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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  星期二
wechat : AD7133021553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分類廣告價目表 CLASSIFIED AD. RAT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1格 (1unit)

2格 (2units)

3格 (3units)

4格 (4units)

一 週

1 wk

$45

$90

$135

$180

二 週

2 wks

$80

$160

$240

$320

三 週

3 wks

$105

$210

$315

$420

一 月

1 mon

$125

$250

$375

$500

格數Size

週數Week

上班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

Business Hours：

Monday-Friday：

8:00am-4:00pm

電話，傳真，電郵，上網或登門刊登

一通電話，萬事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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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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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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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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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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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呎賺錢外賣店
房租2500,生意5萬

有意者請電:
832-661-5840

新皇宮點心海鮮酒樓 (ChinaBear)
『高薪』 誠聘: 經理,企枱,收銀,帶位,傳菜

廚房: 煎炸, 蒸籠, 腸粉, 炒鍋, 抓碼, 油爐

意者請電New Palace或親臨面談:
281-240-8383 713-303-8998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餐館招聘
廚師, 抓碼, 打雜,
距離休斯頓2小時
車程, 包吃住.
意者請電:

361-649-7476
361-573-6600

美日餐館,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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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館轉讓
休斯頓290 炸雞炸魚
快餐中餐生意轉讓，
20 年老店,固定客源,

生意穩,獨立商鋪,租金低
堂食,外賣,Drive-through,
適合夫妻經營.意者電
832-277-4350
非誠勿擾，謝謝！

*中餐館轉讓
Pearland Pkwy,

2460呎,設備齊全,
老闆退休,生意三萬以上
房租$7250,售價8萬
有興趣者預約看店
請速電或留言 :

832-643-8099

中餐堂吃外賣店
出售,開業26年,
生意好, 計劃退休,

歡迎看店面談. 請電:
409-729-0577
409-223-8342

1624 Nederland Ave
Nederland, TX 77627

新新餐廳誠請
炒鍋, 企檯 ,傳菜
請中午12點後電:
713-492-4897
或晚上6點後親臨

找: Kevin
6816 Ranchester
(Bellaire/Ranchester)

糖城翠苑餐館
誠聘油爐一名
~薪資優厚~
有意者致電:

346-932-2551
4555 Hwy 6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中日餐館出售
位糖城,已經營4年,有
淡酒牌,1300尺,月租

3500(包含圾費、管理費)
每周開六天,日餐占三成
上升空間巨大,周圍環境
包括住宅、公司及學校.
誠心有興趣者請聯系看店
電:281-903-6795

請Server企檯
Lucky Palace Korean
Restaurant at Bellaire,
Chinatown, Full/Part

time, great income and
flexible hours. Please call
281-889-0533

8508 Bellaire Blvd.
全半工,收入好,時間彈性

黃金水餃請人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
薪優誠請廚房員工
全工. 需有身份

請 11am-9pm來電:
713-270-9996
281-881-9885

金冠酒家誠聘
●廚房油爐
●打雜

有身份,可報稅.
意者請電:

281-866-5020

HEB超市內壽司吧請人
HEB, Kroger Sushi Roll Available People Priority
( Training Available ) 10 mins from Pearland
Medical Center/ Hwy-288 / Rice Universty

Address: 6055 South Freeway, Houston,TX
Please call: 832-808-0206

誠請全工/半工壽司師傅及廚房幫手,
懂少許英文即可,近醫學中心及Rice大學

賺錢堂吃外賣店
出 售

位 99/249 Spring
好區，繁忙地段，

生意穩定,設備齊全.
有意者請聯絡詳聊:
832-493-9598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東主退休半價租售
餐館生意設備

用具賣6萬,現只 3萬
租金2500,現只1250
住商兩用,公寓租價
已經營10年,絕對賺錢
254-910-0007
254-697-6869

休斯頓密蘇裡城
中餐館出售
堂吃加送餐,
生意6萬余.
意者請聯系:

917-225-6666
985-790-3195

中國城中餐館
位百佳超市附近,
客源穩定，小費好，
聘請有經驗的周末

企台服務員,工作勤快
男女不限，可報稅.
誠意者面談。電話：
713-367-9937

糖城美式餐館
誠請需英文流利
●全工半工企枱
●收銀帶位

意者請電：
281-242-7728

中餐廳請人
位Katy凱蒂

誠招 外送員, 廚師
收銀員, 服務員.
全工或半工均可

意者請電:
978-549-4604

日本餐館請人
位45北和8號
誠請●鐵板師傅

●企台
各一位.意者請電:
281-872-0309
713-376-8983

Sushi Restaurant for sale
壽司餐館出售. 2200呎 己經營1年半,位
城中區高級地段,漂亮24層公寓第一樓層
交通繁忙區,客源穩定,生意好,小費高
室內有50個座位,室外有10個座位.

很好的租金價格. 設備齊全,可立即營業.
售價: $365,000,歡迎看店議價.

意者請(英文)電或短訊:832-298-8119

NOW HIRING
●Sushi Chef
●Sushi Helper
full time, part time
Sugar Land area
Hwy6 & Hwy90

inside HEB. Contact
713-419-0980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中國城中餐館
請全工或半工企枱,
收入高,須有工卡.

意者請電:
713-981-8818
或親臨臨敦煌廣場

大學城中餐館
請川菜師傅/炒鍋師傅

東北人優先,
要求有工卡,可報稅.

每周休息一天,
提供單間宿舍.
工作地點:大學城
聯系方式: 許先生
979-676-9166

休士頓中國城
百佳超市附近

味佳香Tainan Bistro
( 9306 Bellaire Blvd )
誠聘 廚房女助手
意者請洽: 許先生
832-506-3316

糖城港式點心店

招點心廚房幫手

有經驗優先

聯絡 : 呂小姐

832-638-8655

餐館請人
糖城中餐館誠請
●企台一名
●收銀一名
聯系電話 :

832-277-2317

日餐誠徵
●燒烤
●Sushi Man
●外場人員
時薪$18-$23需報稅.
位休斯頓中國城

男女不拘. Call /text
832-782-4229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梨城餐館請人
Pearland Area,誠請

全工或半工,需說英文
Full/Part time

●Server 企檯
●Delivery Driver外送
●Cashier 收銀員

Must Speak English
832-594-0540

River Stone
堂吃外賣中餐

出 售
歡迎看店面談
聯系方式 :

920-858-6894

堂吃外賣急售
地區好，生意穩，

租金便宜，
可改做Sushi.

因人手不足急售.
意者請電:

281-813-6809

賺錢生意急售
●lKaty 亞洲城H-Mart 韓亞龍超市商場旺舖讓
廚房餐廳設備傢具齊全，店主因故急售，僅要價
$45,000欲購速洽: 經紀人713-826-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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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貨$240,000, 生意僅售$45,000,
~~機會難得~~ . 有意者請洽: 德州地產
713-988-1668, 832-734-6888(中文)

『高薪厚職』 餐館誠請
炒鍋, 打雜, 燒臘師傅,

企台, 執碼(幫廚)
各幾名, 包食和住宿.

有意請電 : 512-483-1284

黃金茶寮,薪優
●廚房: 請 廣東炒鍋.
●樓面: 請傳餐人員
●點心部: 請
有經驗做點心人員
281-495-1688
或2點後親臨地址:

9968 Bellaire Blvd #160
Houston TX 77036.

美式中餐館招聘
位Downtown地區
誠招兼職廚師,
~~薪優~~

廚房關系簡單.
有意請電至:

361-960-8256
如未接，請短信留言

路州餐館請人

位路易斯安那州

誠請炒鍋一名,

薪優.意者請電:

832-819-8111

粵菜餐館,薪優
東禾酒家請人

中國城,敦煌廣場內
誠請炒鍋和企枱
抓碼、油爐、洗碗

意者請電:
713-981-8803

中餐館請人
位Woodlands區
誠聘 以下半工
外送員及接線員
油爐 及 炒鍋
意者請電:

832-788-1283

中日餐轉讓
位Westheimer,
餐館重新裝修，

1900呎,設備齊全.
有意者請聯系：

832-722-2803

和順圓(Pearland)
待遇優厚, 誠聘

●全工Cashier
英文好,小費好

●外送員 : 小費好
全工/半工均可
有意者請電:

832-768-9888

有米酸奶Katy店
招聘啦!!!!

全職兼職均可,可培訓
操作簡單易上手,薪優！

需會英文！
店址位於katy亞洲城

請電/短信：
626-466-5007

KATY中餐館
急 招

全天熟手炒鍋

~~薪水優~~
有意者請電:

281-714-9311

*達拉斯餐館出售

達拉斯億佳超市旁，地點佳，

應人手不足，現轉讓。

有意致電：469-238-3871

糖城美式餐館

誠請炒鍋師傅

聯系電話:

832-350-9107












餐館租售

Restaurant
for sale

200

路州全日餐
Lake Charles
誠聘 壽司師傅，
廚房師傅、油鍋.

工作認真，有午休，
住單間，住宿環境佳.
希望可以長期合作.
832-621-1860

永華餐館誠請
炒鍋, 抓碼, 企檯.

