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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賺錢堂吃
兼外賣店

離中國城15分鐘車程
長年經營生意穩定.

意者請聯系 :
713-373-2947

非誠勿擾！

中餐館誠聘
半工收銀接電話打包

有經驗,要報稅
離中國城15分鐘
4670 Beechnut

意者請電:
713-307-2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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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鮮餐館出售
Seafood Restaurant
for Sale休斯頓西南區

2200呎餐館出售,
於Fiesta Center,
交通與人流繁忙,

設備齊全,租金合理.
歡迎看店議價.聯系:
832-964-7982

糖城翠苑中餐館
誠請 企台

全職/兼職, 小費好
~ 薪資優厚 ~
有意者請電：

346-932-2551

*旺區餐館急售
位百佳超市旁,3000呎,
設備全,生意穩,有酒牌,

可做早中晚餐,
接手即可營業.

因合伴人有事,急售
歡迎看店. 請電:

626-214-6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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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其林星級港式早茶點心
Tim Ho Wan ( 添好運 ) Katy亞洲城
本月隆重開業,現誠徵後廚點心師傅。
●大堂經理,企檯(需流利英語), 傳餐。
公司提供醫療保險，福利，休假，獎金.
需報全稅.如有興趣，請寄簡歷到:
david@timhowanusa.com
或來電: David Li 832-788-0217

越南餐廳請人
位於Katy北,誠請全職
廚房師傅,幫廚,企檯

男女均可用.出餐簡單.
合適人選,

無經驗也可培訓.
有意者請電:

832-895-1578

堂吃外賣海鮮店
位休斯頓市中心,
4100呎, 設備齊全
因缺人手出售

$78000,
詳情請電: 杜先生
714-873-7892

糖城川菜館
誠請服務生一名

懂英文
意者請電: Andy
832-380-9603

4526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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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城海鮮酒家, 誠聘
●有經驗男女企枱
●櫃面帶位收銀員.

有身份，諳英語，越語更佳.
意者請到鳳城面洽或致電:

713-779-2288
7320 SW Freeway, Houston, TX 77074

糖城面館誠請

北方煮面師傅一名

有意者請聯系電話
832-455-3059
聯系時間下午4-5點

休斯頓東南
富白人區,

12年店轉讓,
裝修雅致,生意穩定
月約10-12萬,

租約長.
請電/留言,非誠勿擾
346-251-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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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餐館請人
位Katy區

誠請油鍋師傅

意者請電或短訊

646-520-5775
347-277-1612

急急急!餐館讓
位於Katy

中日餐堂吃外賣店
因股東糾紛急轉讓
意者請私信:非誠勿擾
646-520-5775
347-277-1612
●另請油鍋師傅

外賣中餐館出售
位奧斯汀,
因人手不足,
二十多年老店
生意12餘萬.
意者請聯系:

346-558-9582
512-441-9398

中餐館轉讓
Pearland Pkwy,

2460 sqft,設備齊全，
生意3萬以上，

房租5500，售價8萬。
請電：before 10am
832-643-8099

餐館招聘
●抓碼 ●打雜

距離休斯頓2小時
車程, 包吃住.
意者請電:

361-649-7476
361-573-6600

法式麵包點心咖啡館徵人,薪優
近萊斯大學.

誠徵●烤麵包師傅: 經驗不拘,待優.
工作時間: 早上4點至中午12點

無經驗者起薪$17/時, 有經驗者,待優面議
●有經驗糕點師傅 : 待遇極佳,薪水可面議

意者請電或短信: 713-550-2851
或Email: johnnyhsu@gmail.com

珍寶海鮮城 誠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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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堂吃中餐館,薪優
往I-45南,

離百利大道中國城
20分鐘車程
誠請熟手企檯

收入高,略懂英文
意者請電或短信:
832-768-1866

餐館廉價出售
位Katy白人區,

客源穩定,
歡迎看店議價.
意者請電:

832-282-3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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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Hiring

餐
館
請
人

中國城悅來餐館
誠請有經驗

抓碼炒鍋多名
有意者請電:

281-683-6368
832-407-8782

KATY日餐
誠請●壽司師傅
●廚房師傅
●Full time企台
無人接聽時,

請短信或留言:
832-232-1001

中餐館請人
誠請炒鍋

新人事,新作風
有意者電或親臨:
832-766-6388
6340 N. Eldridge Pkwy #K

Houston, TX 77041

誠聘中餐館經理
老美區中餐館,正在建
設中,需有餐館管理經驗

英文流利,有工卡
一周6天,薪優面談,
福利好. 請電/Email:
713-858-4786

Bellaireclinic2@yahoo.com

超市壽司吧售!
位Kroger超市內

New Caney ,TX 77357
請傳短迅或電:

832-401-9179
●另高薪聘請

壽司師傅或助手

餐館請人,薪優
糖城(Sugar Land)

六號公路家樂超市旁
龍記 潮州菜館,誠請
●幫廚(全工/半工)
●周末企台
各一位.意者請電:
832-513-5699

中越餐館轉讓
位於聖安東尼奧,

房租便宜,
因人手不足店轉讓,

外賣生意好,
歡迎看店議價,1300呎
210-461-4151英
832-221-6851中

*外賣店,薪優
外賣店位於45北.

(Woodland 區) 誠請

長工&半工電話接線員

薪優！電話：

832-457-5542

*40年針灸所

退休轉讓或合伙

意者請電:

713-661-0346

中國城旺鋪出租
9968 Bellaire #250A
( H Mart黃金廣場 )
可做餐飲或辦公室
984 SF,特價 $2500/月
意者請電: 林太太
713-385-1188

Owner Agent

美式中餐館招聘
Downtown地區,誠招

全職或兼職廚師
薪優,廚房關系簡單.

有意請電至:
832-569-1388
如未接，請短信留言

餐館請人,薪優
多年老店, 湖南餐廳, 生意穩,

位於Rosenberg. 誠請
●半工和全工企檯
●有經驗會看英文單的炒鍋

請電洽 : 王小姐 281-804-9514

Hotsome Chicken
韓國餐館,誠聘
Server企檯

10020 Long Point Rd
Houston,TX 77055
832-584-4661
832-538-1038

休士頓中國城
百佳超市附近味佳香
( 9306 Bellaire Blvd )
誠聘全職廚房女助手
會包水餃尤佳.周一休
09:00至晚上6:30
意者請洽: 許先生
832-506-3316

牙醫診所&餐館出售,辦公室出租
位Spring Branch 4000呎 (含所有設備)

要價35萬, 連地產售150萬
●賺錢炸魚炸蝦店出售( 位東北區)
設備全, 生意好, 可提供配方及培訓

售價30萬. 地產售105萬.
●中國城黃金廣場後,有辦公室出租

月租$2500, (樓上有房間可住),
請電: 832-617-4618 休斯頓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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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au Sushi- www.kanausush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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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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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餐館出售
休斯頓北,面積1750呎

房租4400包水,
生意5萬5.一手老店
有錢白人區,潛力巨大
老板年老退休,故售好店

請致電或短信:
281-636-1673

餐館請人
炒鍋師傅2名、
切菜師傅2名、

包餃子小菜師傅1名、
打雜抓碼1名（生手可教
工資高,待遇好,包食宿
電話:（未接必回）
510-996-8239

商場內快餐店
誠 聘

炒鍋及打雜各一名,
夫婦最佳.

