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廣告專頁

歡迎至美南新聞櫃檯領取

專精各種漏水,閥門龍頭
專精上下水管道,
舊屋水管換新,
漏水,堵塞及疑難雜症. 更換,熱水器,冰箱,洗衣機
改移,換新上下水管線, 各種家電維修,增加排查
屋頂,地下漏水
熱水器,水龍頭,浴缸, 線路,更換電箱,軟水淨水
修換熱水器
淋浴,馬桶.●維修改裝 系統,加裝各種照明燈,
車庫門安裝維修
供電線路,換電箱,加改
832-217-6958 修
供電線路及電器設施 曹 832-576-6957
713-885-4818 英
●招助手或學徒
713-480-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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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ims Service



滿意水電

誠信專業水電

房屋理賠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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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砍樹服務

專業砍樹

屋頂專家風災冰雹索賠專家

免費贈送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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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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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毯清潔

Carpet cleaning

華人主持，益明採用
大型蒸氣機,洗地毯,
沙發,淹水後清潔.
住家.辦公室.旅館.空房.
空房沒電亦可處理
請電:713-557-0074
281-565-4788Minh

高級洗手液(數量有限)

爽快水管專業

通水管
排污

益明清洗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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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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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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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Fast Movers 快速搬運
Tony's
四季搬家公司 (需每天運者有特惠)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Moving
and
Delivery
Services
住家/公寓/公司
搬
政府註冊 ID 200897974, 執照號碼: TXLic006575605C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We丌
move
- House - Apartment - Office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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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l 丌
and long distance,call now for free quote !
家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往 Austin,Dallas, San Aotonio 特價優惠.
More Than 18 years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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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best price Guaranteed.保證最好價格 公寓、住家、辦公室、鋼琴 ( 10% Off w/AD 廣告 )
丌丌
Call: 832-289-6211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長短途搬運 832-265-9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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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 23 年專業經驗,免費估價, 或上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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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丌丌丌丌丌丌
中信搬家公司 (當天電話,當天搬)
丌丌
丌丌丌丌聯合搬家公司
丌丌
專收購舊車壞車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
公寓住家，公司搬運
政府註冊 TXDD363224B 優質服務,誠實可信
舊、壞 車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
碼頭提貨，代客送貨
26 年搬家經驗,質量保證。公司備有大中小型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
動 或 不動
短長途專業搬運鋼琴
封閉貨車,專經營長短途搬運,住家,公寓辦公室,
丌丌
丌丌丌丌
丌
丌
免費估價，價錢便宜
一律高價收購
三角鋼琴,貴重物品,碼頭提貨,有保險,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
電:713-783-3789
通
中英粵越。電話: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
免費提供紙箱 832-561-7776 國語
車輛買賣
搬家公司
626-297-9888 國臺英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unitedmoving.tx@gmail.com 24 小時服務 832-367-6090 國,越南,廣東
Car for sale 713-482-9267
Moving
Service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學會游泳並不難
選擇教練是關鍵
10 堂課教不會不收費
25 堂課教會蝶仰蛙自
省錢 + 省時 + 省心
游泳教學
713-367-8866 中
Swimming Class 713-367-9095 英

800

機 北夏接送服務
場 機場,碼頭,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接
保證最低價
送 有 4 人 7 人座服務

Transportation

832-382-5645

西 南 搬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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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C. M.C.249994
TX.D.O.T. 44648C
U.S.D.O.T 46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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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門現金收購
二手車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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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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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takes baby steps towards ending
COVID lockdown
SHANGHAI/BEIJING, May 27 (Reuters) - Shanghai took more gradual
steps on Friday towards lifting its
COVID-19 lockdown while Beijing
was investigating cases where its strict
curbs were affecting other medical
treatments as China soldiered on with
its uneven exit from restrictions.
The financial hub and the capital have
been hot spots, with a harsh twomonth lockdown to arrest a coronavirus spike in Shanghai and tight movement restrictions to stamp out a small
but stubborn outbreak in Beijing.
Elsewhere, some border areas in the
northeastern province of Jilin reported transmissions of the virus with an
unclear source. Jilin borders Russia
and North Korea, which has imposed
a nationwide COVID lockdown. read
more
The curbs have battered the world’s
second-biggest economy even as most
countries have been seeking to return to something like normal. Many
Chinese, from the urban youth to low-skilled rural
migrant workers, have complained about lost income, difficulty sourcing food and mental stress.
read more
China’s economy is staggering back to its feet
but data shows only a grinding and partial recovery, with businesses from retailers to chipmakers
warning of slow sales as domestic consumers
slam the brakes on spending. read more