9600 Bellaire #126
Houston, TX 77036

意者請電:
713-271-3122

*糖城餐館誠請
Part time Cashier

有經驗,薪優
無經驗,可培訓

需說英文.電/親臨:
281-277-8383
1730 Williams Trace
Sugar Land, TX 77478

*糖城麵館
需要合作伙伴, 誠請

●北方煮面師傅一名
●包水餃一名
●打雜一名,
全或半工,50至65歲.
意者下午4-5點電:
832-455-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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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私立學校誠徵廚師(薪水佳)
提供中西式餐點,

清洗碗盤與維持廚房與用餐區清潔,
休士頓全職, 可合法報稅,

衛生部門核可相關執照,簡易英文.
健康保險、病假等..福利佳,周六日及假期休

聯繫電話 : 909-895-2125
Email : education_hr@tzuchi.us

Rosenberg日餐
誠請 壽司助手
( Sushi Helper)
可提供住宿.
聯系電話:

626-373-7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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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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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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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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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中餐館,退休售
經營28年老店,
生意四萬以上,

四千呎, 月租2千5,
位於德州中部.
~~歡迎看店~~

254-681-6599
請留言或短訊

*連鎖日餐請人
位Rosenberg地區

離中國城駕車僅20分鐘
誠請服務員(企檯)

需講英文,
有日餐經驗佳.

意者請致電:Cindy
281-979-3970

分類廣告 徵創業合作股東
專職切水果及包裝,
需在開放式的冷氣房

內工作，好收入,
Humble, TX 77338
意者簡訊或電至:
832-401-9179

*壽司店招工
位糖城&Downtown

誠 招
壽司師傅及幫廚
有意者請電:

832-846-2345

*糖城超市內

壽司吧轉讓

位置佳,生意穩定

易經營,電話詳談:

832-520-6015

中日餐請人

中日餐館請人
誠請 ●壽司師傅
(一手師傅及二手師傅)
●全工半工企檯

意者請電:
832-888-9918

R
es tau ran tH

irin g

中
日
餐
請
人

*日本餐館誠請
壽司師傅或學徒

企台及帶位
全工/半工均可

需工卡.請親臨或電:
713-781-6300
6345 Westheimer

*中餐旺舖出讓
位Baytown,10號公路旁,交通方便,

隣近幾大煉油公司及住宅,
客源龐大, 因缺人運作出讓.

有意請聯繫 :李小姐
832-749-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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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tor / Agent

專
業
地
產
經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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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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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713-319-6456 713-385-1188
15年地產經紀人,信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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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錢旅館售
●德州連鎖99房,年營
100萬+,地2畝,售320萬
●德州海邊連鎖100房
年營近500萬,地2畝
售1200萬●休士頓機場
高級連鎖旅館,194房,
年營300萬,售1500萬
832-348-7824黃經紀

休士頓民宿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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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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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are Service

200看
護
服
務

招聘辦公室助理
位中國城,地產建築公司招聘助理.

需中英文流利,熟練運用電腦辦公軟件.
細心、領悟力強，能夠獨立工作.

薪優面議
聯系電話：832-289-2279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公司誠聘財務人員
要求1-3年經驗

會Quickbook, 中英文流利.
意者請電或Email:
281-782-3280

hrwant36@gmail.com

Hiring Sourcing Specialist
A Sugar Land based U.S.company looking for full time sourcing specialist.
3+ year related work experience and work permit required.
Ability in reading mechanical drawing and electrial blueprints a plus.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 and fluency in both English and Vietnamese/
Chinese are essential.
We offer competitive salary and benefits.
Email resume to: itihiring2021-ss1@yahoo.com

NOW HIRING
Steel Detailer

3 years min experience
in Tekla Structures a must.

Stair detailing
experience preferred.
Email resume to :
hkelly@lecgi.us

糖城醫生診所/牙科診所 出租
2225 Williams Trace Blvd, Sugar Land 77479

●醫生診所(2260呎 ) ●牙科診所 (1851呎)
2nd generation office with full build-Out

近糖城醫院,交通非常便利,租金便宜.隨時可遷入
Methodist, Memorial Hermann, St. Luke's

意者請英文電: 832-782-4690 Tri
or Email: ndmtri3@yahoo.com

家庭旅館
長租或短租或日租
包水電網,簡單家具
惠康超市走路十分鐘

意者請電:
832-883-7474

長期誠聘阿姨
通勤或住家均可,

三口之家，家住Cypress
一周工作3-4天，
照顧3歲女寶，

需要會做飯,打掃衛生,
有經驗者優先，

薪資優厚！非誠勿擾！
979-739-8988

家住能源走廊
77077聘通勤阿姨,
一周五天或者6 天,
需要能開車, 工作時
間10-7 點, 弄孩子,
做飯,打掃衛生等家務

薪優. 請聯系:
832-449-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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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 Service

誠聘褓姆
有愛心,愛清潔,有經驗,
照顧1個剛滿月女嬰,
每周工作2天(周六&日)
薪優,懂少許英語,粵語
或普通話,郵編77005

有意者請電:
203-832-8995

石油設備公司誠招財務會計
至少一年以上會計工作經驗, 具有較強
的邏輯分析能力, 熟悉財務會計軟件

QuickBooks,NetSuite, 精通excel報表優先
年薪$50,000以上,有福利, 提供醫保,

公司位西北區, 290/8號交界
請Email履歷: hr@idiones.com

美國公司請人
位610和290交界處
誠徵●生產工人
$15/小時起薪

需有身份,能努力工作
意者請電:

832-584-6527

美容院請人,薪優
中國城惠康超市旁

誠 聘
Part time美髮師
9166 Bellaire Blvd
意者請電或親臨:
713-774-6400
832-729-2345

店面分租,按摩師
●糖城繁忙店面分租
適做辦公聯絡處,美容
按摩相關行業,有設備
●徵半工按摩師●
有經驗,執照者優先.
位糖城. 意者請電:
832-287-8233

食品公司,薪優誠聘
●機修人員

有維修和安裝工業極速冷氣設備的經驗.
●生產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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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裝零售店誠徵男女裁縫師
Now Hiring - Seamstress or Tailor

需有責任心,做工仔細,且能每周工作3-4天
能為客戶量身定做及修改各種款式衣服.
定做服裝是極具發展潛力及高收入的行業

重質量、準時完工及工作意願高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的環境極佳,地點極好, 年薪24K-50K

有意願加入團隊請英文電:310-557-6892 Joe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面,辦公室
鋪位,各種生意
出租或出售

500

Business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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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起

281-498-4310 陳鐵梅 (中文 )
281-983-8152 Jennifer ( 英文 )

Office for 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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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租售

Real
Estate

*公司招聘
●全職辦公室助理
●全職或兼職銷售員
中英文流利,善於溝通,
熟練使用電腦及辦公
軟件,時間周一到周五,
需報稅.待遇好,環境佳.
可辦身份.請電:王先生
281-299-9688

Hiring Immediately!
Fruit Cutter in Grocery Store - $14-$16

I am looking for a part-time fruit cutter inside
the grocery store. Text /Call: 832-875-1830•Katy,77494 •Monday -Saturday,8hrs•Job Description -Perform cutting,wrapping,
and preparation of Fruits and display.•Position functions and work hours may vary
according to business needs.

健康保險公司誠聘辦公室職員
需有身份，簡單讀寫英文。

態度積極，願意學習。無經驗者歡迎。
高中以上學歷。

提供健康，人壽和意外險，年假和401K
公司位於6號和10號附近

請電郵簡歷: jhung@neweralife.com
or來電 Jenny 281-599-5810

*Pharmacy
Technician CPhT
負責勤快,有耐心,客服好

Cantonese and/or
Spanish preferred.

Tel : 713-541-1234
Fax :713-541-1101
evgrxhou@gmail.com

櫥櫃石材公司
招聘學徒工
位Galveston
~~包食宿~~
意者請電:

646-775-8882

*王朝臨街賺錢商鋪出租
位休斯敦中國城心臟部位的王朝商場出租

一樓店面，發財好位置，單位靠Corporate大街,
大落地玻璃窗，寬敞明亮，14呎層高，數以百計

的停車位. 目前有2300呎左右可供出租。
價格實惠，租期靈活.

●另二樓有3個office,在1200-1600呎.
歡迎有意向的老板聯系: 阿芳姐or

Susan Chang 洽談：281-928-6080

Pro-Plastics, Inc.
Now Hiring 誠請員工

•Customer Service :
Need fluent in English

•印刷机操作工 :日常工作需輪班
•電工: 日常工作需輪班
*We have employee benefits*

( 公司提供員工福利 )
地址：9530 Baythorne Dr.

