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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位于城西区繁华地段临街1000平方米火锅店，现对外转让，地理位置优越，停
车方便，客源稳定，接手即可营业，也适合多种业态经营，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知名品牌火锅酒楼转让

联系电话：18697127366兰女士

中华啤酒集团有限公司在青海省内招市
级、县级代理商，有意向加盟代理该产品的
客户请联系，条件面议。联系地址:互助县
锦灿贸易有限公司，许经理13649730996

招商

城南新区奉青花园多层住宅出售
96m2-135m2经典两房三房，成
熟社区，即买即住，数量有限，
欲购从速。另有旺铺及库房
（车库）出售。电话：8269186

出租、出售、合作
湟源县黄金地段宾馆一栋，面积8000平方米，拥
有大型停车场。 15997079078,15695380599

对外租赁
小桥大街 6 号国太旺座 1＃
楼、3＃楼临街商铺对外承
租，可用于办公、经营及其他
用途。18597018536(刘雪)
朝阳东路 49号、德令哈路 58
号 现 有 库 房 对 外 承 租 。
13139056351( 刘言书 )

写字楼出租
现有城西区五四西路22号写字楼4楼出租，320m2，
精装修，交通便利，价格面议。13897267755

营业娱乐会所转让
本人另有发展，将在营业中的娱乐会所低价转让，
地 理 位 置 优 越 ，证 件 全 ，接 手 即 可 营 业
18997007698许 13968597785裘(价格面议)

出租
某单位在海湖大道生物园区附近有一800㎡仓库对外出租，
局部二层可做办公用。有意者面谈。电话：0971-6116518

宾馆转让
西门附近旺营中 4000㎡宾馆转让，位置
好，客源稳定，详情面谈。17797145648

旺铺超市转让
火车站附近，临街130m2，旺铺超市转让，
客流量大，也可空转。13639781956

都兰县一加气块厂对外整体转
让，手续齐全、正在生产中。联系
电话:15909775434 非诚勿扰!

发酵纯羊粪销售
园林绿化专用。
13997171605

工程材料
厂家直销，盖土网，
遮 阳 网 。 电 话 ：
13997275768张

转 让商铺出租
现海悦酒店内 800m2 对
外出租，可办公、做工作
室等。15500556579

西餐厅出租
城东区祁连路宏达国际饭
店西餐厅对外承包，设备
齐全，精致装修；另负一层
414㎡库房、商铺对外出
租，可经营工厂、幼儿园
等。电话:18597018133

商铺出租出售
昆仑阳光城三楼2000平方米整体出售或分割出租，
适合幼儿园，培训，办公，餐饮等。13997175569

连锁酒店出售
城北区临街1-4层4000平方米，营业中，
整体出售，价格面议。13997175569

地下室出租
朝阳西路临街1800平方米整体出租，
水电暖齐全，精装修。18697100607

校区网络会所转让
本人另有发展，将校园区边营业中的网吧转让，
证件全，接手即可营业，电话13109751116

火锅店转让
城中区营业中 1000㎡火锅店对外转让，接手
即可经营，非诚勿扰。18609793333张女士

招租/转让
海 晏 路 国 贸 大 厦 麦 动 量 贩 ，营 业 面 积
6000m2,停车方便，黄金地段，现整体出租或
转让，有意者面谈。电话：13997229373

商铺出租
南关街负一楼。580m2,水电
暖齐全，13897660649

招租
西宁市城西区海晏路60号华山医院对外
招租，价格面议。电话：17797081555

出租
城西区五四大街14号文泰大厦一楼商铺850㎡出
租，可分割成330一520㎡。电话:13997089408

8211345
8211399

餐厅转让
大新街繁华地段营业中餐厅转让。
13195753584,13897430698

营业中干洗店急转
品牌干洗店急转，客源稳定，位置优。
海湖新区13997486655 郭

餐饮旺铺转让
位于海湖新区192m2餐饮旺铺急转，客源稳定，接
手即可营业，无实力勿扰。15500796555 韩先生

某大型馍馍坊转让
因本人另有发展，现将馍馍坊转让，客源稳
定，接手即可营业，包技术。17797256771

旺铺转让
城西区黄河路86m2铺面转让。
电话：13109789565 18997173826

低价转让
大通县繁华地段460平米火锅店和110平方
米炒菜馆低价转让。电话13709788854

铺面出租
城西五四西路 19 号，虎台巷口
150m2出租可分割，13909785078

胜利路小学对面一室一厅住房出租，4/5F，
家具齐全，拎包入住。13519754327

出租

别墅、库房出租
城 南 新 区 260m2 别 墅 两 幢 ，300m2 +
400m2钢构库房出租。18809717749

某修理厂转让
设备齐全、带洗车房、修理设备、带烤漆房举
升机和院子，价格面议。18997200500

房屋租售

对于马来西亚政坛老将马哈蒂尔来
说，带领一个全无执政经验的反对派阵营
在大选中绝地反击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
任务”，但他做到了。马来西亚选举委员
会 10日公布计票结果显示，希望联盟所获
席位确实已经超过国会下议院半数所需
的 112 席。不过，剧情还在发展中。只有
得到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的最终任命，这位
92 岁的前总理才能够再次执掌马来西亚
政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马哈蒂尔 10 日凌晨 3 时宣布“胜选”，