finance centre, reopened 115 bus routes on
Friday. Shanghai is slowly expanding public
transport after reopening four of its 20 subway
lines and more than 250 bus routes on Sunday.

Residents chat through gaps in barriers at a closed residential area
during lockdown, amid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break, in Shanghai, China, May 27, 2022. REUTERS/Aly Song

More than 30 parks had reopened as of Thursday, with visitor numbers capped below 50% of
their maximum capacity, the Shanghai Daily reported. By Tuesday 70 more parks will reopen.

The strict approach has sometimes caused other problems. read
more

China hopes that a new approach of relentless,
blanket testing might help other cities avoid
more damaging, Shanghai-like measures by
detecting outbreaks early.

Beijing officials are investigating incidents of delayed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serious diseases, and some emergency
services officers have been suspended, the state-backed People’s Daily said on Friday.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by Shanghai’s larg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rose steadily in the first
three weeks of May to 83% of 2021 levels, Ruan
Qiantu, head of the city’s branch of the State Grid, Some 28 cities were conducting mass testing on
told reporters.
May 26, up from 23 on May 17, Huatai Securities estimated.
The utility will work to avoid outages as demand
recovers and the summer consumption peak apShanghai’s latest daily COVID caseload was
proaches, Ruan said. “We are actively responding below 300, with no cases outside quarantined
to the demands of enterprises.”
areas, as has been the case for most of the past
two weeks. Beijing reported 29 daily cases,
As Shanghai, China’s most populous city, aims to down from 45 the day before.
essentially end its lockdown from Wednesday, the
authorities have been allowing more people out of Jilin’s daily tally for the past five days has been
their homes and more businesses to reopen over
in single digits.
the past week. But most residents remain confined
to their compounds and most shops can only do
Close to 90% of China’s population was vaccideliveries.
nated, but the rate falls to 82.4% for those aged
60 and over, health officials said on Friday.
The district of Pudong, home to the Port of
Shanghai, the city’s largest airport and its main
The capital this week has stepped up quarantines, reduced workplace attendance and
cracked down on people flouting instructions.

A farmer surnamed Song wrote on social media that his
32-year-old son had died on May 11 in Beijing after waiting
for an hour with acute chest pain for an ambulance. Song said
he was told that there had been confusion over whether his son
could be admitted due to COVID controls at hospitals.
“This practice ... brought irreparable losses to a peasant family with only one son and caused serious negative effects and
smears to the anti-epidemic effort,” Song wrote on Thursday.
Cases of slow access to medical care for pregnant women and
other non-COVID patients during lockdowns caused outrage
earlier this year. read more
GRINDING
Profits at China’s industrial firms fell the fastest in two years in
April, data showed on Friday, as high raw material prices and
snarled supply chains squeezed margins and disrupted factories.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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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Reflect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unconcerned about the
chaos that is prevalent
in other big American
cities.

After twenty-one lives
of teachers and young
kids’ were taken
away by an
18-year-old murderer,
the whole nation is
enthusiastically
responding by donating
hope and sending
warmth and help to
Uvalde, a small, and
now broken, Texas
city. When we see
every one of the
innocent faces that
were ended, it makes
people feel so helpless
and very sad.
Has the United States
really changed? We
have encountered
continuous shootings,
sometimes in
supermarkets, in malls,

in schools, in massage
parlors or on university
campuses. In fact, in
America, we now own
more than 300 million
guns--more than our
total population. Forty
percent of the world’s
weapons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hanghai
lockdown, the
Russia-Ukraine war,
higher oil prices,
monkey smallpox, the
nationwide lack of baby
formula, a senseless
massacre of innocent
children and teachers,
all happening as our
president’s Air Force
One shuttles around
the world. What
difference does this

make?
Today the White House
tried to cancel part of
the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But inside the
president’s cabinet,
there are differences of
opinion. One of the
opponents is trade
representative
Catherine Tai who
looks exactly like us.
In the speech by
Secretary of State
Blinken, he said no
matter the statu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t
will not affect the status
of Americans of
Chinese descent. After
watching the speech, I
really felt very
uncomfortable.
I would like to remind
all Chinese Americans
in this country that you
need to be successful
in this country to stand
up and protect your
rights and also learn
from the Jewish
Americans how they
can be so strong on the
political stage.