Houston TX 77041
電話：713-690-9000
* Equal Opportunity Employer *

Thunder Group Texas Warehouse Worker
Employment Type: Full Time ( 40 + hour)

Warehouse worker job summary
Perform an array of functions that may include receiving & processing
incoming stocking materials, picking and filling orders from stock,
packing and shipping orders, or managing, organizing & retrieving
stock in the warehouse Address:10702 cash road, Stafford, TX 77477

Call: 713-690-0111 or email to
brianc@thundergroup.com for interview appoin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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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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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nch Office

Houston

Job Openings

Passenger Sales

$$高薪聘機械銷售
石油設備公司招銷售,
經驗全職，高提成，
有健保,月獎和年獎,
中英流利,良好TX駕照
電:713-320-2103

或簡歷: usa@
gnsolidscontrol.com

老人生活助理
需有工卡,能開車.
半工,下午,男女不拘
善按摩有愛心者優先
工資面議. 近中國城.
832-743-7822

高薪聘倉庫管理
石油設備公司招倉庫
經驗全職,會開叉車,

日常收發貨,會操作電腦
基本英文,提供健保和月獎
電: 713-320-2103

或簡歷：usa@
gnsolidscontrol.com

Part Time
SW CPA firm hiring
Entry Level or

Junior Accountant Clerk
Fluent in Chinese &
English. Resume to:

weiwyeung
@yahoo.com

裝修請人
誠聘裝修師傅
有經驗優先

有意者請致電：
713-269-9582
409-597-8188

*門面招租
將近2000尺

黃金廣場內

意者請短信聯系

832-878-7885

誠徵牙科前台
中國城. 需英文
無經驗可訓練.
請電或Email:

713-773-1300
txdentist101
@gmail.com

NOW HIRING
● Accounting $19-$21/h
● Customer Service $15/h
Must be Fluent English, MS Office,
Self-motivated,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
Detailed Oriented, team player.
Resm: jobs91706@gmail.com
8787 W Bellfort Ave #900 Houston

歐森地板公司,因業務需求招聘
Full time Office Manager全職經理一名

有經驗者優先考慮,中英文流利,有合法身份,
可報稅. 熟悉電腦操作,辦公文件處理
協助倉庫及辦公室事宜,工作細心認真

時薪 $18/hr起+銷售提成
如果有地板銷售管理經驗，薪資待遇面議。
有意者請聯系崔先生：626-766-5616

電子維修公司
中國城附近,誠聘

●維修人員:細心穩定
●業務客服:中英流利
無須經驗,可培訓.

業務熟練,薪資優厚.
832-679-9999

F/T Office Manager/Accounts Payable
•Oversee and manage all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Managing accounts payable using QuickBooks•High School Diploma or equivalent•Previous experience in accounting is a must•Able to communicate comfortably in both English & Chinese/ Mandarin•Competitive salary and comprehensive benefits offered.
Email your resumes to strivedi@xcmg.com

or call 952-270-1364

聘請鋼琴教師
懂廣東話優先

地點: Sugar Land
請Email/短訊聯系:
wingng2004
@yahoo.com

832-469-9800

*儀器設備公司招聘技工
需要動手能力強, 兩年以上維修經驗.

基本英語能力,至少二年college degree.
需要出差.公司位Stafford,工作環境極佳.

提供員工福利. 薪資按經驗面議.
可協助申請H1b 和綠卡.

簡歷至: Jennifer@chemyx.com

徵專業資深會計
華人會計師事務所,

近中國城.需有二年以
上會計實務經驗,能獨立
作業,服務熱忱,待遇優
工作環境好,福利佳,可
辦身份. Resume to:
conniezhangtxcpa

@gmail.com

*公寓管理經理
有無經驗均可,可培訓

會英文,懂電腦
有責任心. 薪優.

電:713-385-1188
或Email履歷:

HoustonHR888
@gmail.com

招聘辦公室文員
地板批發公司招聘:

中英文流利,熟練操作
QuickBooks和All orders
者優先，薪資面議。

意者請發簡歷至郵箱:
rick@naturesort.com
Fax:713-734-1924

待優住家女看護
需有耐心和愛心
看護照顧女長者
一周工作5天

需住宿. 位糖城區.
意者請電:

832-858-8959
713-254-8866

住家/通勤阿姨
有責任心,身體健康
看一個小孩,做飯.
家在TMC/Rice.
薪優，請電：

346-402-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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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Hiring

*保險代理公司 請人
誠徵 全工或半工助理:

有經驗及執照者有bonus,
沒經驗者可培訓。需中英文流利。

意者請電郵簡歷及薪資要求及歷史到 :
jericlu@luins.com

或短信到 : 832-876-8399

裝修公司請人

有經驗薪優

無經驗可培訓

意者請電:

713-470-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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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廣告專頁

別猶豫別猶豫別猶豫,,, 別蹉跎別蹉跎別蹉跎歲月歲月歲月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微 信 : AD7133021553

千
里
姻
緣

一
線
牽

牽手踱晚霞
公民女64 歲,有房,性格開朗,
勤儉顧家,欲尋男士64-69歲,

身體健康，舉止得體，住有其所！
有緣有意請致電：
832-298-9695

美國公民,男36歲
大學學歷, 廣東人,有正職

誠徵單身女士,先友後婚.

有誠意者電或簡訊:

832-348-6640

別猶豫別猶豫別猶豫,,, 別蹉跎別蹉跎別蹉跎歲月歲月歲月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微 信 : AD7133021553

千
里
姻
緣

一
線
牽

*聯禾地產UMRE菁英招募
●行銷儲備幹部:善溝通與表達,具平面設計能力
市場調研與分析熱情,具行銷及企劃經歷佳
●商業&住宅地產業務幹部及物業管理助理:相關
學歷及經驗,具學習精神,敏銳市場洞察力,地產執照佳
●會計助理：基本掌握Quickbooks，工作細心，
可以全職/半職

Email 至: hr9889@gmail.com
公司地點:Houston中國城, Katy亞洲城

印刷公司誠徵
半職員工:中英文流利
熟悉PS, InDesign優先

無經驗可培訓,
歡迎工讀生.

9777 Harwin Dr. #509
Houston, TX 77036

swprinting@att.net

*好房分租
共四個房間,限單身
月租: $390-$550
包電, 水, Wifi

6510 Gold Tee Ct
Houston,TX 77036

意者請電:
832-853-1559

徵創業合作股東
專職切水果及包裝,
需在開放式的冷氣房

內工作，好收入,
Humble, TX 77338
意者簡訊或電至:
832-401-9179

*電子廠誠請
●電子裝配工: 視力佳,錫焊經驗者優先
●Purchasing & Bookkeeping- English/Excel
●Project Manager: English. Manufacturing exp.

Resume to:GI-HR@gicircuits.com
or Call : 713-349-4559

Address: 12701 Royal Drive, Stafford, TX 77477

Company Hiring

公
司
請
人

NOW HIRING
Food Distributor

looking for AR/AP
Speak English & Chinese
Contact : Lily or Helen
713-383-8818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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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帶槍執照
中國城軍火庫

可在全美38州携帶
全課程半天完成$100
( 外州駕照可申請 )
各式槍枝買賣/交換
9896 Bellaire #G1

( 黃金廣場內 )
281-236-4723申請帶槍執照

Gun License

Registration

招
生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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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School

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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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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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產
經
紀
人
Realtor

****** 報 稅 ******
●報個人稅, 公司稅
●公司做帳
地址: 美國財富會計樓

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打電話或短信：832-488-6304

W-2

報稅服務

*凱 悅*

實惠的價格

輕鬆的享受

832-359-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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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PS指定王朝駕校路考第三考場
DPS路試考官,全權下放至百利駕校教練考路試,

在本校一天可完成筆試,
取得pemit後可安排路考,不用排隊等30天
●筆試班 : 每星期一至六上課，務必預約.
●路考班 : 務必預約. 考路試，務必預約.
●安全班 : 隨時開課. 開課，務必預約.

電話: 832-633-5555 周師傅
832-983-9509 Tom發哥

美南駕校
疫情期間有中文網絡筆試課,取消罰單課,發證書
美南駕校是官方指定考點，天天有路考。旅游簽
證等各種簽證可以考駕照。青少年班隨時上課。

●成人筆試班: 周二，六10am-4:30pm
●取消罰單安全班 : 周六，周日有課

7001 Corporate Dr #203
832-277-7226 王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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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sive Driving