全工,包食宿,薪水優.
工作容易,廚房冷氣夠

意者請電:
832-633-8793

分類廣告

新皇宮海鮮酒樓
誠聘炒鍋,抓碼,油爐
企檯,傳菜. 收銀,帶位

意者請電:
281-240-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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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館誠請
●Part time 企台
●Casher
有意者請短信給
713-269-3936
距離中國城10分鐘

路程

餐
館
租
售

Restaurant for sale

中餐館請人
位Spring地區
誠聘 以下半工
企檯、接線員、
炒鍋及油鍋
意者請電:

832-788-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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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好,無租金水電費
有意者請聯系或短信
917-912-3628

*餐館請人,薪優
生意好外賣店,誠聘
收銀員, 炒鍋, 打雜
全工/半工均可

909 Southmore Ave
Pasadena, TX 77502
713-818-0335

堂吃外賣店轉讓
地區好，生意穩，
租金便宜，可改做

Sushi,面店，
因人手不足。
意者請電:

281-813-6809

粵菜餐館,薪優
東禾酒家請人

中國城,敦煌廣場內
誠請炒鍋和企枱
抓碼、油爐、洗碗

意者請電:
713-981-8803

Austin中餐館
●有經驗炒鍋師傅

月薪$4600,包吃住
●有經驗企檯

意者請電:
512-966-1165

Tomball拉麵店
誠請全職企台,

包住.需要英文好,
可報稅.
聯系電話:

626-872-8624

中日餐館誠聘
●前檯:需英文好
離中國城10分鐘

薪優面談
意者請電:

713-534-3828
832-837-2959

*糖城超市內

壽司吧轉讓

位置佳,生意穩定

易經營,電話詳談:

832-846-2345

Pearland中餐館
誠 聘

全工或半工炒鍋

待遇優.意者請電:

832-768-9888

Buffet店請人
位於休士頓

Westheimer, 誠招
全工&半工企台
需報稅,熟手.
聯系電話:

713-789-0845

*Mamak糖城店
Malaysian Restaurant
誠聘企台. 環境好,
小費高.新手可培訓.

有意者請電:
346-874-7913

每周二公休

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日本餐館請人
Richmond

誠 請
全職Sushi師傅

可報稅
聯系電話:

626-373-7744

超市壽司吧請人
位於Katy

誠聘壽司熟手
每周工作2天
有意者請電：

832-759-4526

誠聘壽司熟手
位於Galleria附近

超市壽司吧
誠請壽司熟手
全工 / 半工均可
有意者請電 :

832-759-4526Restaurant Hiring

壽司餐館請人

中日餐請人

快餐連鎖店誠徵合作夥伴
( 前台、後台人員 )

