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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区联系电话
职场天地 信息超市

15597174154

城中区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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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97009592

城东区联系电话
职场天地 信息超市

15597009268

城北区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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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 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182、155970092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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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至周五：100元/块·天，两天以上90元/块·天 （限22个字）
◆周六至周日：90元/块·天，两天以上80元/块·天 （限22个字）
◆行信息：60元/行·天，周六、日50元/行·天 （限10个字）
◆遗失类广告（证照）：不分周六周日均为90元/块·天（限22个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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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宝地，骨灰寄存，提供高、中、低档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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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搬家
8210666
西宁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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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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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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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现招聘
主管，房管员，保安，保洁，有经验者优先，
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897640453

聘钻石绣女工
无需基础，可带回家做，无时间限制每件 10-
2000元，招各地区代理商投资1332766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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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 聘
办公室文员，司机各一名，45岁以下，吃苦耐劳。地址：
城中区北大街附近。电话：13997280017 何经理

高薪诚聘
库管、店员，有驾驶技术者优先. 月薪 3500-
5500元，包食宿。8453588 13897466995

急招周末女工兼职
18-30岁，能言善语，形象佳200-500元日结，
无需经验，有意者联系16697054888金先生

急招男女售货员
男女各一名，25-40岁，能言善语，底薪
加提成2000-5000元，16697054888

助听器专卖店诚聘
店员若干名，30-45岁，女性，高中以
上学历，语言表达能力强，本市户口，
工资待遇：底薪2300+奖金+提成+
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有相关工作经
验者优先，李先生:18809717788

商铺出租
朝阳西路临街一层700平米已装修商铺空
租，价格面议，适合餐饮等。 13195781717

青海金屋子房产遗失独家代理委托协议买卖（编号
1901166，1900926.1900928.1900929）购买确认书（编号
1901022.1901559.1900050.1900297.1900368.19003
69.1900545.1900658）委托出售非独家（编号：1900000），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某国企招聘
文秘和业务员，大专以上学历，
有较强的写作能力，精通办公软
件和统计，5年以上工作经验。
6136069 18697196911

遗失声明
尼 达 松 保 的 二 代 身 份 证 ：
632723197802100016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宝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4
年 12月 26日开具给刘国威21212
室房款收据遗失，号：4545873，金
额：138089元，特此声明。

专业通下水/清理化粪池
5117567 18997281600

东川工业园区企业招聘
保管，办公室管理，网络营销，后勤值班，车间普工
（男工），有经验的优先8145528 18195600311。

葡萄牙卫生部长玛尔塔·特米多 18 日
表示，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葡萄牙新冠
疫情高峰已经过去，隔离政策取得明显效
果，没有出现灾难性局面。葡总统德索萨
日前也称赞葡萄牙在这次抗疫中创造了
奇迹。

此间专家和分析人士认为，葡萄牙在
这次抗疫大考中能交出一份相对满意的答
卷，得益于政府及时、迅速、果断采取行动，
也得益于广大民众积极配合。

葡萄牙记者杜尔塞·萨尔泽达斯认为，
面对疫情，葡萄牙行动非常迅速。3月 2日
葡萄牙出现首例确诊病例后，政府就及时
建议采取隔离政策；3 月 12 日宣布所有中
小学停课，13日宣布进入“戒备状态”；3月
18 日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为期 15
天，并于 4月 2日宣布将“国家紧急状态”延
长至 4月 17日。

德索萨 4 月 16 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宣布将“国家紧急状态”再次延长至 5 月 2
日。他说，这是为了巩固防疫措施在过去
一个月里取得的成果，减缓国家医疗卫生
系统可能面临的压力，并为政府在 5 月份
有限度、分阶段、分步骤恢复经济和社会生

活争取时间和空间。他表示希望这是最后
一次延长国家紧急状态，并呼吁民众继续
遵守各项防控措施，为争取 5 月份“解禁”
打好最后一仗。

葡萄牙在紧急状态下采取的各项措
施收到成效。据特米多公布的数据，目
前葡萄牙疫情的基本传染数只有 0.91，也
就是说每个确诊病例传播不足一个人。
此前在 2 月 21 日至 3 月 16 日期间，基本
传染数曾达 2.08。在传染病疫情中，如果
基本传染数持续低于 1，疫情就会逐渐消
散。

葡卫生部表示疫情高峰已经过去。经
济分析人士若泽·费雷拉认为，这源于卓有
成效的隔离政策和民众的理性应对。德索
萨曾表示，这是“全体国民共同努力、自我
奉献”的结果。

其实，葡萄牙医疗系统也曾面临巨大
压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18 日发布的数
据，葡萄牙累计确诊病例 19022例。葡卫生
部的数据显示，疫情高峰出现在 3 月 23 日
至 25 日 ，当 时 病 例 数 日 增 幅 曾 高 达
28.75％。在病例增加的高峰期，葡医疗系
统及时采取分级诊治措施，没有像欧洲某

些地区的医疗系统那样出现崩溃局面。
具体来说，在葡萄牙，疑似病例可通过

医疗系统 24 小时热线电话预约检测；而对
于确诊病例，轻症患者由城市健康中心负
责居家隔离，重症患者入院治疗，高危患者
接受重症监护特别救治。截至 18 日，葡萄
牙全国共有 1253 名重症患者住院，其中只
有 228人住进重症监护病房。

相关做法有效缓解了医疗系统承受的
压力，大幅降低了重症患者的病亡率，确保
了医疗系统的正常运转。根据葡国家卫生
总局统计，截至 4月 17日，葡萄牙新冠疫情
病亡率为约 3％，大大低于葡卫生部初期预
估的 7.8％。

根据当地专家的分析，葡萄牙疫情没
有出现灾难局面的有利因素还包括：疫情
发生时葡萄牙正处于旅游淡季，没有太多
的外来输入性病例；地理位置在欧洲相对
偏远等。

专家认为，现在葡萄牙疫情已进入平
台期，虽然宣布“胜利”还为时尚早，但到目
前为止，葡萄牙在这场抗疫大考中确实取
得了不错的成绩。

（据新华社电）

葡萄牙抗疫成绩缘何亮眼
为防止新冠病毒传播，韩国警方 20

日起试用新型远距离检测仪检查酒后驾
车。

据韩国警察厅介绍，警方将新开发
出的检测仪固定在长杆的一端，握住长
杆另一端，将检测仪从车窗伸进车内，在
距离司机面部 30 厘米处停留大约 5 秒，
检测仪就可以分析出司机呼吸中是否含
有过量酒精，进而判断是否酒驾。

检测时，司机不需要对检测仪吹气，
正常呼吸即可。

只是，如果车内其他乘客喝过酒，或
者有人使用过含大量酒精成分的消毒
剂，检测仪警示灯也会亮起，因而需要进
一步完善。

警方将给检测仪罩上一次性防护
罩，用于阻断飞沫，每次检测后更换，且
将随时对长杆消毒。检测后，将向司机
提供抗菌湿巾，供车辆内部消毒。

今年 1月至 3月，韩国因酒驾引发交
通事故 4101起，同比增加 24.4％。

（新华社特稿）

疫情期间查酒驾
韩试用新检测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