謝老師（MT 駕校）
●交通安全班（取消罰單）
●成人中文筆試:天天路考(兩天取得駕照)
●青少年駕照班

~~~十八年專業教學經驗~~~
832-863-8882 (中英粵越西語)

武林跌打傳人中醫
跌打損傷

專精:坐骨神經痛、肩周炎
一次治療基本痊癒，唯我獨尊。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請電: 713-772-0300

跌打傳人中醫
坐骨神經,肩周炎

順發裝修
地板人工 90￠/呎
地磚磁磚,紗窗紗門,
換熱水爐,室內外油漆

二樓樓梯圍欄,
精優價廉.以上工程,
保修2年.(訂做按摩床)
281-323-9938王順

榮盛裝修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小修小補.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請電: Sam 劉

832-606-7672

正翔屋頂/裝修
專業住家,屋頂換新
房屋翻修,廚浴改建
商業住家,水電維修
內外油漆,籬笆車道
灑水系統,經驗豐富
832-998-5898

王 (國/台語)

天天裝修
舊房翻新，內外油漆，
地板地磚，衛浴改建，
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高壓衝洗，室內清潔。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提供商業保險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身份,薪酬優厚.
713-371-2713戴師傅

蘇揚建築裝璜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房屋,廚房,衛生間裝修
地板,磁磚,大理石面安裝
電氣焊,鐵柵欄安裝維修
車庫門,自動門安裝維修
水電,空調,安裝維修
832-607-7861 張

●誠請裝修工人

兄弟建築公司 832-860-1133
承接各類餐廳, 美容院, 奶茶店, 辦公室, 廠房等設計, 施工建造,
及住宅維修和翻新,免費估價. 最低成本, 最佳質量, 百萬保險 !

選址 : 商業租賃,為您的生意精選最佳地點,最旺鋪位.
設計 : 施工圖, 3D效果圖設計,申請施工PERMIT.
建造 : 裝修裝潢,專業執照工程隊伍施工,品質保障.

6100 Corporate Dr. Ste 315, Houston
www.usbrothersconstruction.com

宏達建築裝修公司
政府注冊.百萬保險.15年經驗

承接：商業/住宅 的
翻新與改造等工程.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另招裝修師傅
中英 Andy 801-739-5866
中 蘇師傅 832-359-2367

佳寶建築公司
本公司是一家大型建築公司

擁有各類大型建築設備及水電A/C等...
專業執照,施工團隊.

專精大型倉庫,Shopping Center等大型建築
從選址,設計,請照,施工 一條龍服務.

百萬保險+質量保證+價格最低
聯系電話: 281-886-8888

Mario Chavez 專業油漆
承接 商業/住家. 免費估價 Free Estimate

Painting, Re-paint, Pressure Washer, Staining,
Drywalls Sheetrock & Texture, Carpenter,

Siding & Remodeling, Ceramic & Laminate Flooring
油漆,高壓清洗,染色,壁板,石膏板,木工,地板磁磚

Call 英文電 : 832-964-3030
5019 Ridgehaven Dr. Houston, TX 77053

700 專
業
油
漆

Painting Service

專做居家小活

702-888-5518

苗師傅

*** 萬福 ●裝修公司 ***
政府註冊. 承接各種大小工程,
有多年經驗豐富裝修師傅。

您的房屋改造,櫥櫃,門窗,浴室,內外油漆,地板
磁磚,冷凝氣,水電維修,水泥路面,車庫,外牆等..

有專業裝修師傅,就是您的質量保證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 免費估價.

電話 : 832-380-1166 劉師傅

隨叫隨到 (裝修團隊)
專業漏雨 屋頂翻新 水泥車道

籬笆, 涼棚, Siding, 水電
室內外裝修20年經驗 免費估價.

大小工程,百萬保險. 外州可去裝修.
713-269-9582 409-597-8188

誠實裝修
內外油漆,屋頂補漏
水電木工,籬笆水槽.
安裝更換熱水爐.

多年經驗,價格合理,
質量保證. 請電:
832-866-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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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余裝修
公司,住宅,地板,地磚,
內外油漆,廚浴改建,
鋪草皮,修換圍欄

餐廳翻新,高壓沖洗,
大小工程,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余:929-392-5818
eng: 646-925-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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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9 Bellaire #B-24-C
( 大中華超市旁邊)

老廣裝修
木工, 泥水, 油漆

地板,水電,間隔改建
經驗豐富,手工好!

電 話:
346-503-7037

惠家裝修
專業裝修,舊屋翻新
地板門窗,廚衛改造
內外油漆,水電空調
價格合理,保證質量

電 話:
713-828-5513

雷射除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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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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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執照認證,安全,奇效立見. 多有折扣
欣容皮膚修復中心713-378-1590 Cindy 孫
6100 Corporate Dr. #378 慈濟旁(王朝同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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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精各類移民/專精各類福利/老人公寓申請
● 親屬移民，家屬申請，婚姻綠卡等等。
● 低收入福利，紅藍卡申請，白卡申請，糧食劵，現金補助，

租房補助，家庭能源電器費用補助。
● 可幫健康不佳，行動困難老人申請公寓。
歡迎電話咨詢：713-815-5011 / 281-888-9923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41 Houston, TX 7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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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順裝修
水電安裝,維修,

廚廁翻新,地磚地板
油漆理石,

一切房屋修補大小活
誠實+保質. 電話:
346-252-3301

Massage Store
SPA /Salon

按摩店,美容美甲店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北夏接送服務
機場,碼頭,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有4人7人座服務

832-382-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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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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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裝修
商業店面,居家房屋
專長: 台面定制,

櫥櫃地板,後院圍欄,
瓷磚,衛生間淋浴,
屋頂瓦片,內外油漆

等.... 請電:
281-464-6291

信譽裝修
舊房翻修,浴室廚房,
房間改造,內外油漆,
地板地磚, 櫥櫃,

屋頂補漏,上下水管,
籬笆水槽,地磚地板等

質量保證. 電話:
626-225-6325

培訓班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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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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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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龍按摩店售

按摩學院招生
德州休斯頓永泉按摩學校

官方執照號MS1002
是教育局和按摩局批准的美國專業按摩學校

本校自2006年成立至今已經17年,
學校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學生開店遍及各地.
學費特優只限前12名。免費聯幫考試培訓,
通過率100%，學期兩個半月多可畢業.

現正在招生,報名電話: 713-771-5399

滿意裝璜公司
地板油漆，水電瓦斯，
圍欄籬笆，涼棚搭建，
屋頂補漏，隔間改建，
多年經驗，價格合理，
各種小活，服務周到。
346-866-8866

盛家裝修
住宅/餐館: 廚房台面,
地磚,地板,水電木工,
內外油漆,衛生間改造,
戶外涼棚,籬笆水槽,

外牆漆白色油漆有優惠
質量第一和保證誠信
832-282-8746李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專業住宅裝修
20多年的裝修經驗
櫥櫃,檯面,油漆,木工
地板,地磚,門窗,圍欄

水電等...
質量保證,免費估價
917-214-8738

收入極佳美髮店東主退休售
位於Bellaire / Kirkwood

己經營23年,有9 個 美髮座,
因為東主退休, 機會難得!

客戶有各種年齡層及種族人群
做染髮,挑染,層染客戶超多

( balayage ombre)
生意極佳,收入極高,一年即可回本

東主可提供4年的收入證明
900 Top review在休斯頓

900個最高的評價,可轉給新東家
東主可協助培訓 3-6月(若需要)

意者請英文電: 281-750-5430

*專業裝修
奧斯汀(Austin)
內外牆油漆,木工等.
多年經驗,質量保證.

請 電:

737-767-0800

賺錢按摩店+SPA店東主退休售
Massage+SPA Business For Sale.FM 529 & HWY 6

Full services: Massage, Hair, Nail, Skin care
Sale price $69,000- Cost build out was$320,000
All equipment included.Good income - Low rent

10 years in Business, Owner retires
安全地區(攝像)收入好, 低租金, 擴建成本近32萬
電: Tom 832-782-4690 有按摩,美髮,美甲,
臉部保養,售6萬9(含所有設備,己經營10年老店)

**皇家按摩**
專業美國執照按摩師,
針灸師●專精跌打損傷,
運動損傷,車禍受傷,頭
痛,頭暈,頭頸腰背腿腳
酸痛,緊麻僵硬,坐骨神
經痛,椎間盤突出,無法
睡覺,腰背無法挺直.
電: 832-287-8233

宏偉裝飾,專精
地板,瓷磚,櫃子,

室內外油漆...等等
多年經驗,品質保證

電 話 :
346-538-2525

休斯頓最全槍課培訓中心
得克薩斯州公共安全部官方認證機構
從合法持槍到安保培訓，
從野外生存到急救自救，
Insider培訓中心一站式服務，
退伍軍人，持證講師
持槍證/1-4級保安證/急救證
咨詢電話: 832-839-3999持槍課培訓班

Gun School

家人保險 - Tina Sun
專注房屋｜汽車｜商業｜風災｜洪水保險

微信/電話：
318-243-1202

tinasun0121@gmail.com
專業耐心｜報價快速｜幫您省錢保險專業服務

Insuranc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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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服務

1000
Massage
Service

氣質白嫩甜美girl
讓你帝王般享受

早10:00-晚12:00

●誠聘服務好的按摩女孩

832-941-7212

閩福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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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哥服務接送
機場,賭場,購物訪友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安全準時

全新新款轎車
請電(手機號)

832-709-8947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極品Baby!新新新
新人,高顏值

210-953-3222
346-441-8564

*誠意裝璜
承攬餐館,奶茶店
及 改建工程,
家庭大小裝修
櫃櫥工程,水泥,

地面工程,籬笆工程
百萬保險,價格公道
281-787-1283
832-852-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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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摩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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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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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700
Remodeling

分類廣告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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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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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700
Re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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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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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700
Re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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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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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700
Re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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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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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順冷暖氣公司
安裝維修保養:各種家庭,商業冷暖氣.

精修餐館及超市冷凍,冷藏設備,電機,電路
及生活電器維修,特價代理Goodman產品.
州政府保險及執照, 質量保證,歡迎比較.

832-860-3388 蒲繼忠

車房門專家
商業,住家,鐵門及鐵柵

搖控車門器更換,
彈簧維修線路安裝,
品質保證,免費估價.

通國粵英語
20 年經驗,7天日夜.
713-598-8118(C)
713-777-793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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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age Service