Today when we walk in
big cities and rural
towns in America, we
can say we are in two
very different worlds,
while the conditions of
faith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re also
very different.
Residents who live in
rural areas seem to be
less concerned about
what is going on in
New York, and equally

Editor’s Choice
A view shows a residential
building destroyed during the
Ukraine-Russia conflict in the
town of Popasna in the Luhansk
Region, Ukraine May 26, 2022.
REUTERS/Alexander Ermochenko

A man smiles as he sits in front of a destroyed house in Vilkhivka, Ukraine,
May 25, 2022. REUTERS/Ivan Alvarado

People march from Parliament Hill during Canada’s first 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Ottawa, Ontario, REUTERS/Blair Gable

Tamara Vrazovskaya gestures as she picks up flowers next to a Russian destroyed tank in Mala
Rohan, Ukraine, May 25, 2022. REUTERS/Ivan Alvarado

Teddy bears, shoes, artwork and
flowers left in memory of the
Kamloops residential school victims remain on the steps of the
former Vancouver Art Gallery
North Plaza in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September 30, 2021. REUTERS/Amy
Romer

Children run holding flags
during a candlelight vigil on
Canada’s first 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at Chiefswood Park in
Ohsweken, Ontario, Canada
REUTERS/Carlos Oso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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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Coffee, Wine, And Wheat Varieties Are
Among The Foods We Could Lose Forever

The Extinction Crisis That
No One Is Talking About

Tractors harvest a monoculture of soybeans in Mato Grosso,
Brazil. (Getty Images/iStockphoto)

Key Point

Supply chain challenges and inflation spikes in the mids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have now been joined by growing and documented concerns for the potential extinction of endangered foods and the lack of food choices along with
the diversity of foods as well as the nutritional values they represent that are in
serious danger of disappearing from the global marketplace. Scientific observers
are now saying it is time to act and make efforts to bring diversity back into the
food system while being motivated by the health of societ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Your morning coffee is in a perilous state. There
are just two species of coffee plants on which the
entire multibillion-dollar industry is based: One
of them is considered poor-tasting, and the other,
which you’re likely familiar with, is threatened by
climate change and a deadly fungal disease.
Thankfully, there’s another kind of coffee out
there, known as stenophylla. It has a higher heat
tolerance, greater resistance to certain fungal
pathogens, and it tastes great. There’s just one
problem: It’s incredibly rare, and until recently,
scientists believed it was extinct.
Stenophylla is just one of dozens of important
foods that are threatened with extinction, according to Dan Saladino, a BBC journalist and
author of the new book, “Eating to Extinction:
The World’s Rarest Foods and Why We Need to
Save Them.” While grocery stores may seem as
abundant as ever, Saladino argues that the diversity of food is actually in decline. Of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wheat varieties that farmers once
cultivated, for example, only a handful are now
farmed on a large scale, he told Vox.
As we grow and harvest fewer varieties of plants

and animals, the foods you can buy in the
grocery store may become less nutritious and
flavorful, and — as the current state of coffee
demonstrates — the global food system could
become less resilient. That’s why it’s so crucial
to lift up communities that are protecting foods
from disappearing, Saladino told Vox in an interview about his new book.
The important conversation that followers was
held between author Dan Saladino and Vox.
com interviewer Benji Jones and pinpoints the
food diversity challenges that face us all.
Grocery stores may be stocked, but the variety of food is in decline