有經驗的優先,無經驗可以培訓.
須有工作身份,

~~~環境佳,待遇好~~
可以挑選工作地點.

意者請電: 281-831-7883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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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格 (2units)

3格 (3units)

4格 (4units)

一 週

1 wk

$45

$90

$135

$180

二 週

2 wks

$80

$160

$240

$320

三 週

3 wks

$105

$210

$315

$420

一 月

1 mon

$125

$250

$375

$500

格數Size

週數Week

餐館出售

Restaurant
For Sale

Katy 100%
賺錢中餐館轉讓
絕佳位置，租金低，

生意穩定，26年老店，
口碑信譽保證！

東主退休轉讓.請電：
832-794-6868
●另請外送員

*中餐館誠聘
位休士頓Cypress

誠聘企台、前台

意者請聯系:

985-790-3195

中日餐請人

*糖城餐館誠請
●Part time 有經驗

Waiter/Waitress
●Part time Cash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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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亞洲融合餐廳
Tangra's Daughter
現在招聘●炒鍋廚師
●油炸鍋 ●服務生
請發簡訊/打電話:
347-837-4546
4707 Highwa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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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服務

Restaurant
Hiring

*中餐堂吃店
請炒鍋師傅,

餐簡單,住宿單間.
( 位聖安東尼奧 )

請聯系:
832-353-0916

*餐館請人
糖城中餐館,誠請
●接電話一名
●炒鍋一名
聯系電話:

832-277-2317

堂吃外賣店
誠請全工大鍋炒飯

610/290交界
薪優. 意者請電:
713-681-5097

5630 Antoine,
Houston, TX 77091

加我微信登廣告: AD7133021553 Email: cla@scdaily.com Text: 71330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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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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主自售,3房TOWN HOME
Memorial 區 好屋出售

StratFord 五星高中正對面
三房好價, HOA $223 only

獨立兩車庫。獨立後花園可種菜
請 電: 832-888-2299

●Westheimer主臥分租,限女性.

石油貿易公司招Accountant
要求有會計工作經驗,

有貿易物流經驗者更佳, 中英文流利,
會熟練使用Quick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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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看
護
服
務

22世紀看護公司
以愛心耐心經驗豐富專
業照顧您的家人,美國
護士執照,到府,醫院及
療養院●徵經驗看護

●提供房間看護病人●
請電:Sophia (通國台英)
832-287-8233

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誠招職員會計
美國會計專業,具有記賬、發放薪資及報稅
經驗者優先考慮.需具有良好的中英文表達

及書寫能力,熟悉聯邦稅法,記賬原則.
工作認真,責任心強,虛心肯學並具有良好的
團隊合作精神. 瑾誠會計 Zhao CPA PC
Email: daisyzhao@zhaocpapc.com
Tel: 713-589-5875 聯系人: Daisy Zhao

休斯頓工廠
誠徵 作業員

無經驗,可訓練.

請洽 : 姚先生

713-505-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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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前台及牙助
中國城. 需中英文
無經驗可訓練.
請電或Email:

713-773-1300
txdentist101
@gmail.com

食品公司誠徵
工廠生產線

●全工操作員數名
●送貨司機
有身份.有經驗優先.

意者請電:
281-908-6800

休士頓民宿出租
Houston Hostel 4 Rent

中國城百利大道上，經商、訪友、辨事
惠康超市前,免開車，免簽長約、月租式，

傢具、水電、上網全包，拎包入住。
●大套房(500呎) $750/月, 獨立進出,押金$200
●套房$500起(附浴室)押金$150
●單房$475,浴室2人共用

手機 / 簡訊 : 832-640-3888 Ruby

NOW HIRING
食品公司誠聘

●推銷員 ●公司助理
Must be fluent in English
Please send resume
(English) to : John@
itcintertrade.com

誠聘幼稚園老師
位糖城, 有幼兒園

經驗者優先.
有意者請電

281-242-0989
832-528-0882

*辦公室分租
6910 Bellaire, TX 77074

月租$350-$500
( 包水,電,網路費 )
請電或微信(同號)
713-518-5830

●另招半職辦公室助理
可在家工作

Furniture for sale
家具出售

家庭護理機構
位休斯頓,徵中英雙語
全職PHC主管:可培訓
有2年大專學歷或2年
的管理經驗.競爭力的
報酬及福利.意者請將
履歷Emai至: rpizzi@
assist-medinc.com

家具公司招聘
會計(出納):中英文流利

熟悉Quickbook.
可辦H1B.

意者請Email或電:
goldenfurniture11

@yahoo.com
713-896-8877

地產項目公司招聘
小型地產項目公司招聘經理助理，

要求英文流利、電腦辦公軟件熟練應用，
有無Agent執照均可，男女不限，懂

多語種或地產、建築相關知識優先。待優。
請電：832-860-1133

或 Email：Richard.qi@live.com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徵求行政人員2名

●具備大專以上學歷,中華民國或友邦國籍,
美國合法居留身份,中英文佳諳電腦文書,
配合值班、積極主動,

●負責僑團/商聯繫、圖書管理、文書及
出納等行政業務

●意者於2022年11月15日 前
將中英文履歷(含照片),學歷及身份證明寄至
Culture Centre of TECO in Houston,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或Email至: ocac77042@gmail.com
合者通知筆/面試.

石英制造廠招聘
Hendrix Industries, 位Sealy, Texas
是一家專業石英石材表面,台面制造廠.

誠聘 技術員, 化學工程師,
機械工程師, 電氣工程師.
意者請Email履歷至:

HR@hendrixindustries.com

誠聘儀器銷售員
集醫學實驗室

和醫療儀器銷售
為一体的休市公司，
誠聘eBay和Amazon

等網路銷售人員
意者請來電：

346-239-0859

好區好房出售
Westheimer & Gessner
月收租金$5000多
售價 $425,000

意者請電:
713-502-3973

卡車公司招聘
長途A 牌司機,

待遇好.
有經驗者優先.

意者請聯系:王先生
713-703-5288

誠招住家保姆
德州奧斯汀家庭

孩子已上學，以做飯、
做簡單家務為主。

要求必須會講普通話,
有良好生活習慣,
有愛心.薪優,請電：
512-750-7446

韓國第一環境家電品牌Coway
誠聘銷售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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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優,女按摩師
糖城附近,正規床店,
招女按摩師,小費好

下班時間早,
員工相處和諧.

聯系電話:
713-820-1270

法式麵包點心咖啡館徵人,薪優
近萊斯大學.

誠徵●烤麵包師傅: 經驗不拘,待優.
工作時間: 早上4點至中午12點

無經驗者起薪$17/時, 有經驗者,待優面議
●有經驗糕點師傅 : 待遇極佳,薪水可面議

意者請電或短信: 713-550-2851
或Email: johnnyhsu@gmail.com

超市促銷員
誠 徵

超市週末促銷人員
需具合法身份
意者請TEXT

832-231-6517

International Airlines near HOU has immediate opening
for full-time 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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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Job Openings

Passenger Inside Sales

Cargo Reservation

Passenger Service Agent/Ramp Coordinator

AlliedStone Houston Hiring Office Administrator
Compensation package includes:
● Health Insurance Options
● 401K Options, Paid Time Off, Holiday Pay
We welcome all fresh graduates and a perfect candidate with office
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s apply.
Bilingual in Chinese and English will be a plus. Please send resume:
Randyl@alliedstoneinc.com or call 713-581-9300 Ext. 573
Address: 11502 Charles Rd, Houston, TX 77041

紅木家俱出讓
●中國明式紅木家俱

若干件套
●美式家俱若干件.

因搬家要出售.
品質優良,價格公道.

並可送貨到府.
有意者請電: 彭

408-876-0995

House售$20萬
3房,2衛浴,2車庫
1505尺. 地址:

12356 Newbrook Dr
Houston TX 77072

電話:
713-478-8412

西湖食品公司聘請銷售高手
中英文流利,

周一至周五,薪優,有薪假期。
意者請將履歷寄至:

Debra@westlakewholesaler.com
或電:713-983-8822

糖城家樂超市誠徵會計助理
中英文書寫流利,可獨立作業,

一年以上Quickbooks和Excel經驗.
有意者請將履歷寄至:

Debra@westlakewholesaler.com
或電: 281-313-8838

*40年針灸所

退休轉讓或合伙

意者請電:

713-661-0346Business Opportunity

店
面
生
意
租
售

誠聘機器維修工
糖城食品生產工廠, 聘請

機器維修工: 需有相關機械維修知識
或經驗，略懂英文更好.

公司年假, 醫療保險, 401K
電話: 337-326-9319 Jun 中/英
來電時間 ( 周一至五, 9點到5點 )

誠徵辦公室文員
招辦公室助理

近8號公路和290
中英文流利,可報稅.
請郵件簡歷到：

sales2.mp@gmail.com
或短信

281-786-5070

產品開發公司
誠聘3D-CAD
SOLIDWORKS
操作、設計人員

Peter@
corepacificinc.net

中國城旺鋪出租
9968 Bellaire #250A
( H Mart黃金廣場 )
可做餐飲或辦公室
984 SF,特價 $2500/月
意者請電: 林太太
713-385-1188

Owner Agent

誠聘辦公室文員
貿易公司全職崗位,要求中英文流利,
善於溝通,認真負責,在美有工作許可.

熟練操作QuickBooks和
All orders者優先，薪資面議。

發簡歷至: rick@naturesort.com

牙醫診所&餐館出售,辦公室出租
位Spring Branch 4000呎 (含所有設備)

要價35萬, 連地產售150萬
●賺錢炸魚炸蝦店出售( 位東北區)
設備全, 生意好, 可提供配方及培訓

售價30萬. 地產售105萬.
●中國城黃金廣場後,有辦公室出租

月租$2500, (樓上有房間可住),
請電: 832-617-4618 休斯頓蔡先生

NOW HIRING
Four Seasons Food
徵食品銷售人員

略懂英文,無經驗可.
意者洽: Lily & Helen
713-383-8818
Email: helen@

fourseasonsfood.com

*門面招租
將近2000尺

黃金廣場內

意者請短信聯系

832-878-7885

工廠招文員
(可在家上班)

文件整理,跟單,記賬
可提供培訓.需報稅

地點在休斯頓
929-253-6198

食品公司位於Pearland,現招聘
●辦公室採購一名: 男女不限,懂英文,能熟練
操作電腦,有食品蔬菜採購經驗者優先.
工作時間 7:00am-3:00pm

●財務經理一名: 需有2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財務相關專業畢業,中英文流利.
聯系電話 : 346-237-0067 周小姐

誠招通勤阿姨
照顧一歲多女孩
及簡單家務,

一周五天,薪資面議
請短訊或電話聯系:
865-283-2583

尋找保姆
West U. 兩個孩子,
兩歲和 8 個月.

周一,三,五和周六
會說普通話.
Call or text

713-865-0727

誠招住家阿姨
做飯和家務為主,
六十歲以下,
一周上班5天,
月薪優厚.
聯系電話:

281-844-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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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

Hom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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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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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專業服務

Insurance Service 2023年度奧巴馬保險計劃
公開申請期從11月1日到12月15日期間進行,
續保和新申請計劃從1月1日2022年開始生效.

中心保險事務所是資深注冊保險代理,
多年來一直竭誠的為德州各城市民眾

提供最專業保險業務服務.
電話:832-323-1368 346-291-8228,

地址7001 Corporate Dr # 222,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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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
屋
租
售

Sale/Rent

誠招住家阿姨
中國城 77036

照顧寶寶為主 做飯及
簡單家務. 長期用工
一周六天或七天都可以
要求有愛心 責任心
薪優.可短信或電話:
713-817-2819

雅房分租
限上班族

包水電,洗衣烘乾機
及網路. 交通方便,
6分鐘上8號及

West Park Tollway
意者請電 :

713-898-7822

老人生活助理
男女均可

善按摩,善烹飪
每天下午2-6點

中國城附近
工資面議.意者請電 :
832-743-7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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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維修工程師學員
Onestopmining是行業領先的礦機公司美國分公司，

因業務發展需要，招聘3名維修工程師學員,
負責公司設備售後的維修、保養、測試。要求至少高中學歷，
願意學習維修機械類型。能懂中文，能接受出差和駐現場維修。

有一定電腦、電路基礎者優先，有電子產品維修經驗者優先。
公司待遇優厚,帶薪節假日,牙醫和眼科保險等。有意者請發簡歷到:
zhaochun@smartoper.com或 liuhui@smartoper.com

CPA firm in S.W. Houston, TX
●CPA - 2-5 years CPA firm experiences
in tax or audit & Qbk

●Entry level Accountant
with Associate/BA degree in Accounting
Sponsor for H1B/Green Card
Resume email to: email@cmcdllc.com

誠聘會計兼文員
熟悉QuickBooks

Excel...中英文流利,
會粵語更佳.

Email履歷至:
jenniferitc
@gmail.com

高薪+提成聘用
熟悉eBay和Amazon

銷售人士,
另再聘一名

大樓設備修理工
位休士頓.意者請電:
346-239-0859

NOW HIRING- Sales
Sales experience, starting $4000/m, QuickBooks
Must be Fluent English, MS Office,
Self-motivated,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
Detailed Oriented, team player.
Resm: jobs91706@gmail.com
8787 W Bellfort Ave #900 Houston

誠聘物業管理助理
德州地產公司現招聘物業管理助理。

主要負責: 安排維修、協助租售、維護客戶
關系等。要求有一定英文水平，會流利

中文，工作有責任心，認真細致，善於溝通。
意者請發簡歷至: kli@ccim.net
或短訊聯係 : 832-380-0253

誠邀地產及貸款精英加入金鑰匙
開啟你人生的新篇章！金鑰匙專業的貸款團隊
是你堅實的後盾，使你用這把金鑰匙為更多的
客戶打開溫暖之家的大門！金鑰匙專業的地產