頂好排污
德州執照TCEQ24431

抽餐館油井,
洗衣店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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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服務公司
執照電工.經驗豐富.
灑水系統,家電維修,
水電新建和修理,

洗衣,烘乾,冰箱,熱水爐
打碎機,下水道,

281-610-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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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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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銷售安裝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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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理賠

萬家樂冷暖氣
政府執照TACLB95906E百萬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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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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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700

誠信專業水電
專精上下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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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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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832-708-8688
短信832-929-2771

陳氏專業冷氣
冷暖氣系統

保養,維修,安裝,
家電,熱水爐.

政府執照,15年經驗
請電: 陳(英粵國越)
281-236-2846

電腦維修
Computer Service

800 電 腦 專 家
電腦維修，IT技術支持

辦公室電話/網絡佈線,VoIP電話服務
商業高清監控安裝維修,數碼IP 4百萬像素起

POS軟硬件，保證最優惠價
Express Computer Solutions

Tel : 713-823-6863
www.expresscs.net

CLASSY 殺蟲專家
Classy Pest Control提供專業的殺蟲服務

包括住家及商業地區,
讓您擺脫蟑螂/螞蟻/蜘蛛/老鼠/白蟻等的困擾

本公司提供免費的估價.
34年專業經驗. 專業白蟻檢測及殺蟲服務.
電話(英): 281-437-4329, 713-516-1747

(中文): 346-252-9893Pest Control

殺
蟲
專
家

泰平鐵工廠
經營多年,專修鐵門護欄, 碰撞銹蝕,

餐館設備,爐頭,工藝鐵門.金屬構件加工
www.taipingironworks.com

281-785-9895 劉
●招焊工學徒及鐵工幫手

范 氏 鐵 工 廠
防盜門窗.自動大鐵門(保證大門不會變歪,
歡迎團購,便宜5%-10%)
開門機修理,鐵欄杆修理,換新.陽台扶手.
出售鐵欄杆,大門,柱子等..承接各種焊接,
修理工作. 保證質量.良好的售後服務.
713-598-8889 (中文) ●誠請電焊工

小潔水管公司
832-722 2099

德州Master執照40172
商業/住宅:煤氣管，煤氣
開通與年檢, 水管油井,
水表,下水道,通堵,

各類熱水器過濾水器等
水管系列安裝維修工程

城市申報檢驗.

精藝冷氣水電
冷暖工程,家用電器
廚浴設備,修換水爐
住宅商鋪,節能空調
漏水斷電,急修急通

請電: 蕭師傅
832-490-7988

通水管
排污

爽快水管專業
專通下水道, 儀器檢查, 漏水堵水.
修換: 全屋來水管,去水管,水錶漏水.

按裝:熱水器,水龍頭,馬桶,浴缸,打碎機.
7/24 832-600-6300 劉

通粵/ 國 / 英 / 墨西哥

PN Pro Glasses門窗公司
品質保證+安全保證+價格便宜保證

Commercial & Residential商業/住宅
Shower Door, Window Glass
Mirror Wall, Furniture Glass

浴缸,浴室落地玻璃門, 住家辦公樓大門玻璃
一般牆上及臥室大型鏡子,傢具台面玻璃

請英文/越語 : 346-561-2430

滿意水電
專精各種漏水,閥門龍頭
更換,熱水器,冰箱,洗衣機
各種家電維修,增加排查
線路,更換電箱,軟水淨水
系統,加裝各種照明燈,

車庫門安裝維修
曹 832-576-6957
●招助手或學徒

籬笆Fence專
業
砍
樹
服
務700

龍運疏通
廚房及廁所漏水疏通
水龍頭,噴頭,破碎機
按裝. 經驗豐富,

價格最低(政府執照)
陸先生(中文).請電：
281-818-6524

浩記冷暖氣維修
冷暖氣維修更換,

商用cooler,freezer,
熱水爐器更換或維修

請 電:
832-759-4638

Door/Window Glass

玻
璃
門
窗
專
家

專業砍樹
華人經營,專業砍樹,

修理樹枝,挖樹根,栽花,
種樹,鋪草皮.各種場地
清理,修建籬笆圍牆,

清理水槽,清垃圾,排後院
積水.搬家及雜活.

*全市最低價150元起*
832-969-5083李

聯合搬家公司
公寓住家，公司搬運
碼頭提貨，代客送貨
短長途專業搬運鋼琴
免費估價，價錢便宜
電:713-783-3789通
626-297-9888國臺英
unitedmoving.tx@gmail.com

四季搬家公司 (需每天運者有特惠)
政府註冊 ID 200897974, 執照號碼: TXLic006575605C
品質保證,價格便宜,32 年專業經驗,免費到府估價.

往Austin,Dallas, San Aotonio特價優惠.
本公司有各大小貨車，專門長/短途搬運，

公寓、住家、辦公室、鋼琴 ( 10% Off w/AD廣告 )
英文電洽 : 281-903-7688 832-867-5467
或上網查詢: http://www.allseasonsmove.com

西 南 搬 家
(O)281-933-1555
(F )281-933-2953

www.swmoving.com
Email: mike.kuo@swmoving.com

●公寓，住家，辦公室，倉庫遷移。
●市區內、紐約、加州、全美長途、回國傢俱

包裝及自用車運送。
●政府合法執照,25年經驗,工作保證,誠信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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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搬家公司 (當天電話,當天搬)
政府註冊TXDD363224B 優質服務,誠實可信
26年搬家經驗,質量保證。公司備有大中小型
封閉貨車,專經營長短途搬運,住家,公寓辦公室,

三角鋼琴,貴重物品,碼頭提貨,有保險,
免費提供紙箱 832-561-7776國語

24小時服務 832-367-6090國,越南,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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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Service

搬
家
公
司

益明清洗地毯
華人主持，益明採用
大型蒸氣機,洗地毯,
沙發,淹水後清潔.

住家.辦公室.旅館.空房.
空房沒電亦可處理

請電:713-557-0074
281-565-4788Minh

地毯清潔
Carpet cleaning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鐵
工
廠

700

Iron Works

精修車庫門
開門電機及傳動,

彈簧更換及線路故障.
整門及部分更換.自動
鐵門維修及故障排除.
20年經驗，最低收費。

電：陸先生
281-827-5309
832-734-6808

專精各種漏水
舊屋水管換新,
屋頂,地下漏水
修換熱水器

832-217-6958修
713-885-4818英

專收購舊車壞車
舊、壞 車
動 或 不動

一律高價收購
中英粵越。電話:
713-482-9267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鐵
工
廠

700

Iron Works

武林跌打傳人中醫
跌打損傷

專精:坐骨神經痛、肩周炎
一次治療基本痊癒，唯我獨尊。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請電: 713-772-0300

跌打傳人中醫
坐骨神經,肩周炎

Long's專業修理
多年經驗Sears'專業技

師, 專門維修各種
家庭/商業:冷暖氣, 冰箱,
製冰機,大型冷凍櫃,冰櫃,
熱水爐,洗衣機,乾衣機
執照號碼:TACLA44251C
質量保證.電:通英/粵語
713-505-7534

尚美空調維修
精修更換冷暖氣系統、
熱水爐、水電、家用電器
專業安裝節能空調、
漏水斷電、緊急維修、
工作認真、政府認證、
質量保證.（24小時）

請電: Louis 劉
646-508-3311

水 水 水
解 決

家裡上下水問題

702-888-5518

苗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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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age Service

麥師傅空調維修
空調,車庫門,
熱水爐...

維修 更換 安裝
請 電：

832-469-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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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公司
Moving Service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

上門現金收購
二手車

現金收購舊車,碰撞車
高於Trade in 10%

請電: Paul
346-234-9893

普通話/廣東話

花園噴水系統
專業安裝和修理
執照#0019006

電 話 : 吳
832-818-3185

國語/粵語

專業籬笆圍牆
專業建造、維修各型籬
笆範士,價格優惠,10年
質量保證。柱頭保證
30年不倒。完工前分
文不收，完工後滿意付款
(全市最低價250元起)
832-969-5083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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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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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電: 713-357-8868 (國/粵語)

雷射除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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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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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執照認證,安全,奇效立見. 多有折扣
欣容皮膚修復中心713-378-1590 Cindy 孫
6100 Corporate Dr. #378 慈濟旁(王朝同一條)

誠實專業冷氣
政府執照,20年經驗
專業安裝,修理,維護

冷暖氣系統.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請 電:
832-685-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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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哥服務接送
機場,賭場,購物訪友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安全準時
全新新款轎車
請電(手機號)

832-709-8947

誠信專業冷暖氣

安裝,維修冷暖氣

價格低,質量優

聯係電話:

713-480-3646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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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執照 TACLB00120882E安全可靠,誠信
12年經驗,價格合理,服務快速周到,有保證
諮詢 : 832-208-5138 中英文

346-232-8970 Allison
微信: CHANGLEAIR

偉業冷暖電

專業修理

832-301-8984

626-822-8032

聯合冷暖氣公司
●維修,保養,安裝: 家用,商業,冷暖氣設備.
包括餐館,超市,辦公樓 及冷凍,冷藏設備.

●解決各種電器,電路問題 : 包括熱水爐,
洗衣機,烘乾機等.....

●專業執照,23年電器服務經驗
保證質量,信譽,絕對價優:夏季高峰期任何
維修免收服務費 請電:713-858-8528

SKY地毯清洗
使用頂級235F高溫高
壓蒸汽機，藥水深度清
潔地毯，地板地毯更換
維修拉伸，服務住家/商業,
空房/無水電亦可處理.

免費估價.
626-782-1849中文
713-562-0608英文

美國電氣工程
許可#36002.保險 保修
*住宅*商業*工業*
-室內室外電燈飾
-電動車充電器安裝
-新建築 故障排除
電箱升級,免費報價.

英西832-361-8176
中文832-488-8622水務

Plumbing
Electrical

電
器

開利制冷水電
快速維修 空調,
制冰機,抓碼櫃,
冷庫, 水電...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政府認可~~
請電：陳師傅

917-892-7988

通水管
排污

北夏接送服務
機場, 碼頭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 有4人7人座服務

832-382-5645

水電空調
水、電、空調系統

及設備的
檢測、修理、更換。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請電: 王師傅
346-276-5578

德州帶槍執照
中國城軍火庫

可在全美38州携帶
全課程半天完成$100
( 外州駕照可申請 )
各式槍枝買賣/交換
9896 Bellaire #G1

( 黃金廣場內 )
281-236-4723申請帶槍執照

Gun License

休斯頓最全槍課培訓中心
得克薩斯州公共安全部官方認證機構
從合法持槍到安保培訓，
從野外生存到急救自救，
Insider培訓中心一站式服務，
退伍軍人，持證講師
持槍證/1-4級保安證/急救證
咨詢電話: 832-839-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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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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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Deliver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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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valainez@yahoo.com
英文電洽: 346-802-9126

雅聖冷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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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更換熱水爐.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電話：陸先生
346-606-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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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 braces for more cuts in Russian 