Benji Jones

You write that a lot of foods, such as varieties of
coffee and wheat, are going extinct. Yet when I
walk into the grocery store it seems like there’s
more variety than ever.
Dan Saladino
Whether it’s cotton candy grapes or certain varieties of avocado, there’s a degree of uniformity.
And while you’ll see this abundance — consider bread, and the wheat it’s made of — it’s
extremely narrow in terms of its genetics.
In this amazing place in the Arctic called Svalbard, there’s a seed vault buried deep under the
ice, down a tunnel, in which there are more than
200,000 different unique samples of wheat.
That’s the kind of diversity that’s hidden from
us. A farmer today in the UK might get a recommended list of wheat varieties to grow — dictated largely by the food industry and millers and
bakers — of fewer than 10 kinds.
You can take all of the world’s staple crops,
including maize [also known as corn] and rice,
and you’ll see the same thing. In seed banks
around the world, there are tens to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arieties, yet in the food system that we experience, it’s an extremely small
number.
Benji Jones
Why should the average grocery shopper care
about losing these rare varieties of food?
Dan Saladino
Endangered foods give us options in a future
with many challenges — feeding a growing
population, reducing emissions, and finding
fresh water, for example.
Take a type of maize tucked away in a mountain
village in southern Mexico, very close to where
maize was first domesticated thousands of years
ago. Botanists arrived in the late 1970s and saw
this 16-foot-tall stock of maize. It shouldn’t
have been growing there because the soil was
so poor.
Not only was it so tall, but it also has these aerial roots that were dripping with mucus, like
something out of a science fiction film. Just
three years ago, a scientist figured out that the
mucus is an interplay between sugars and microbes that’s actually feeding the plant from the
air. That hadn’t been seen before in cereal crops.

A type of maize that grows in the Sierra
Mixe region of Oaxaca, Mexico. It has aerial roots coated in mucus that help the plant

pull nutrients out of the air. (Photo/Allen Van
Deynze et. al./PLOS Biology)
Why should we care? If we understand how
this plant works, could we potentially use it to
reduce our use of fertilizer globally? We know
there is a way in which some plants are feeding
themselves. We need to give thanks to the Indigenous people who have looked after this maize
for centuries, if not thousands of years.
Benji Jones
A wider variety of crops also makes our food
system more resilient to threats like disease and
climate change, right?
Dan Saladino
That’s another really important lesson. I traveled
to eastern Turkey to get as close as I could to
the Fertile Crescent, where wheat was first domesticated. I found farmers who had saved a
type of emmer wheat that had been growing for
8,000 to 9,000 years. It’s been growing in high
altitudes where it’s damp.
If you put a modern wheat variety in that environment, fungal diseases would ruin the crop.
And so what they have in Turkey is a precious
genetic resource that has forms of resistance,
such as to fungal pathogens.

A field of kavilca, or emmer, wheat. (Dan
Saladino)
You can also find those principles of disease
resilience among ancient varieties of rice and
maize — really, in all of the crops.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our ancestors created these adaptations through farming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What we’ve done since is create these incredibly high-performance plants that need specific conditions to grow, and a lot of inputs, like
fertilizer. Each wheat or maize plant is almost a
clone, whereas in traditional farming, there’s a
huge amount of genetic diversity in the field. If
you get a bad summer or too much or too little
rain, some of those traditional varieties are still
going to bear grains because there is diversity
within the crops.
You can breed out bitterness, but you might
lose deliciousness
Benji Jones
Is there a flavor extinction happening as well?
Dan Saladino
Absolutely. I tell the story of a type of wild citrus
from northern India called memang narang. It
has a cultural, culinary, and medicinal function,
but the striking thing is how bitter these fruits
are. The people who live here place huge value

on bitterness, a flavor that’s disappearing from
most of our palates. Fruit breeders, over centuries, have been ingenious at giving us something
that we love: sweetness. They have bred out the
bitterness.
When you realize that the bitter taste comes
from compounds that help plants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pests, then you understand why it
might be beneficial to retain that flavor. We’ve
taken the beneficial bitter compounds out, and
we’ve cloaked plants in pesticides and other
chemicals to protect them.