和貸款的精誠合作，為我們的客戶提供一站式
服務，地產貸款全套手續！誠招有執照的地產
經紀人和貸款的Loan Officer加入我們金鑰匙團

隊一起合作. 請電 281-468-6368
Email:goldenkeyhomelo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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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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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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帶槍執照
中國城軍火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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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金廣場內 )
281-236-4723申請帶槍執照

Gun License

Registration

招
生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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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Driving School

駕
駛
學
校

房
產
經
紀
人
Realtor

房地產經紀人
Kate Zhang

●個人房屋買賣
●商業房產買賣

微信：8324886304
電/短信：832-488-6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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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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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2

報稅服務

*凱 悅*

實惠的價格

輕鬆的享受

832-359-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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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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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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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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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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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1 Corporate Dr #203
832-277-7226 王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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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消
交
通

罰
單

Defensive D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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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年專業教學經驗~~~
832-863-8882 (中英粵越西語)

武林跌打傳人中醫
跌打損傷

專精:坐骨神經痛、肩周炎
一次治療基本痊癒，唯我獨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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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打傳人中醫
坐骨神經,肩周炎

順發裝修
地板人工 90￠/呎
地磚磁磚,紗窗紗門,
換熱水爐,室內外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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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盛裝修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小修小補.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請電: Sam 劉
832-606-7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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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國/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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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商業保險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身份,薪酬優厚.
713-371-2713戴師傅

蘇揚建築裝璜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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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請裝修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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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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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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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達建築裝修公司
政府注冊.百萬保險.15年經驗

承接：商業/住宅 的
翻新與改造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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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寶建築公司
本公司是一家大型建築公司

擁有各類大型建築設備及水電A/C等...
專業執照,施工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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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保險+質量保證+價格最低
聯系電話: 281-886-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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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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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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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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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專
業
油
漆

Painting Service

專做居家小活

702-888-5518

苗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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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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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專業裝修師傅,就是您的質量保證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 免費估價.

電話 : 832-380-1166 劉師傅

誠實裝修
內外油漆,屋頂補漏
水電木工,籬笆水槽.
安裝更換熱水爐.

多年經驗,價格合理,
質量保證. 請電:
832-866-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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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翻新,高壓沖洗,
大小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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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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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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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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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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382-5645Transportation

接
送
服
務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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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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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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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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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服務

1000
Mass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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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t+Body足身按摩店請人
位Sugar Land糖城, 環境好, 生意佳

誠聘有經驗,男女按摩師
全工或半工均可,需少許英文

收入好+小費極佳.
意者請英文電: 346-401-6197

福美裝修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保修二年.專業承接各種
新舊住宅,商業店鋪,

單包/全包均可.
水電,空調,磁磚,地板,
廚房/衛生間翻新

319-988-6868中文
832-903-1333英粵

上門修車
五十年經驗老師傅,
修理各種品牌大小
汽車. 上門服務,

隨叫隨到,收費低廉.
請電 :劉先生

713-518-3425Auto Repair

汽車保養修理 專收購舊車壞車
舊、壞 車
動 或 不動

一律高價收購
中英粵越。電話:
713-482-9267

上門現金收購
二手車

現金收購舊車,碰撞車
高於Trade in 10%

請電: Paul
346-234-9893

普通話/廣東話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700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福州裝修公司
政府註冊 。 一條龍服務

承接住宅/新舊餐館: 精細木工,磁磚,
布菲台,酒吧台,水電,油漆,廚浴改建.
大小工程,質量保證,20年裝修經驗.

832-748-1359 713-382-6434
老江 (國,福州)

雷射除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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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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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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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女按摩師
位於糖城按摩店,

誠請一名
Part Time女按摩師,

有意者請電:
832-397-9698

專精家庭
小修小補

清洗外牆,車道

請電 :

361-460-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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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請人

HIRING
for Massage

1000

路州Lake Charles賭場
每週日下午 2：30送
每週二上午 10：30接

中國城黃金廣場⇆Lake Charles 酒店
單程約兩個半小時,免自駕之勞頓,

7座舒適商務車,可代訂酒店.
三人及以上可門到門接送.

垂詢及預約電話:346-218-4568 李先生

Massage Store
SPA /Salon

For Sale

按摩店/美容院
出租或出售或合作

休斯頓東南
富白人區

12年店轉讓,
裝修雅致，生意穩定

月約10-12萬,
租約長.

請電/留言: 非誠勿擾
346-251-0351

牽手踱晚霞Marriage Wanted
女58歲,綠卡
活潑開朗,
性格溫和.

尋健康,真誠,
有居所的男士
共建家園.

58 years old,
lively, cheerful

nice lady,
looking for a

healthy,
sincere man

Call: 832-526-5423

姻緣一線牽
Pers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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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請人

HIRING
for Massage

1000 薪優,聘女按摩師
正規按摩店,位於

Rosenberg,需有執照.
電:832-468-2306
糖城附近(最好有執照)
以上能報稅,會開車.
電:713-820-1270

隨叫隨到裝修
專業漏雨
瓦片翻新

室內外裝修20年
經驗. ~免費估價~
713-269-9582
409-597-8188

*甜心寶貝*
11月 新人到

一流服务

9AM - 1AM

346-971-0078

進哥服務接送
機場,賭場,購物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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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電(手機號)
832-709-8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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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錢床店出售
休斯頓6號公路

靠近中國城20分鐘
賺錢按摩店出售

1400呎,房租$3434
房東查信用.
有意者聯系:

646-244-8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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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查詢，免費估價