oil and gas ex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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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COW, Aug 22 (Reuters) - Europe faces fresh disruption 
to energy supplies due to damage to a pipeline system bring-
ing oil from Kazakhstan through Russia that was reported by 
the pipeline operator on Monday, adding to concerns over a 
plunge in gas supplies.

CPC, which handles about 1% of global oil and whose largest 
shareholder is Russian pipeline firm Transneft, said exports 
from two of its three mooring points at a Black Sea terminal 
had been suspended, confirming a Reuters report. read more

The West accuses Russia of restricting energy supplies to 
boost prices in retaliation for sanctions imposed after Mos-
cow’s invasion of Ukraine, which the Kremlin calls a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Russia denies this, blaming Western sanc-
tions themselves and various technical problems.

Russian natural gas supplies to Europe are down around 
75% year on year, with export company Gazprom last week 
announcing unscheduled maintenance on the Nord Stream 1 
pipeline, which runs under the Baltic Sea to Germany. 

Natural gas prices jumped on Monday, with outages at Nor-
wegian and UK gas fields adding to concerns.

British gas for immediate delivery was up 125 pence to 490 
pence per therm at 1730 GMT, while the day-ahead contract 
rose 123 pence to 484 p/therm.

Ukraine’s gas 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 said it and the 
Polish gas pipeline system had the capacity to bring Russian 
gas to Europe and compensate for the Nord Stream halt. read 
more

Keep up on investment themes each week with Candace 
Browning, Head of BofA Global Research.

Gazprom (GAZP.MM) did no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on whether it would increase gas exports via other 
routes.

CPC (Caspian Pipeline Consortium) said it had to suspend 
loadings from its SPM-1 and SPM-2 mooring points due to 
damage at “the attachment points of underwater sleeves to 
buoyancy tanks”.

It said loadings were only being processed from SPM-3 and 
so oil loading requests would have to be reduced.

Tengizchevroil (TCO), which represents Chevron (CVX.N) 
and Exxon (XOM.N) in Kazakhstan’s giant Tengiz project, 
said it was aware of temporary maintenance at CPC and its 
oil exports and output on its Tengiz oilfield were currently 
uninterrupted. read more

TCO has a lower output plan on its Tengiz oilfield in Au-
gust-September due to planned maintenance.

“CPC is a key export route for crude oil production from 
Kazakhstan to reach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many coun-
tries rely on this critical transportation system for their energy 
security”, - Chevron said in a statement sent to Reuters.

TotalEnergies (TTEF.PA), which has a presence 
in Kazakhstan as well, also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while Shell 
(SHEL.L) and Eni (ENI.MI), which are share-
holders in CPC, declined to comment.

DAMAGED TANKS
CPC said it planned to replace parts on the two 
affected SPMs and was looking for an organisa-
tion to carry out the work. The consortium did not 
give a timeline.

Two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told Reuters 
that one SPM can handle less than 70% of normal 
terminal capacity, leaving Kazakhstan, which 
uses CPC as a main route for its oil exports, with 
the prospect of having to cut output. read more

Kazakhstan had to cut oil production in the spring 
when CPC suspended loadings from two SPMs 
due to damage.

CPC has cut exports on several other occasions 
over the past six months.

CPC Blend crude oil exports had been set at 
5.026 million tonnes for August. The consortium 
has not given updated figures.

It said earlier this month that supplies via its sys-
tem were down significantly due to maintenance 
at Kazakhstan’s Kashagan and Tengiz projects. 
Lower output from the oilfields could limit the 

disruption from the SPM outages, the two sources 
said, but added they could become a major issue 
as output ramps up after the maintenance. read 
more

CPC’s disruptions this year have led some oil 
producers to negotiate alternative supply routes. 
read more

The main shareholders in CPC are Transneft 
(TRNF_p.MM), (24%), Kazakhstan’s KazMunay-
Gas (19%), Chevron Caspian Pipeline Consortium 
Company (15%), LUKARCO B.V (12.5%), Mobil 
Caspian Pipeline Company (7.5%), Rosneft-Shell 
Caspian Ventures Limited (7.5%) and Eni Interna-
tional (N.A.) N.V. S.ar.l. (2%).

An interior view shows a new pumping station 
of the Caspian Pipeline Consortium (CPC) near 
the city of Atyrau, Kazakhstan October 12, 2017. 
REUTERS/Mariya Gordey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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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and Chinese officials are working to arrange the
first face-to-face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Xi.

We all hope the two leaders will sit down and talk
about the world’s pressing issues. We don’t want to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deteriorate any further.

Today the world is facing many problems including
war, food shortages, Covid-19 and climate change.
Unless we all work together, the situation will only get
worse.

0808//2020//20222022

Political Showdown In BaliPolitical Showdown In Bali
Indonesian president Joko
Widodo said both China’s
President Xi and Russia’s
President Putin would attend
the G20 conference that will
be setting up a political
showdown in Indonesia.

The White House has not
formally announced Biden’s
travel to Asia for the
conference, but officials say
he is expected to attend. This
conference is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G20 countries
since Russia invaded
Ukraine along with the
increased tension around the
issue of Taiwan.

Editor’s Choice

A competitor runs up the “gostra”, a pole covered in lard, during the week-
long celebrations of the religious feast of St. Julian, patron of the town of St. 
Julian’s, Malta. REUTERS/Darrin Zammit Lupi

A migrant plays with a ball on his sixth day waiting for a safe port to disembark on board of 
NGO Proactiva Open Arms Uno rescue boat in central Mediterranean Sea. REUTERS/Juan 
Medina

A boy cries outside his classroom on the first day of in-person classes at a public school in San 
Juan City, Philippines. REUTERS/Eloisa Lope

Ukrainian military officers trav-
el on a Wheeled-BTR fighting 
vehicle, as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continue, in Krama-
torsk, Donetsk region, Ukraine. 
REUTERS/Ammar Awad

Police officers stand guard 
as supporters of Kenya’s 
opposition leader and pres-
idential candidate Raila 
Odinga, of the Azimio 
La Umoja (Declaration 
of Unity) One Kenya 
Alliance, gather while his 
legal team prepares to file 
a petition challenging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sult 
at the Supreme Court in 
Nairobi, Kenya. REU-
TERS/Thomas Mukoya

62-year-old Ukrainian Arkadii 
drives a car after leaving his de-
stroyed house, as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continues, in Toretsk, 
Donetsk region, Ukraine. REU-
TERS/Ammar Aw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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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rpillar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s 
of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equipment.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industrial companies is relo-
cating a major division to Irving that will bring hundreds 
of jobs. Caterpillar Inc. — the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er 
of construction and mining equipment, engines, genera-
tors and locomotives — is consolidating workers from 
its Electric Power Division in Las Colinas. Caterpillar is 
taking “multiple floors” in the landmark Williams Square 
high-rise complex on O’Connor Boulevard near Carpen-
ter Freeway.
The company plans to shift functions and hundreds of 
jobs now in California, Arizona and Indiana to the new 
location in North Texas.
Jason E. Kaiser — now based in Lafayette, Ind., and vice 
president of Caterpillar’s Electric Power Division — will 
head the new Texas office.
“We are excited to consolidate the Electric Power leader-
ship and support teams together in Irving, Texas,” Kaiser 
said in a statement. “Our new office in Williams Square 
will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supporting Caterpillar’s long-
term strategic goal to remain a leader in our industry.
“This location is home to a highly skilled workforce and 