A type of rare coffee, Coffea stenophylla.
(Getty Images)
Another example comes from coffee. 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we can enjoy a lot of different
types of arabica coffee. There’s robusta as well.
But these are just two of more than a hundred
different types of coffee around the world.
Historically, there were cultures in parts of Africa that had more distinctive types of coffee,
including one called stenophylla that was prized
in parts of East Africa up until the 1960s, when it
pretty much went extinct because farming systems changed. It has greater disease resistance
than arabica. And arabica is under pressure now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 it’s an extremely
delicate plant. Stenophylla offers the benefit of
disease resistance, and it’s an amazing-tasting
coffee.
Coffee as we know it is in danger. Can we
breed a better cup?
Benji Jones
Another example that helps explain the decline
of flavor comes from a region of France, home
to the Salers cow. It really show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flavor, right?
Dan Saladino
“Salers” is a place, a breed of cow, and a cheese.
Farmers would take their cattle in the spring and
summer to [mountain] places where the pasture
is richest, often ending up in remote places. It
was a monastic experience; they were up there
living a solitary life. At the end of the summer,
the cheese would end up back down in the village. It’s this mind-blowing process that highlights the power of cheese: The pasture captures
the energy of the sun, the animals convert the
pasture into milk and cheese, and the villagers
then eat the cheese during the winter when other
foods are running out.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COMMUNITY
(Article Continues From Above)

Coffee, Wine, And Wheat Varieties Are
Among The Foods We Could Lose Forever

The Extinction Crisis That
No One Is Talking Abou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Dan Saladino
The remarkable thing is that the pasture
is so rich in microbes that these farmers
don’t even need a starter culture to coagulate the milk and turn it into cheese. As
soon as the milk hits these wooden barrels,
it’s inoculated with microbes. For a modern health inspector, it would be a nightmare to watch.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endangered
genetics of crops and endangered tastes.
Here, we’re talking about endangered microbes that are not only missing from the Dan Saladino
cheese making process, but also from our Skerpikjøt is this food from the Faroe
Islands. There’s not enough sunlight or
gut microbiomes.
firewood there to produce salt to preserve
food. People instead built these huts that
have gaps that allow the sea air in. They
raise sheep and hang the meat in these
huts, which gets bathed by the salty air
and slowly fermented and preserved.
It doesn’t look like food. It’s covered
in mold. It needs to be washed. It’s almost as if this sheep meat is gently rotting away in these huts, but actually, the
conditions are exactly right so it doesn’t
rot or become too funky. It becomes this
A breed of cattle called Salers in the wonderful preserved meat.
Benji Jones
Cantal region of France.
(Photo/Andia/Universal Images Group You also have an incredible chapter
about a type of wine in the country Georvia Getty Images)
gia, which you explain is where some of
Benji Jones
You also explain that when these cows the world’s first — or the first — winehave access to a wide diversity of plants makers were practicing their craft.
in the pasture, their milk and cheese end Dan Saladino
up tasting richer. That’s because different Georgia is the most likely country in
grasses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defense which grapes were domesticated and the
chemicals called terpenes, which can first winemakers were practicing their
craft. They have a technology that pretranslate to flavor in the milk.
dates the barrel by thousands of years —
Dan Saladino
Terpenes can be found in milk from rich the qvevri. These are terracotta vessels
pastures, but not in cheese made from that you bury underground with whole
cattle that have been fed on grains. We’re branches of grapes with skin and pips
only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the connec- [seeds] inside. Many people think France
tions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our food and Italy and Spain and California are
great wine-producing regions. Here is a
and our health and our flavors.
place where the relationship with wine
Benji Jones
You traveled the world sampling all of just goes up another level. There is a revthese foods with unique flavors. What erence and spiritual dimension to wine
drinking.
were some that stood out?