電:518-331-6838
微信號：Johnnyyu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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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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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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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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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古箏
20多年教學經驗
3個月包會彈琴
纏弦箏 9折
鋼弦箏 8折

免費調音. 吳老師
832-458-1740古箏教學

鋼琴,電子琴教學
古典鋼琴，流行鋼琴、

電子琴演奏、
鋼琴電子琴伴奏課。

聯系電話：
713-363-1060
快手號：WZJP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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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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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順冷暖氣公司
安裝維修保養:各種家庭,商業冷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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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860-3388 蒲繼忠

車房門專家
商業,住家,鐵門及鐵柵

搖控車門器更換,
彈簧維修線路安裝,
品質保證,免費估價.

通國粵英語
20 年經驗,7天日夜.
713-598-8118(C)
713-777-793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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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房
門
專
家

Garage Service

精修車庫門
開門電機及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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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陸先生
281-827-5309
832-734-6808

頂好排污
德州執照TCEQ24431

抽餐館油井,
洗衣店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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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服務公司
執照電工.經驗豐富.
灑水系統,家電維修,
水電新建和修理,

洗衣,烘乾,冰箱,熱水爐
打碎機,下水道,

281-610-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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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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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銷售安裝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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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理賠

萬家樂冷暖氣
政府執照TACLB95906E百萬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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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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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dening

700700

誠信專業水電
專精上下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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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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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832-708-8688
短信832-929-2771

陳氏專業冷氣
冷暖氣系統

保養,維修,安裝,
家電,熱水爐.

政府執照,15年經驗
請電: 陳(英粵國越)
281-236-2846

電 腦 專 家
電腦維修，IT技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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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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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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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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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住家及商業地區,
讓您擺脫蟑螂/螞蟻/蜘蛛/老鼠/白蟻等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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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346-252-9893Pest Control

殺
蟲
專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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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潔水管公司
832-722 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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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熱水器過濾水器等
水管系列安裝維修工程

城市申報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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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電: 蕭師傅
832-490-7988

通水管
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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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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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粵/ 國 / 英 / 墨西哥

PN Pro Glasses門窗公司
品質保證+安全保證+價格便宜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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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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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英文/越語 : 346-561-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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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庫門安裝維修
曹 832-576-6957
●招助手或學徒

籬笆Fence專
業
砍
樹
服
務700

龍運疏通
廚房及廁所漏水疏通
水龍頭,噴頭,破碎機
按裝. 經驗豐富,

價格最低(政府執照)
陸先生(中文).請電：
281-818-6524

浩記冷暖氣維修
冷暖氣維修更換,

商用cooler,freezer,
熱水爐器更換或維修

請 電:
832-759-4638

Door/Window Glass

玻
璃
門
窗
專
家

專業砍樹
華人經營,專業砍樹,

修理樹枝,挖樹根,栽花,
種樹,鋪草皮.各種場地
清理,修建籬笆圍牆,

清理水槽,清垃圾,排後院
積水.搬家及雜活.

*全市最低價150元起*
832-969-5083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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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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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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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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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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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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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寓，住家，辦公室，倉庫遷移。
●市區內、紐約、加州、全美長途、回國傢俱

包裝及自用車運送。
●政府合法執照,25年經驗,工作保證,誠信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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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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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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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小時服務 832-367-6090國,越南,廣東

地毯清潔
Carpet cleaning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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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
工
廠

700

Iron Works

專精各種漏水
舊屋水管換新,
屋頂,地下漏水
修換熱水器

832-217-6958修
713-885-4818英

專收購舊車壞車
舊、壞 車
動 或 不動

一律高價收購
中英粵越。電話:
713-482-9267

武林跌打傳人中醫
跌打損傷

專精:坐骨神經痛、肩周炎
一次治療基本痊癒，唯我獨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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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打傳人中醫
坐骨神經,肩周炎

Long's專業修理
多年經驗Sears'專業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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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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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電: Louis 劉
646-508-3311

水 水 水
解 決

家裡上下水問題

702-888-5518

苗師傅

Transportation

機
場
接
送

800路州Lake Charles賭場
每週日下午 2：30送
每週二上午 10：30接

中國城黃金廣場⇆Lake Charles 酒店
單程約兩個半小時,免自駕之勞頓,

7座舒適商務車,可代訂酒店.
三人及以上可門到門接送.

垂詢及預約電話:346-218-4568 李先生

路州賭場接送
Casino

Transportation

上門現金收購
二手車

現金收購舊車,碰撞車
高於Trade in 10%

請電: Paul
346-234-9893

普通話/廣東話

花園噴水系統
專業安裝和修理
執照#0019006

電 話 : 吳
832-818-3185

國語/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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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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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利制冷水電
快速維修 空調,
制冰機,抓碼櫃,
冷庫, 水電...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政府認可~~
請電：陳師傅

917-892-7988

通水管
排污

德州帶槍執照
中國城軍火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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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金廣場內 )
281-236-4723申請帶槍執照

Gun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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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 AC
Service

冷
暖
電
氣

700

通水管
排污

雅聖冷暖氣
專業維修、安裝
冷暖氣系統,

維修更換熱水爐.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電話：陸先生
346-606-6871

電腦手機維修
Shan's Computer
20年維修經驗!

9600 Bellaire Blvd#120
王朝商場內120室
832-790-1141

各種維修服務
Computer Service

700

德州執照電工
Master Electrician &
Electrical Contractor

執照號 36638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電話 :
832-662-8528

Piano鋼琴教學

We move - House - Apartment - Office -Storage
local and long distance,call now for free quote !

More Than 18 years Experience
best price Guaranteed.保證最好價格

Call: 832-289-6211
長短途搬運832-265-9258
超過23年專業經驗,免費估價,

Tony's Fast Movers 快速搬運
Moving and Delivery Services住家/公寓/公司

上門修車
五十年經驗老師傅,
修理各種品牌大小
汽車. 上門服務,

隨叫隨到,收費低廉.
請電 :劉先生

713-518-3425Auto Repair

汽車保養修理

電腦維修
Computer Service

800

古箏教學

教古箏
20多年教學經驗
3個月包會彈琴
纏弦箏 9折
鋼弦箏 8折

免費調音. 吳老師
832-458-1740