provides global access to our customers and dealers with 
centralized proximity to D-FW and Love Field airports.”

The Caterpillar division manufactures and sells products 
including generators, switching gear and other equipment 
to industrial, utility and business clients. The division has 
previously had major offices in locations including San 
Diego, Tucson and Lafayette, Ind.
“The capacity of the office will be determined by business 
needs for the groups based there,” Caterpillar’s Sara Weitz 
said in an email. “While members of the Electric Power 
team are located globally, leadership has previously been 
based in locations such as Houston, Texas, and Atlanta, 
Georgia.

“Employees will locate in the D-FW office from several 
Caterpillar locations and we also expect to hire some em-
ployees locally.”
Caterpillar is the first big-name business tent to make a 
move to the iconic Williams Square property since the 
owners launched a multimillion-dollar makeover of the 
property. The four-building development was constructed 
in the 1980s and has more than 1.4 million square feet of 
offices. The buildings are owned by Apollo Global Real 
Estate of New York and Vanderbilt Partners of Chicago.

The company has about 120 people in its Irving 
office at Williams Square in Irving.
The city of Irving is also beginning an $8 million redo of 
the public plaza Williams Square with its popular Mus-
tangs of Las Colinas sculpture. The project will add more 
public gathering space with lawns, trees, landscaping and 
seating areas. Caterpillar plans to move into the Las Coli-
nas location early next year, said Bill Brokaw,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Hillwood Urban, which operates and leases 
the properties.
Brokaw said the redevelopment of Las Colinas’ center-
piece corporate campus helped land the Caterpillar deal, 
which has been in the works since 2019.

Signage inside the offices of Caterpillar Inc. at 
Williams Square in Irving.
A big part of it was the amenities and the investment that is 
being put in with the new mustang plaza and the location,” 
Brokaw said. “This is really a win for the Metroplex and 
Irving.”
Caterpillar is still working out the details and size of the 
office, which is being designed by Dallas architect Cor-
gan. All Brokaw would say is that “it’s more than a couple 
of floors.”
The office space Caterpillar is taking previously housed 
operations for Pioneer Natural Resources, which moved 

to a new headquarters campus in Las Colinas last year. 
Williams Square includes a 26-story central tower, two 
14-story towers and an adjacent five-story office building.
“We are thrilled to welcome Caterpillar to Irving-Las Co-
linas and look forward to developing a strong relationship 
that spurs job creation and community investment while 
providing the Caterpillar team with all that our vibrant 
community has to offer,” Irving Mayor Rick Stopfer said 
in a statement. “Our diverse economy, access to talent and 
excellent quality of life will benefit the team moving to the 
region.”

Brokaw and Karch Schreiner of Hillwood negotiated the 
Caterpillar lease with Ned Franke and Matt Heidelbaugh 
of Cushman & Wakefield.
With more than $41 billion in annual revenues, Caterpillar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industrial companies. Found-
ed in 1925, the firm has more than 97,000 global employ-
ees. In 2017, Caterpillar moved its longtime headquarters 
from Peoria, Ill., to a new location in suburban Chicago 
near O’Hare International Airport.
With more than 60% of its busines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mpany said it needed to be close to an inter-
national air hub. It’s not a headquarters move, but Brokaw 
said Caterpillar’s commitment to Las Colinas is another 
sign of North Texas’ appeal to business.
“This is another signal to the country that D-FW is a 
hub for companies to relocate,” Brokaw said. “This is a 
high-quality, great name tenant and we couldn’t be more 
excited about them choosing Williams Square.
“We know there are a lot more people looking at the re-
gion.”

Caterpillar’s Product Line Includes                                                
A  Large Selection Of Heavy Duty Equipment 

The company has about 120 workers now in an Irving 
office and Caterpillar spokeswoman Kate Kenny said the 
size of its local workforce will depend on future business 
needs. The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er of construction and 
mining equipment, engines, generators and locomotives 
has had a presence in Texas since the 1960s.
“We believe it’s in the best strategic interest of the compa-
ny to make this move, which supports Caterpillar’s strate-
gy for profitable growth as we help our customers build a 
better, more sustainable world,” said chairman and CEO 
Jim Umpleby in a statement.
Caterpillar, which posted $51 billion in revenue last year, 
will become the fifth-largest public company headquar-
tered in North Texas. It will trail only Exxon Mobil, McK-
esson, AT&T and Energy Transfer. Exxon is moving its 
Dallas-Fort Worth headquarters to the Houston area next 
year. The move will make D-FW home to 24 Fortune 500 
companies. Ten of those will be in Irving, which bills itself 
as the “headquarters of headquarters” city. Dallas-based 
Builders FirstSource recently announced its relocation to 
Irving. Caterpillar didn’t request incentives for the head-
quarters move, Kenny said.
Beth Bowman, president and CEO of Irving-Las Colinas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rving Economic Devel-
opment Partnership, said companies choose Irving and 
D-FW overall because of their business-friendly environ-
ment, favorable tax structure and the people. 

Jason Kaiser (left), vice president of Caterpillar 
Inc. with responsibility for its electric power divi-
sion, and Jaime Mineart, general manager for re-
tail electric power solutions, spoke with the media 
in May during a tour of Caterpillar’s Williams 
Square offices in Irving.
“Our focus is to make sure Caterpillar, their entire team 
within their global headquarters, know that they are com-

ing into a community that wants them and we look for-
ward to integrating them,” Bowman said.
Gov. Greg Abbott said the company’s relocation is a “tes-
tament to the boundless opportunity Texas has to offer.” 
He noted that the move means Texas will be home to 54 
Fortune 500 companies.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and people from all backgrounds 
can grow and succeed in the Lone Star State because we 
champion a world-class economic environment fueled 
by the lowest business operating costs in the nation, a rea-
sonabl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and a lower cost of living 
coupled with an exceptional quality of life,” Abbott said 
in a statement.
Kenny, the company’s global media and public affairs 
manager, cited talent attraction as a key reason for the 
move.
“We believe being in the Dallas Fort-Worth market will 
give us the ability to attract new talent and provide addi-
tional career opportunities for our current employees to aid 
in retention,” Kenny said. “The Irving location provides 
global access to our employees, customers and dealers 
with close proximity to two major airports.”
Caterpillar’s office in Irving’s landmark Williams Square 
gives employees a mix of downtown Dallas and subur-
ban residential areas and a range of housing price points 
and high-quality school districts, Kenny said.

In 2017, the company moved its global headquarters 
from Peoria, Ill., to Deerfield, Ill., taking over the former 
headquarters of a premium spirits maker. At the time, Cat-
erpillar did not receive any incentives from Deerfield or 
the state, according to the Chicago Tribune. There are 230 
employees at the Deerfield office, which Kenny said the 
company expects to relocate to Irving over time. She said 
the company will keep its Deerfield office lease to allow 
for a smoother transition.
Caterpillar employed 107,700 workers globally last year, 
with 63,400 located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Its largest 
business segments are construction industries, which gen-
erated $22.1 billion last year, and energy and transporta-
tion, which brought in $20.3 billion. It also has a financing 
arm. Over 62% of the company’s sales and revenue come 
from outside the country and over 4 million Caterpillar 
products operate around the world. There are 124 Texas 
jobs currently posted at Caterpillar’s career site, with roles 
in Irving, Seguin, Houston and more locations throughout 
the state. Last year, the company consolidated workers 
