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遮面”渐成常规】
截 至 15 日 ，纽 约 、康 涅 狄 格 、马 里

兰、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等州政府均已
发布行政令或官方建议，提出在逐步放
松“居家令”等限制人员活动措施后，民
众出行、尤其前往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
时，应戴上口罩或其他“遮面”用品。

不过，不清楚美国民众是否能迅速且
普遍接受这一“新常规”。

【一线医护仍缺口罩】
美国各州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

作者仍然普遍面临 N95 级口罩等防护用
品短缺问题。

路透社清点，截至15日晚，全美已有50
多名医护人员在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或出现
疑似症状后死亡，至少16人病死在纽约州。

圣约翰医疗中心在一份声明中说，从
14日起，医院将为所有照顾确诊或疑似新

冠病人的护士提供N95口罩，承诺增加防
护装备供应，并每日消毒。医院承认：“全
国都面临（防护用品）短缺，这不是秘密。”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的抗
疫指南至今没有强制性要求救治新冠患
者的医护人员佩戴 N95 口罩。根据疾控
中心 15 日发布数据，全美累计至少 9200
名医务工作者感染新冠病毒。

据新华社电

新冠病毒疫情在美国扩散期间，美国
各界就“需不需要戴口罩防病毒”逐渐改
变看法。不少人曾视戴口罩为有病表现，
如今包括疫情重灾区纽约州在内，越来越
多州政府开始正式建议或规定：在一些人
群密集的公共场合需要用口罩等防护用
品“遮面”。随着疫情趋于平缓、生活逐步
重回正轨，戴口罩可能成为美国人习以为常
的一种装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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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区免费上门服务 ★

清洁大王金干线
高空清洗、拆装、单位、家庭保洁、沙
发、地毯清洗、石材翻新、保养、单位
日常保洁托管。电话：8866002

专业通下水
15297091140
清理化粪池

青海龙泉中心陵园
公墓园林化 服务人性化
地址：西宁南川东路逯家寨 6275120、6275121

凤凰山公墓、南陵公墓
环境优美，提供骨灰寄存，提供优质服务
电话：13897588177 13007716995
地址：南山公园东侧

汽 车 锁 、保 险 柜 、更 换 防 盗 锁 芯
百姓开锁6111110

公安局备案

老张开锁6133433
保险柜，汽车，换指纹锁，防盗锁芯

公安备案

信源财税贴钱代办公司
打造青海财税优质品牌，打造高性价比

代账商标社保审计

18997156699 40000-67-999

青海神安民族殡仪馆
实行市政府惠民减免政策计720元，24小时竭诚为您服务。
8013263、13709781499、0972-8389583西宁韵家口向互助方向4公里

西宁颐宁公墓
园林化设计、人性化服务

地址：城西区羚羊路直上山
电 话 ： 0971- 6308997、0971- 6300721

城北大山搬家

18697195444
8210666

专业疏通王
清理化粪池、高压疏通
15897140392

专业管道王
通下水、安装上下水管、清理化粪池
8455559含州县

有发票

通下水清化粪池
高压疏通、安装维修、上下水管道
6274987、15202563373

专业通下水清化粪池
13897634638有发票

化粪池高压疏通
13897119749

专
清

（含州县）

青海千仙居陵园
风水宝地千仙居，人生百年后花园
4000130095 18697257890

专业疏通下水
专业清理化粪池

18009787074

承接钢结构、网架、玻璃温室、彩钢工程

诚栋彩钢

18709783666 18997156789

专业生产彩钢板、钢结构

民惠家政18397115419
5137679

擦玻璃、保洁、高空清洗、粉刷、拆除、装饰、水电暖维
修改造、房屋修缮、烟道清洗、防水。有保险、有发票

专业管道水暖
通下水、改装上下水、管道漏水
地暖清洗7733133

宾馆，酒店桌椅，空调，办公用品，制冷设置，工
程设备，铁铜铝，库房积压物资KTV设备等

13897587365回收、拆除 步步高搬家电
话6110110

28年老品牌
城西：5505777 城中：6111555
城东：8171222 城南：8228844

美盛保洁13327684433
擦玻璃、保洁、沙发、地毯清洗、
粉刷、室内翻修，有保险、发票。

厂房，库房出租
南川东路水磨青海机电检测研究所院内有厂房，库房对外出
租，水电齐全，交通良好，价格便宜。电话:13195791178

北山市场招聘
安保人员若干名。待遇：基本工资+
绩效工资+餐补+保险、可提供住宿。
要求18-54岁，男性、身体健康、从事
过安保及复转军人优先！联系电话：
13897414000 13519743497