雷射除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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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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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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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平鐵工廠
經營多年,專修

鐵門護欄, 碰撞銹蝕,
餐館設備,爐頭,

工藝鐵門.
金屬構件加工.www.
taipingironworks.com
281-785-9895 劉

●招焊工學徒及鐵工幫手

航天專業焊接
鋼結構廠房制作,改建,

擴建.
鋼結構樓梯,扶手,欄杆

設計制作安裝.
不鏽鋼銅等各種維修焊接
上門服務,經驗豐富,
保證質量. 柴師傅
786-247-9180

小山東冷暖氣
專業維修為您省錢. 住宅/商鋪,節能空調.

精修冷暖氣系統,冷暖氣維修更換,
專業安裝節能空調,保修3年,

新空調,10年質保,
維修,安裝,價袼公道,質量保證.
~政府認可～ 24小時急修急通.

電話: 626-407-9232（小侯 Jim）

牽手踱晚霞Marriage Wanted
女58歲,綠卡
活潑開朗,
性格溫和.

尋健康,真誠,
有居所的男士
共建家園.

58 years old,
lively, cheerful

nice lady,
looking for a

healthy,
sincere man

Call: 832-526-5423

姻緣一線牽
Personals

北夏接送服務
機場,碼頭,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有4人7人座服務

832-382-5645

進哥服務接送
機場,賭場,購物訪友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安全準時

7人座奔馳SUV
新款Nissan 4人座

請電(手機號)
832-709-8947

地毯清潔
Carpet cl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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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ing Service

水務
電器

通水管
排污

通水管
排污

分類廣告專頁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Jack冷暖氣服務

安裝 保養 維修

請電:Jack 梁

346-491-1751

鋼琴,電子琴教學
古典鋼琴，流行鋼琴、

電子琴演奏、
鋼琴電子琴伴奏課。

聯系電話：
713-363-1060
快手號：WZJP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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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家公司
Moving Service

搬運快送
箱式貨車Cargo Van
Couriers Delivery Moving
公寓, Office, Studio

商店, 餐館.
家具,建材,電器,

購物,提貨.
346-218-4568



Wednesday , Novermber 16  2022|

Republicans on verge of U.S. House 
majority in midterm e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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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Nov 15 (Reuters) - Republicans on Tuesday 
were closing in on majority control of the U.S. House of Rep-
resentatives, a midterm victory tempered by the unexpectedly 
narrow margin they will hold over Democrats as they usher in 
two years of divided government.

Republicans so far have won 215 seats in the 435-member cham-
ber, Edison Research projected, with 218 needed for a majority. 
Calls in tight races in states including California and Colorado 
later on Tuesday would likely allow Republicans to wrest control 
of the House from President Joe Biden’s Democrats, who trail 
with 204 seats.

The news could coincide with a speech at 9 p.m. ET (0200 GMT 
on Wednesday) by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from his Flor-
ida home, where he is expected to announce his 2024 presidential 
bid even as his Republican Party is showing early signs of Trump 
fatigue.

The anticipated House victory for Republicans will be far short 
of the “red wave” they had predicted for the Nov. 8 midterm elec-
tions, and some in the party have blamed Trump for the disap-
pointing showing.

U.S. state of Georgia’s six-week abortion ban blocked by judge
Opioid overdose reversal drug likely safe for OTC use, says FDA
U.S. House Republicans nominate McCarthy for speakership, 
source says
Democrats retained control of the U.S. Senate after keeping seats 
in competitive races in the swing states of Arizona and Nevada, 
and could win outright majority control if Democratic Senator 
Raphael Warnock beats Republican challenger Herschel Walker 
in a Georgia runoff on Dec. 6.

The divided Congress next year will mean Biden has a far 
tougher time advancing his agenda - from expanding domestic 
social programs and raising taxes on the rich and corporations to 
helping Ukraine in its battle against Russia.

Without a resounding victory in the House, Republican Leader 
Kevin McCarthy suddenly faces doubts about his bid for the 
chamber’s speakership, including a challenge by hardline conser-
vative Representative Andy Biggs.

As House speaker, McCarthy would be second in line of succes-
sion for the presidency after the vice president when Congress 
convenes in January.

The speaker, elected by the entire House, sets the unwieldy 
chamber’s legislative agenda and the political tone of the party 
in power. If successful in his election bid for the speaker’s chair, 
McCarthy would succeed Democrat Nancy Pelosi.

In retaliation for two impeachment efforts by Democrats against 
Trump, House conservatives already are gearing up to investigate 
Biden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and the president’s son Hunter’s 
past business dealings with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 and even 
Biden himself.

They have publicly talked about seeking cost savings in the 
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 safety-net programs, and making 
permanent 2017-enacted tax cuts that are due to expire.

But much of their agenda could be scuttled by the 
Senate, where Democrats kept their majority, as well 
as Biden’s veto power over legislation.

Ballots from the Nov. 8 midterms are still being 
counted in races across the country a week after the 
vote. Late on Monday, Democrat Katie Hobbs was 
projected as the winner of Arizona’s closely fought 
governor contest, prevailing over Kari Lake, one of 
the most high-profile Republican candidates to em-
brace Trump’s false claims of voter fraud in 2020.

Lake has yet to concede. After the race was called, 
she tweeted, “Arizonans know BS when they see it.”

[1/2] House Minority Leader 
Kevin McCarthy (R-CA) speaks 
during a news conference about 
the House Republicans "Com-
mitment to America"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apitol building in 
Washington, D.C., U.S., Septem-
ber 29, 2022. REUTERS/Evelyn 
Hockstein



CC66English
星期三       2022年11月16日       Wednesday, November 16, 2022

President Biden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met in Bali,
Indonesia, for nearly three
hours trying to find
common ground to ease
the lowest poi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s two superpowers.

After the meeting,
President Biden said, “I
absolutely believe there
need not be a new Cold
War. We’re going to
compete vigorously, but we
’re not looking for conflict.
”

President Xi also said,
“The world has come to a
crossroad and we need to

chart the right
course. The world
expects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In the
meeting, Taiwan
was a
centerpiece of the
conversation.
Beijing has long
sought for
eventual
unification, but on
multiple
occasions, Biden has said
the U.S. would defend the
island.

We are
very glad
to see
that the
two
nations
pledged
to restart
climate
talks and
agreed
that both

sides should resume
communication after
months of silence, and it
was additionally
announced that U.S.
Secretary of State Blinken
will soon travel to China.

Actually, the world is
watching the two
superpowers with hopes
they will bring solutions to
the many problems we are
facing today, including the
war in Ukraine and the
economic difficulties facing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globe.

Today we must admit
that China has become a
superpower. Without their
participation, we just can’
t solve many of the world’
s problems.

We are expecting that
the meeting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will send a
message and bring peace
and prosperity to the world.

1111//1515//20222022

Competition Not ConflictCompetition Not Conflict

Editor’s Choice

People attend the funeral of Mukaddes Elif Topkara and Adem 
Topkara, two of the six victims of Sunday’s blast that took place on 
Istiklal Avenue, in Istanbul, Turkey. REUTERS/Kemal Aslan

Newborn baby Leonardo rests on his mum’s Viviana Valente arms, inside a room of the Santo 
Spirito Hospital, as the U.N. forecasts the world will reach 8 billion people around November 
15, 2022, in Rome, Italy. REUTERS/Remo Casilli

A man carries an empty water tank through a flooded area after the impact of the tropical 
storm Julia, in Progreso, Honduras. REUTERS/Yoseph Amaya

A steel worker of Thyssen-
Krupp stands amid sparks of 
raw iron coming from a blast 
furnace at a ThyssenKrupp steel 
factory in Duisburg, western 
Germany, November 14, 2022. 
REUTERS/Wolfgang Rattay

China’s President Xi Jin-
ping (C) talks with United 
Arab Emirates President 
Sheikh Mohamed bin 
Zayed Al-Nahyan (L) at 
the opening of the G20 
Summit in Nusa Dua on 
the Indonesian resort island 
of Bali.  BAY ISMOYO/
Pool via REUTERS

A drone show with welcoming 
words is seen above the Doha 
skyline, ahead of the FIFA World 
Cup 2022 soccer tournament in 
Doha, Qatar. REUTERS/Amr 
Abdallah Dal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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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s
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the world? How 
many die each year, and how many babies are born?  
These are key questions that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around us. The global population dataset 
is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at Our World in Data: it 