from its electric power division in Las Colinas.
North Texas is gaining the corporate headquarters of a 
company “positioned to capitalize on an economic re-
covery, with infrastructure stimulus augmenting 2023 
growth,” according to Bloomberg Intelligence industrials 
analyst Christopher Ciolino. The infrastructure funding 
could create a $27 billion to $38 billion revenue oppor-
tunity for construction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Caterpillar’s dealer network includes 44 locations in the 
U.S. and 116 outside the country. (Courtesy www.dallas-
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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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y Offices Now Located In Several States 
Will Be Combined In The Las Colinas Office 

Industrial Giant Caterpillar Picks 
North Texas For Division Move, 

Hundreds Of Job Ope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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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ture Of Farming Is Here -         
High-Tech Brings Agriculture            

Into The 21st Century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Robots, Drones And Sensors                                        
Are Changing The Way We Far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Last spring, farmer Brian Tischler was 
sitting in his tractor when he had an idea. 
What if his tractor was fully autonomous? 
Thanks to AgOpenGPS – a software he 
developed that tracks where crops are 
seeded – he’s had more time to think of 

Tischler began creating on the spot, envi-
sioning features for the autonomous trac-
tor like remote control via smartphone, the 
ability to sense obstacles, and geolocation 

Across the farming industry, tech inno-
vations like Tischler’s are revolutioniz-

ing the way agriculture is done. These 
applications come at a critical time. The 
world population is expected to swell to 
9.8 billion by 2050. Climate change and 
infectious disease are looming threats to 
livestock production and crop yield.
Tischler made the tractor program open 
source, sharing it online so farmers from 
across the globe can download and devel-
op additions. Tischler, who recently won 
the 2018 ASTech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views the software as a way of giving 
back to the farming community. A lot of 

leading-edge technology is not affordable 
for smaller operations.

“What inspires me is connecting with oth-
er people who share how they’re using 
[the software],” says Tischler.

Such innovations have made the $3 tril-

and productive.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varied applications of agriculture 
technology: crop-watering drones, soft-
ware that uses satellites to manage nut and 
citrus orchards, virtual trials of new farm-
ing techniques, genomics testing that can 
ward off food contamination, and more.
Recent innovations have made the $3 

resourceful and productive.
The DJI “Agricultural Wonder Drone” 
makes it possible for a single farmer to 
feed or spray pesticide on as much as 80 
acres of crops a day. By comparison, a 
worker on foot may cover less than one 
acre in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Using the 

by walking through it and the unit’s con-

In Canada, the R2B2 team of scientists are 
researching rural connectivity and preci-
sion agriculture. Their studies utilize dig-
ital devices, applications, and databases 
of geospatial techniques to analyze and 

R2B2 looks at how wireless optimization 
and tools like sensors and drones support 
sustainable farming practices. For exam-
ple, by using sensors to measure moisture 
and nutrients in the soil, farmers avoid 

and pesticides, saving money and protect-
ing the environment.

Using linked technologies, a connected 
farm can also employ solar wireless de-
vices like Ecorobotix, a solar-powered 
weeding robot. Dr. Helen Hambly, R2B2’s 
lead scientist explains, “In the next gener-
ation of farming, there is a lot of monitor-
ing done through connected and wireless 
devices. Wireless has changed things sub-
stantially.”
These innovations come at a critical time, 
as the world population is expected  to 
swell and  climate change and infectious 

disease are looming threats to livestock 
production and crop yield.
Many farmers have adopted precision ag-
riculture practices. Christian Gastón Pal-
maz, CEO of Napa’s Palmaz Vineyards, 
created VIGOMany farmers have adopted 
precision agriculture practices. Christian 
Gastón Palmaz, CEO of Napa’s Palmaz 
Vineyards, created VIGOR (Vineyard 
Infrared Growth Optical Recognition), 
smart software that marries infrared im-
agery with soil moisture measurements. 
The algorithmic approach ensures that the 
vines grow at the same rate and that the 
exact amount of water needed is used–re-
ducing water use by an estimated 20 per-
cent.
Palmaz says, “Big data analytics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slight amounts of difference, 
which would otherwise propagate over 
time.”

Technology can also help manage live-
stock wellness and reproduction. Remote 
Insights developed ear tags that moni-
tor sows’ behavior, movements, eating 
and drinking. The data i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o check that the animal has a 
healthy appetite and normal mobility. 
Moocall created monitors to check when a 
female cow is in heat and a pregnant one is 
ready to give birth. Such forward-thinking 
equipment can save a farmer numerous 

There’s palpable excitement within the 

possibilities, strengthening old farming 
traditions, by using technology to answer 
existing needs. As Hambly says, “This 
is the farming of the future.” (Courtesy 
https://www.verizon.com)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國
際電視15.3是美國南部八州唯
一的華語電視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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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一 8月 22日晚 7點是
《生活》節目之《生活故事會》
。主持人黃梅子給您講戰鬥民族
俄羅斯的故事。

本週二8月23日晚7點是陳
鐵梅主持的《美南時事通》。

本週三8月24日晚7點是王
潔主持的《美南時事通》，採訪
萬通貸款。

本週四 8月 25日晚 7點是

Sky主持的《子天訪談錄》。
本週五8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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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週六8月27日晚7:30重播本
週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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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
本週本週88月月2222日日----88月月2727日每晚日每晚77點節目安排點節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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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美食佳餚陪你歡度中秋節美食佳餚陪你歡度中秋節
精美地道菜色讓您重拾精美地道菜色讓您重拾 「「生生」」 之樂趣之樂趣

2022 年炎熱的夏天，一瞬間又進入8 月時份。自從13 年前結束自己經
營34 年的唐餐店生意後，投身到美國香港及澳門報界中去，.晚間撰寫政
論文章。白天則在美國校區中一個餐飲部門，覓得一職棲身。歲月悠悠，
轉瞬之間，又工作了13 個年頭。在校上班，於我而言，十分輕鬆寫意，每
天工作7 小時，終日面對芸芸學子及不同族矞的教師，評論中美時局，縱
觀天下大勢，好給我一個收集美國國民對國家大事的看法，成就了我不少
寫作題材。

今次新學期開課前夕，校方送來一份電郵，知會我一聲在稍後的9 月
份的一節社區課程中，請我簡介一下休斯頓唐人街的歷史面貌， 與及休市
唐...的粗略歷史，以便美國學生有所知悉。

既蒙校方賞識，我當然樂於接受。但為了題材豐富完滿，我特別先到
舊唐人街走一下，回顧它的舊城舊貌，以便下筆容易。

8 月份的一個週日午間，我由住處休斯頓城外的Channal View 小鎮，
由10 號公路駕車西行，約半小時後轉走59 號公路後，很快便直入到休市
的 會議中心（Convention Center ）。它的正正對面，就是上世紀二十年代
至 七十年代的休斯頓唐人街的地段。

七十年代我由香港移民來美時，先在德州第三大城市聖安東尼奧市
（San Antonio) 市跟隨雙親從事廣東式酒家。那個年代的每個週三，是我家
飯店的休息之日，我們一家大小七口，都喜愛在當天早上，駕車200 多公
里，來到休斯頓的唐人街，欣賞一部由港台電影公司出品的時裝片或武俠
電影。看罷電影，也就 會到唐人街上的Lucky Inn （好運酒家）或新大陸酒
家來頓晚飯，才寅夜駕車趕回聖安東尼奧市去。而每次夜深抵達家門，我
們均沒有疲勞的感覺，因為七位家人中，除卻母親之外，6 位楊氏家人，
都懂得駕駛，因此在3 個多小時中，隨時隨地都可以轉手開車，因此並無
疲勞的感覺。再加上我們年青一輩，可以看到心愛的唐人電影、吃上美味
的廣東菜式，即使偶有倦意，也會被歡樂的氣氛一掃而空！

走筆至此，畫龍點睛，向讀者諸君介紹一下，當年好運酒家的大股東
是羅大愚先生，而今天的羅大愚先生，與從事病理學8 年的鄧樹良先生、
大名鼎鼎的執業會計師陳國泰先生、暨多位休市商界有名有望的成功華人
好友，正是休斯頓市赫赫有名的永福殯儀館的股東之一。時間相差33 年，
同樣經營出色，個中原委，值得我向休市華人亞人，逐步推介出來。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唐人街內話永福唐人街內話永福 楊楚楓楊楚楓

（本報記者秦鴻鈞 ）新冠疫情讓全世界的人度過了一個難忘的
2020、2021、2022年 !

宅在家的日子，雖然可照常工作，開會，上課（網上進行），但
失去了人與人之間的密切交流，總覺得日子缺少了 「 生 」 之樂趣，過
得單調乏味。而宅在家久了，卻也發覺了過去忙亂生活中忽略的美好
～ 如 「美食」 的樂趣 !

美食，除了自己親自下㕑外，更愉快的是 「外賣」 的樂趣 ! 同樣是
花錢採購，為什麼不品嚐一些更專業的師傅的手藝 ? 而在休士頓開業

二十年的 「中美酒樓」 雖然位
於休市西南一隅，而不少的休
市大老闆們，下班時寧可忍受
塞車之不便，也要趕到 「中美
酒樓 」 買幾道李老闆的拿手菜
，再趕回Sugar Landt的家，
全家老小 「大塊朵頤」 一番，
這是疫情期間最大的樂趣，
「中美酒樓」 憑其地道的粵菜
絕活，讓這些宅在家悶壞了的
人又重拾 「生」 之樂趣 !

「中美酒樓 」 由李老闆親自
主㕑，所以他的成品，絕對是
「真槍實彈」 ，絕不馬虎，著
名的招牌菜如：北京鴨、鹹魚
煎肉、南瓜芋頭炆臘味、芹菜
什菇炒臘味、玉子豆腐、滑蛋

蝦仁、菜膽靈芝菇、豉椒或白灼桂花腸、節瓜粉絲蝦米煲，以及特別
推薦的菜色如：干逼軟殼蟹、金針雲耳蒸雞、釀三寶、西汁蝦球、羊
腩煲等等，該餐館還全天供應新推出的超值特價菜，每道$5.5 元，歡
迎品嚐，中秋節即將來臨，是闔家歡度中秋節的首選。

「中美酒樓」位於Bissonnet 與Leawood(Boone Rd. 往西一條
街）交口，地址： 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電話：

（281 ）498-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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