房屋出租
南大街库房出租。电话：17725294884 邓经理

专业通下水/清理化粪池
5117567 18997281600

物流公司急聘
30-40岁装卸工人数名。吃苦耐劳，勤奋踏实，认真负责。月/
6000元左右 地址:城东区东货场院内 13897289594马经理

大西部商贸城招聘
保安数名，工资面议，联系电
话：18209781637(保安)

急 聘
本公司（国企）现招聘售后服务专员若干，
25-45 岁，大专学历，薪资 2600-5500
元。李经理 17697176686 15500782187

诚 聘
男保安员数名，年龄54岁以下，联系
电话6362548，13639764637

西宁保安集团聘
保安 55 岁以下 2100 元(市
内五一路早班6小时内)银行
2300 元，消控员(男)2700
元 。 5131511、8453724、
18697118826

德国奥尔巴赫壁挂炉

地址：青海湖大厦21楼（青海日报社对面）

厂价直销2999元/台起
七日内可无理由退货
电话：18709781139 0971-8821100

遗失声明
杨毛措位于西宁市城北区景岳公寓10号
楼1113室门牌证丢失，特此声明。

更正声明
青海洁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5日在西海都市
报刊登的注销公告中组员杨静
现更正为杨希英，特此声明。

宁夏中房集团西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给张继武夏都府邸
东区 5#-1151 室①票据号：6069776，日期：2013年 4月 24日，金额：
100000元；②票据号：5069258，日期：2013年5月31日，金额：395741
元；③票据号：0041687，日期：2013年7月10日，金额：200000元；④票据
号：0062131，日期：2013年9月17日，金额：900000元，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省电气技术开发公司工程分公
司公章、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
号：6300001901356）、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青海省电气技术开发公司供用电分
公司公章、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
号：6300001901200）、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税务登记证（税识别
号：630104926590235）正、副本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青海省电气技术开发公司第二分公
司公章、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
号：630100200036344）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建宁遗失青海住房建设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24日
开具的收据一份，编号3864140，
金额19754.00元，声明遗失。

遗失声明
本人旦周松保于2020年4月
15 日不慎遗失身份证件，证
号 ：632721199305020513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青海住房建设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2014年 6月 26日开
具 给 陈 曦 的 依 林 佳 苑 1-
1231 室金额为 20144.68 元
的37859683号入住费用收
据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本人韩德元购买西宁伟业房地
产开发公司香格里拉4期锦园
7号楼-1294室 房屋契税及配
套设施的收据金额 38404.37
元的收据票号 0018092 不慎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
青海大美农庄农牧有限公司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

定于2018年 3月 23日起免去袁永明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法定代表人职务，不持有公司任何股权，袁永明所留
在银行的印鉴及法人章全部作废，特此声明。

青海大美农庄农牧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7日

遗失声明
青海省化隆县巴燕镇拉矿路3431号户主
王正玉一人户口簿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青海百诚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给丁庆娟
收据（号：16070129，2000元）遗失。

西山一巷新小区诚聘
小区主任一名，要求：女性，有三年以上小区
工作经验，有物业经理证。13109765770

遗失声明
青海盛世信德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2020年 3月 12日开给
西宁海通建筑装饰装潢有限
责任公司商业承兑汇票遗
失，票号：20553420，金额：
50000元，特此声明。

声明
青海海达路桥建养有限公司自
2020 年 4 月 17 日起使用编号：
6328230002677 合同专用章签
订合同。自即日起用其他公章签订
的合同一律无效，特此声明。

戴口罩或成美国生活新常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