underpins nearly every topic we cover.
The UN releases an update of it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every two years. Its latest release was due 
in 2021 but was delayed as a resul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But, today – on World Population Day 
– the long-awaited dataset has been released. The 
following article highlights some of the key findings 
of the twenty-seventh publication of the ‘World Pop-
ulation Prospects’.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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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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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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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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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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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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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he Global Population Is Projected To                          
Peak At Around 10.4 Billion In 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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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he Global Fertility Rate Has Continued                               
To Decline To 2.3 Births Per W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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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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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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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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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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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Population Highlights
The Current World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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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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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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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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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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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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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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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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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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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Findings From The 2022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Prospect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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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around the space where you are sitting. How many 

of the things you see were not available to you as a 

child? Perhaps you note a laptop, smart phone or Wi-Fi 

connection? Now imagine these things vanished. What 

would your life be like? Think back to when you were a 

child. Could you have imagined the items you now can’t 

live without? This same dynamic may soon be on the 

horizon for jobs on Mars—we may one day wonder how 

we ever confined our human activities to Earth.

Advancing technology continues to create more unique 

and interesting jobs—for now, all of them based on plan-

et Earth. But change may be upon us.

If the human race is to continue for another million 

years, we will have to boldly go where no one has 

gone before,” the late Stephen Hawking argued.

As Elon Musk, Jeff Bezos, NASA scientists and others 

continue to bring the possibility of living on another 

planet into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reality of an inter-

planetary economy and job market could be just around 

the corner.

By 2024, Musk’s SpaceX aims to send the first astro-

nauts to Mars. President Trump’s 2020 budget includes 

funding for a manned Mars mission to launch as soon as 

2026, with a goal of bringing back samples of the Red 

Planet. Such studies of rock, soil and atmosphere sam-

ples could bring new insights into the sphere’s geology 

and water presence, and may even locate evidence of 

past or current life.

In fact, multiplanet settlements maybe crucial for 

the long-term survival of humans. Amazon’s found-

er and CEO Jeff Bezos believes that expanding our 

living options in our solar system “is not some-

thing that we may choose to do; this is something 

we must do.”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natural 

resource constraints,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and 

potentially deadly asteroids or other natural di-

sasters could leave Mother Earth with a limited 

capacity to sustain our continued growth. Colo-

nizing another planet could lift the barriers Earth 

may present to the continued expansion of humani-

ty.                                                                                                                                                                                                                                                             

Why Mars?

While planets in our 

solar system are subject 

to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the dangerous el-

ements of space, Mars 

has some similarities to 

Earth. It is also in what 

is called the Habitable 

Zone, an area where 

conditions might poten-

tially support life. While its air is too thin to breathe 

and its surface temperature too cold for unsheltered 

life, Mars—unlike other planets in our solar system—

has the benefit of a 24-hour day, four seasons, can-

yons, volcanoes, polar ice caps, river beds, dried lakes 

and even some liquid water. Based on our current ex-

plo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our solar system, there 

is no planet better suited to interplanetary migration 

than Mars.

What Jobs Will Be Available On Mars?

Initially, a strong background in science and mathe-

matics will be most desirable. However, as a yearn-

ing to see more of Mars accelerates, films, television 

programs, and reality shows marketed on Earth will 

attract talent of all kinds to the Red Planet.

The opportunity to be highly innovative on Mars will 

be another aspect of work on the planet and a strong 

additional talent attractor. An early Mars colony could 

generate a lot of income by being an inventors colony. 

Isolated from the distractions of Earth and challenged 

to come up with solutions to problems on the planet, 

Mars will be a pressure cooker for innovation with 

inhabitants being free to innovate without the bureau-

cracy on Earth,” explains Dr. Robert Zubrin, founder 

of the Mars Society and author of the new book The 

Case for Space.

How Do I Apply For Interplanetary Work?

Interplanetary job seekers can apply for desired op-

portunities on the career web pages of organizations 

such as SpaceX, Bezos’s Blue Origin and NASA. 

Also helpful will be specialized industry job sites like 

Space Individuals and Space Careers. NASA has even 

released poste advertising jobs on Mars for surveyors, 

farmers, teachers and technicians. While most jobs 

working in space are currently based on Earth, space 

exploration companies require people in every career 

discipline. Opportunities in engineering, design, soft-

ware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human resources, 

finance, IT, legal, marketing, sales and many other 

jobs that exist on our planet will be available.  

How Will I Get To My New Job?

To make Mars a viable option for a new economy, 

affordable, safe, reliable and frequent transportation 

must be availa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Reusable rock-

et technology like Musk’s will be essential to creating 

the equivalent of an airline industry in space. Initial 

passenger rockets could potentially carry up to 100 

people or more and 450 tons of cargo. 

Will It Be Safe To Live And Work On Mars?

If terraforming, or any other transformative process, 

is used in an attempt to alter the environment to make 

Mars habitable, there is no guarantee of a positive out-

come. Warming the planet could awaken previous or 

current Martian life forms, with unknown consequenc-

es. A lower gravitational pull could weaken our bones 

and muscles, and increased radiation may heighten 

our chances of cancer. In all cases, safety is a concern 

and the loss of life is a distinct possibility for early 