A workshop where Georgian qvevris
are being made. (Photo/Dan Saladino)
Our relationship with food mirrors
our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Benji Jones
In your book, you talk about how losing
certain foods isn’t just about losing resilience, flavor, and culture, but also about
our changing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You explain that some groups, like the
Hadza people of Tanzania, are deeply
connected to their environment through
food — and by losing certain foods, we
may be losing these connections.
Dan Saladino
The Hadza story brilliantly sums that up.
I followed some of these hunter-gatherers out within a landscape of baobab
trees. In those trees, some of which are
a thousand years old, you can find bees’
nests and one of the greatest prizes the
Hadza can find: honey. It’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food — and their favorite food
— but it’s hard for them to find the hives
high up in the trees.
The Hadza whistle, and after a period
of time, if they’re lucky, a very humble-looking bird will fly down. The bird
will start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hunter-gatherers and lead them to a tree with
honey. The bird knows where the honey
is, whereas the hunter-gatherers have the
fire and the smoke to get rid of the bees,
which are a risk for the bird. The Hadza
can go up, extract the honey, and then
leave something behind for the birds.

An illustration of a greater hon-

eyguide. (Photo/Brown Bear/
Windmill Books/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Toward the end of the Hadza visit, we
went to a mud and brick hut, and inside
there were cans and cans of soda. This
was a source of sugar and energy that
could mean that they no longer use that
skill to find honey within our lifetimes
— something so fundamentally important to human history could disappear.
Benji Jones
Do we run the risk of glorifying some of
these older cultures? Don’t some of these
groups want soda — or access to health
care, or other benefits that come with
Western or modern life?
Dan Saladino
There’s story after story of another culture coming in and imposing its food and

phone and sold rice through WeChat to
people in Beijing and Chengdu, some of
the biggest cities in the world. Modern
technology can actually connect us.
Benji Jones
The food industry is massive and largely
run by just a small number of companies.
How does one person help prevent these
unique foods from going extinct?
Dan Saladino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hat we
mean by endangered foods and diversity.
I think we should all choose our favorite
foods and interrogate the diversity of that
food. Explore cacao, coffee, or different
types of cheeses. Then maybe develop
a relationship with a cheesemaker and
become a different kind of customer
— somebody who’s supporting a local
farmer.

its farming systems and its values and
its desires on these Indigenous food systems. My argument is that people should
be given the choice. They should have
access to health care, but that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ir way of life
should be fundamentally changed because they’re buying into our system.
How to save endangered foods
Benji Jones
There are clearly a lot of things that
don’t work with our food system. What
gave you hope while reporting the book?
What inspired you?
Dan Saladino
There’s a network of people out there
who are saving the diversity of foods.
Before Covid, they gathered at a slow
food event to bring their food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share stories about
what they’ve saved and what threats
they’re facing. This solidarity is what
gives me optimism.
In southwestern China, I met a farmer
saving an extremely rare type of highly
nutritious colored rice. He got out his

A man dries a rare, prized type of Venezuelan cacao called criollo. (Photo/
Dan Saladino)
This also needs to be dealt with on a
much larger scale. I was inspired by stories of cities, such as Copenhagen, where
schools use diversity as a criterion for
the contracts they’re issuing to farmers:
Don’t just give me the cheapest apples
— give me a choice of apples, and we
will reward you. That’s also happening
in Brazil.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they’ve had a policy that requires schools
to source 30 percent of ingredients from
local family farms.
These levers do exist for governments
to make a big, significant change. I also
think we have the most selfish reasons to
embrace diversity — our own health. We
know what’s happening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in terms of type 2 diabetes,
cancers, and other diseases that have a
food dimension. Perhaps we will be motivated by health to try and bring diversity back into the food system. The science
says we need to. (Courtesy vo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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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 15
15..3 本周節目安排
本周節目安排!!
5 月 30 日-6 月 4 日每晚 7 點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
國際電視 15.3 是美國南部八州
唯一的華語電視臺，7 天 24 小
時播出華語節目，每天下午 6:
30 播出《美南新聞聯播》 ，
每晚 7 點播出 30 分鐘的自辦
專題節目。
本周一 5 月 30 日晚 7 點是
《生活》之《生活故事會》單
元，主持人黃梅子給您講“美
國亞洲幫派的新犯罪手法”。
本周二 5 月 31 日晚 7 點是

陳鐵梅主持的《美南時事通》
。
本周三 6 月 1 日晚 7 點是
王潔主持的《美南時事通》，
采訪萬通貸款。
本周四 6 月 2 日晚 7 點是
Sky 主持的《子天訪談錄》。
本周五 6 月 3 日晚 7 點是
美南新聞總編輯蓋軍主持的
《美南時事通》，兩位常任嘉
賓是德州資深律師包傑生和僑
領陳珂博士、