settlers. Initial isolation from larger groups of people 

or a sustained dramatic change to social, living and 

dietary conditions, along with sleep disorders due to 

slightly longer days, could present a challenge to the 

mental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of those living and 

working on Mars. 

How Will I Communicate With Those On Earth?

Eventually, near-real-time holoportation capable of 

virtually placing people in the same room, even if they 

are on different planets, will make communicating 

with family, friends and co-workers on Earth a natural 

and seamless experience. As image and personal bot 

technologies advance, your physical location may not 

matter all that much.     

Are Earth Visits An Option?

With the doubling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bout every 12 to 18 months, return visits to Earth will 

certainly be in the cards someday. Until then, holo-

gram rooms and other technologies could provide vir-

tual reality visits that come fairly close to feeling like 

you are back on Earth. If you decide to break up your 

travels and live on the moon first, as Bezos advises, the 

chances of an Earth holiday are pretty good.

Where Will I Live, Eat and Shop?

Initially, all living, eating and shopping spaces will be 

indoors to insulate humans from unbreathable air and 

cold temperatures. If the planet behaves favorably in 

our attempts to inhabit it, future communities could 

mirror those on Earth, and familiar activities could 

even include grabbing lunch at McDonalds.  But con-

sidering the likely cost of raising cattle on Mars or de-

veloping and producing lab-grown meat, you should 

expect to pay a lot more for your Big Mac. Vegetables 

will most likely be the first crops grown on Mars, so 

a salad may be the best choice for your budget. As for 

shopping, Amazon could still be your desired option: 

Bezos is already planning deliveries to the moon.

Healthcare On Mars?

Recruitment decisions will need to be thoughtful and 

measured, and contingencies must be in place for re-

deploying skills and talents to other meaningful work 

when a person no longer fulfills his or her job respon-

sibilities or the position isn’t needed. This will also 

lead to considerations of disability and retirement. To 

ensure a high quality of life for all Mars citizens, pro-

grams must be in place to house and care for those 

who can no longer do these things for themselves, and 

a universal health care and universal basic income 

model could guarantee health care and a minimum liv-

able income to everyone, regardless of circumstance. 

However, the social-economic dynamic on the Red 

Planet could change as a space airline industry devel-

ops, as noted earlier.

Will I Feel Like I Belong On Mars?

Once a homogenous Martian population evolves, will 

those from Earth be welcome on Mars? Will an inde-

pendent Mars economy evolve, or will Earth be fiscal-

ly strengthened and positioned as the central economic 

hub of our solar system?                                 

If Mars does develop an independent economy with 

little to no reliance on an import/export market, will 

it become sovereign from Earth? Will such sovereign-

ty create political and power struggles, divided ideals 

and, ultimately, lead to a scenario like that in H.G. 

Wells’ War of the Worlds? Education and understand-

ing will be key as humans seek to inhabit other planets 

in our solar system and, perhaps someday, beyond. 

Organizations like the National Space Society, a non-

profit group dedicated to the creation of a spacefaring 

civilization, has been leading the charge in this area 

since 1974 and is a good source for research, articles, 

publications and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how those 

on Earth can leverage “the vast resources of space 

for the dramatic betterment of humanity.” The Mars 

Society, founded in 1998, is another helpful source of 

information specifically related to human settlement 

on the Red Planet.

On Mars, humans will discover unique ways to con-

tribute meaningfully to our cosmos and perhaps even 

sustain the human race. (Courtesy forb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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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一年一度的奧
巴 馬 保 險 （Obam-
acare） 的開放註冊
期 11/1/2022-1/15/
2023已經開始 。建議
有需要的朋友千萬不
要錯過。而且對現有
奧巴馬醫保的人士，
你要了解明年的保險
計劃將會有比較大的
調整， 所以您很有必
要重審或更換您現有
的保險計劃。就我們
目 前 掌 握 的 信 息 ，
2023年將會有新的保

險公司加入德州奧巴馬醫保市場, 同時也有兩家保險
公司會退出德州奧巴馬醫保市場，這兩家公司分別
是Bright Health和Friday。據了解，德州有上萬消費
者選擇了這兩家公司的奧巴馬醫保計劃。如果您或
家人現在有這兩家公司的奧巴馬醫保計劃，請一定
要在這段開放註冊期間盡快與我們取得聯繫，以儘
早選擇和更換成新的保險計劃。

否則，如果錯過了這一年一度的開放期， 如果
您不滿足特殊註冊期的條件的話，就要等到下一個
年度的開放註冊期才能申請或調換計劃。鑑於醫療
保險對於每個個人和家庭的重要性，瑞源保險事務
所建議有這方面需要的朋友要充分利用這一年一度
的開放註冊期重新檢查您自己的現有保險計劃看看

是否還滿足您或您家庭的需要，並根據需要對您的
保險計劃做出必要的調整。為了方便大家讀懂您的
保單，我們下面就來跟大家重溫一下與醫療保險相
關的一些常見術語，希望能對大家在審查現有保險
計劃和篩選新的保險計劃時有所幫助。

與醫療費用有關的常見術語
Premium (保費)：指受保人定期向保險公司支付

的費用，通常是月付。
Deductible（自付額 ）：在保險公司開始賠付

前，投保人自己要先付的錢。
Co-Pay（共付額）：類似掛號費，每次看醫生

時都要付，若是專科醫生可能會稍貴，每個計劃收
費可能不同。

Coinsurance（共同保險）：保險公司給醫療費
賠付的百分比。例如：20/80（個人承擔20%，保險
公司承擔80%）。當你付完自付額後，你只需要支
付醫療賬單的20%，保險公司會支付賬單的80%。

Out-of-pocket maximum （MOOP 或最高自付
限額）：在一個固定時段內，通常為一年，個人自
費支付的所有醫療費用的最高限額, 比如全年累計支
付的deductible, copay or coinsurance（不包括保險
費premium）稱為投保人最高自付額。 MOOP達到
以後保險公司會覆蓋100%的費用，但Copay通常還
需要繼續支付。 2023年個人計劃的年度自付額上限
為9100美元，家庭為18200美元。這部分費用也在
逐年遞增。

與醫療網絡有關的術語
In-Network Provider：是指和保險公司簽約的醫

院和醫生。
Out-of-Network Provider：是指和沒有和保險公

司簽約的醫院和醫生。
在看醫生前，最好先確認這個醫生或是診所是

保險公司網絡內的醫生，這樣保險公司賠付的比例
會是最好的。有些保險計劃同常不支付計劃網絡外
的醫療費用。

HMO（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最
常見的醫療計劃之一，該計劃要求您必須選擇一位
Primary Care Physician（家庭醫師），要看專科醫生
的話，通常先到家庭醫師那邊拿 Referral 轉診，而
這些專科醫師都必須是網絡內的醫生。這種計劃保
費通常較便宜。但是也有些HMO計劃沒有轉診的要
求，請諮詢資深保險顧問了解詳情。

PPO（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zation）：最常
見的醫療保險計劃之一，好處是不用選家庭醫師，
可以直接找專科醫生看診。醫療網內外的醫師都可
以看，但網外醫生可能自行負擔的金額較高。

EPO（Exclusive Provider Organization）：只能選
擇網絡內任何醫生或醫療機構，不過不需要轉診。

POS（Point of Service）：POS 計劃是 HMO 和
PPO計劃的另一個混合體。您可以在一個HMO的網
絡內選擇一個“家庭醫生”來協調您的醫療方案，
醫療網內外的醫師都可以看，但網外醫生可能自行
負擔的金額較高。 POS計劃要求您從您的家庭醫生
那裡獲得轉診才能看專科醫生。

希望以上信息會大家有所幫助。鑑於醫療保險
計劃的複雜性，瑞源保險事務所溫馨提醒大家，在

選擇保險計劃時一定要找經驗豐富的專業保險代理
幫您選擇和比較保險計劃，免得您自己費時，費力
，費心。通過瑞源保險事務所申請沒有任何手續費
和任何額外附加費用，因為保費都是統一定價的，
所以通過經驗豐富的代理申請是最明智快捷的選擇
。我們代理本地區最全的醫保計劃，醫保計劃的全
面性和醫保諮詢的專業性是德州瑞源保險事務所的
核心競爭力，在本領域享有盛譽。

我們事務所代理奧巴馬保險多年，連續多年榮
獲奧巴馬醫保精英獎，我們每年都會花費大量的時
間調查和研究市場上的保險計劃，所以我們熟知保
險條例和保險計劃所涵蓋的內容。我們一定會根據
您的需要，幫您精心挑選出最適合您的保險計劃。
歡迎大家諮詢，面談和電話均可快捷高效申請。

瑞源保險事務所創始人張瑞女士擁有約20年的
保險行業經驗，曾擔任美國保險公司副總多年，是
美國醫療保險協會認證會員，長期護理保險認證專
員和資深醫療保險專員，奧巴馬醫保精英獎獲得者
。積極義務服務社區並長期舉辦知識類講座。張瑞
女士直線電話：214-971-8026，微信個人號：
12149718026，公司電話： 214-937-4287 Email: IN-
FO@BENEFONS.COM。公司在達拉斯和休斯頓均有辦
公室，服務全德州居民。

注：瑞源保險事務所文章未經允許請勿轉載，
歡迎個人轉發。

20232023 奧巴馬保險開放註冊奧巴馬保險開放註冊，，秒懂您的保單秒懂您的保單

上一期專欄我們做過S corporation和 C corpo-
ration的比較。總的來說對於中小型、不尋求上市的
企業， S corporation因為只有一重稅，在省稅方面
比較佔優勢。以下三類人群可以考慮將C corpora-
tion轉變成S corporation。

1. 剛剛拿到綠卡的企業主。拿到綠卡之前只
能選擇C corporation或者partnership 合夥人形式。
拿到綠卡之後， 出於省稅的考慮，會選擇S corpo-
ration。

2. 原C corporation的外國人股東或公司股東
退出，公司股東只剩有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者。

3. 個人通過股權合約買下100% C corporation
的股權。

C corporation轉換成S corporation可在一年中的
任何時候提交申請並在下一年生效。如果您想要這
種轉換在當年就生效，轉換申請的遞交必須在年初
的75天之內。如果超過75天（超時遞交），必須要
有充分的理由才可以仍然選擇當年生效。

轉換的過程很簡單。提交表格2553即可。超時
遞交表格，需要在表頭標註”FILED PURSUANT TO
REV.PROC. 2013-30”。如果是在報稅的時候超時提
交表格2553，需要在稅表1120S上標註超時遞交。

由轉換而生效的S corporation不是原生態的S
corporation，是從C corporation轉換過來的。雖然

轉換之後會比較省稅，但隱藏在C corporation時的
沒有實現的許多非S corporation的稅上面的問題需
要特別注意。

1. C corporation的時候有沒有用完的公司虧
損（Net operating loss）。這種虧損在c corporation
的形式下是可以抵消之後年份的盈利從而省稅的。
但如果公司轉換成S corporation，這些虧損就會丟
失殆盡，不可抵消S corporation的盈利或者轉換成
個人虧損。所以在做轉換之前，請務必考慮這方面
的損失。

2. 公司投資收入。一般情況下，轉換後的S
corporation依然會涉及一種特殊形式的投資收入稅
。投資收入包括利息、分紅、租金收入、股票盈利
等。如果這種投資收入超過 S corporation毛收入的
25%，且S corporation帶有 C corporation盈餘公積，
這種特殊形式的投資稅就會被觸發。這種情況連續
發生三年， S corporation的資格就會被取消。避免
這種情況的發生可以將這些投資收入直接轉換為個
人投資收入。

3. 隱藏增值稅。正常情況下，S corporation
不會欠稅，因為所有的收入都轉移到業主個人稅表
。但如果S corporation是從C corporation形式轉變
過來的，而 C corporation的時候有增值的資產，如
房地產，這些在S corporation之前增值的部分就會

存在隱藏增值稅。這些資產在S corporation生效之
後的五年之內賣掉，需要按照C corporation形式算
稅。五年之後就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

4. 後進先出（LIFO）庫存隱藏稅。如果原C
corporation的庫存是以後進先出的形式計算，在它
轉換為S corporation的那一年的稅表上要體現這種
庫存隱藏稅。這種庫存計算方式會隱藏庫存增值稅
。試想庫存在增值情況下，c corporation轉換成了S
corporation。 S corporation賣的貨一定是在S corpo-
ration的時候買的。在庫存量不增加或增加的情況下
不會觸及到原C corporation時候買的庫存。而此時
的原有庫存已增值，為了堵住這個缺口，國稅局製
定了相應的法案。公司庫存要在轉換的當年重新以
先進先出（FIFO）形式及當時的市場價計價。 FIFO
計價高於LIFO計價部分需要隨同C corporation的最
後一年稅表申報，所欠稅額可在四年內繳納。市值
高於FIFO計價的部分記錄在S corporation的稅表內
成為隱藏增值稅。

5. C corporation 形式下的累積盈餘。由 C
corporation轉換成 S corporation的最主要的原因是
避免了C corporation的雙重稅：公司稅及股東分紅
稅。在將公司轉換成S corporation後，很多人一定
會竊喜，C Corporation 剩餘的還沒有分紅給股東的
累積盈餘是不是就可以省掉了股東的分紅稅了？ No

！根據稅法，這部
分積累盈餘要記錄
在 S corporation 的
稅表上，一旦公司
的利潤分紅觸及到
這部分累積盈餘，
股東在個人稅表上
還 是 要 以 分 紅
（dividend） 形 式
繳稅。

知己知彼，百
戰不殆。要想合法
合理避稅，必須要
全面掌握稅法。希
望我們的這些稅務小常識能夠幫助您理解並合理運
用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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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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