本周六 6 月 4 日晚 7:30 重
播本周一的《生活》節目之
《生活故事會》。
歡迎大家收看 STV15.3 每
晚 7 點的自辦節目《美南時事

通》、《生活》和《J&J 論壇
》、《子天訪談錄》，您也可
以 在 美 南 網 Scdaily.com 收 看
直 播 ， youtube 頻 道 Stv15.3
Houston 同步收看直播。

休城工商

達成 「修復信用專家
修復信用專家」
」公司 幫您增加信用分數
貸款被拒?? 解決信用中不良記錄的各種問題
貸款被拒

(本報休斯頓報導) 華裔朋友來
美國之後，想必都有個體會，那就
是在美國社會，信用非常重要。信
用是定期的單方面轉讓有價值物，
到期再償還，允許一方（稱為貸方
）向另一方（稱為借款人）提供財
務或資源，期滿借款人必須償還。
為了使交易順利成功，借款人必須
具有良好的信用分數，好的信用分
數表示借款人可靠、值得信任，償
還貸款不會有問題。
然而，如果沒有好的信用分數
，貸款申請可能會被拒絕、或是承
受比一般市場利率高得多的利息。
更重要的是，當商業借貸投資時，

如果貸款不利，可能會削弱您的業
務，使您損失不貲。
清除不良紀錄

「達 成 修 復 信 用 專 家 公 司 」
（CK Portfolio Capital）是一家發展
快速的信用修復公司，在近年來的
運營中，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
」幫助數千人恢復了信用記錄，清
除不良紀錄。
百分之九十以上來自口碑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幫
助、並指導客戶解決其信用記錄可
能遇到的任何困難，其客戶廣泛眾
多，包括華裔、韓裔、菲律賓裔、
越南裔、墨西哥裔、甚至是美洲印
第安人等各種背景、各種族裔，百
分之九十以上的客戶來自口碑，他
的客戶在自己的信用困難被解決後
，也樂於推薦給朋友。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的
團隊是經驗豐富、且訓練有素的專
業人員，能夠解決信用中不良記錄
所引起的大多數問題。 「達成修復
信用專家公司」歡迎有機會與客戶
討論特定的信用報告問題，所有查
詢都是嚴格保密的，並最好地評估
應如何處理。同樣的，所有 「達成
修復信用專家公司」的初始討論都
是免費的。
專業加效率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是
進行信用修復時，最專業和具有知
識的集合，因為 「達成修復信用專
家公司」不斷研究、並了解與信用
報告有關的法規。 「達成修復信用
專家公司」也是此行業中最快、最
有效的機構，憑藉其獨特解決問題
的方法，已證明 「達成修復信用專
家公司」能夠與三個徵信機構和政
府單位進行談判。
45 天內修復大部分不良紀錄，
否則退款
因此，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
司」的信用修復計劃可確保大多數
人在頭 45 天內，都能得到令人滿意
的結果，並且不會產生負面信息，

在三到六個月內刪除不良紀錄。
客戶滿意度是重中之重，因為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將對客
戶的信用狀況進行切合實際的評估
，以便可以採取最佳和最完善的補
救措施。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
」的全面性和職業道德也是客戶信
用評分中的優先選項。

有關個人信用資料的更多信息
，或有困難貸款買房屋、汽車等，
歡迎立即聯繫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
公司」，免費討論您的權益，通過
安全措施評估您遇到的問題。 「達
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可以提供您
解決信用報告中所有問題的方法。
達 成 修 復 信 用 專 家 公 司 （CK
Portfolio Capital） 總 裁 黎 懷 南 (Nam
Le)， 歡 迎 免 費 諮 詢 黃 小 姐 電 話:
713-582-9857(國語、廣東話、台山
話)、713-826-9971(英文、越南文)

。 地 址: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09, Houston, TX 77036（請事先預
約，位於恆豐銀行大樓 9 樓 909 室）
。 Email: sandyhuang1289@yahoo.
com。 網 站 www.kcportfoliocapital.
com。email: nam.le@kcportfoliocapita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