并称将于当天宣誓就职。他的支持者从
夜间就开始上街庆祝胜利。而国家皇宫
方面则传出消息称，当天可能不会举行就
职仪式。

马哈蒂尔的竞争对手纳吉布直至当天
中午 11 时才就大选结果做出表态。在新
闻发布会上，纳吉布没有承认败选，但他
说，他的阵营接受选举结果，接下来将由
最高元首决定任命谁为总理。

纳吉布的表态给选后政局增添了新的
变数。此间分析人士解读，虽然马哈蒂尔
领导的希望联盟获得半数以上席位，但不
排除其阵营内部分党派被其他阵营拉拢
的可能性。如果出现这一情形，马哈蒂尔
的总理梦可能就会破灭，马来西亚也陷入
组阁僵局。

但是，马哈蒂尔在这次选举中已经掀
起了“政治海啸”。这次选举注定要写入
马来西亚历史，因为不管下一步剧情如何
发展，选举结果已经证明，马哈蒂尔终结
了国民阵线（国阵）自马来西亚 1957 年独
立以来连续胜选的神话。

如何打造内阁团队
不过，马哈蒂尔即便是出任总理，任

务也不轻松。首当其冲的挑战就是，怎么
在没有执政经验的团队中挑选精英打造
一个靠谱的内阁。

马哈蒂尔先前是马来西亚第四任总
理，1981 年至 2003 年在位，是马来西亚执

政时间最长的总理。虽然他在竞选活动
中展现出非凡的体力和精力，但毕竟他已
年逾九旬，而且已卸任 15年。他当年执政
时的团队成员也多已年迈。

根据希望联盟今年 1月推举马哈蒂尔
作为总理候选人时的协议，如果希望联盟
胜选，马哈蒂尔将出任临时总理，而真正
的总理候选人是正在监狱服刑的前副总
理安瓦尔。安瓦尔定于今年 6 月出狱，但
限于法律规定 5 年内不得参政，必须寻求
最高元首特赦，随后再参加国会议席补
选。

在安瓦尔获得特赦、成功补选之前，
马哈蒂尔必须率领从未执政的希望联盟
领导马来西亚。

希望联盟中有类似马哈蒂尔那样的前
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成员，如前副总
理毛希丁等，以及有州一级执政经验的槟
城首席部长林冠英、雪兰莪州州务大臣阿
兹明·阿里等人，但要找到数十个内阁部
长、副部长人选绝非易事，更不要提外交、
国防等关键职位。

能否维系内部团结
除了组阁，另一个摆在马哈蒂尔面前

的挑战是，如何维系内部的团结。
马哈蒂尔原本是巫统和国阵领袖，和

纳吉布分道扬镳后才被希望联盟招至麾
下。作为希望联盟里的“新人”，马哈蒂尔
执政后能否与希望联盟的成员携手合作
是个不小的问号。

在马哈蒂尔此前长期执掌国家期间，
反对派成员与他争斗数十年，一直批评他
的执政作风。本次大选中，马哈蒂尔和他
的老对手们为了共同目标摒弃前嫌走到
一起，但度过执政初期的“蜜月期”后是否
能够继续“和谐”共处，是个疑问。

这次携手，两人均承认并非“和解”，
只是同意“一起朝前看”。马哈蒂尔 10 日
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承诺致力于推动安
瓦尔获得特赦。但外界一直有人质疑马
哈蒂尔届时会否按时交权。 据新华社电

马来西亚大选反对派获胜
92岁马哈蒂尔能否顺利掌权

近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
森宣布将重新恢复海军第二舰队建制，以
俄罗斯为假想敌加强大西洋防卫。

目前，这一计划已经得到海军部长斯
潘塞的同意，拟于今年 7月 1日正式实施，
舰队总部设在美国东海岸重要军事基地
诺福克军港。

根据目前公布的信息，美军初期将委
派 11名军官和 4名士兵组成舰队司令部，
随后逐步扩充到 85名军官和 164名士兵，
但舰队司令官级别以及舰艇组成尚未公
布。

理查森在诺福克军港宣布这一消息
时表示，这一举措是依据此前发布的《国
防战略报告》中关于加强大国竞争的要
求，“由于我们所面对的安全环境变得更
加复杂，因此应恢复第二舰队以应对这些
变化，尤其是在北大西洋”。

美国第二舰队在二战之后设立，防卫
区包括美国东海岸以及北大西洋，主要功
能是支持北约盟国应对来自苏联的威
胁。但由于多年来局势平稳，美国认为第
二舰队并非不可或缺，因此于 2011 取消
其建制，将其下辖的 126 艘舰艇、4500 架
飞行器和 9 万名官兵分配到其他作战部
队，原有防务任务由负责拉美防务的第四
舰队和部署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第六舰
队分担。

美军裁撤第二舰队的另一个原因是
资金问题。2011年前后，美国大幅削减军
费开支，从 2010 财年的 6910 亿美元降到
2015 财年的 5600 亿美元。在这几年中多
个部队遭到裁撤，其中就包括第二舰队。
然而，随着特朗普上台并大幅增加军费，
2019 财年军费预算总额已经超过 7000 亿
美元。因此，关于恢复第二舰队的呼声也
变得日渐强烈。

美军高层官员近年来多次以俄军威
胁为由呼吁恢复第二舰队。美军现任驻
欧部队司令詹姆斯·福戈上将曾撰文称俄
罗斯潜艇在大西洋游弋，对美军舰艇造成
威胁。“俄罗斯的行为和提升军力是为了
挑战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他说。

美国军事网站《大众机械》介绍，如果
美俄关系恶化，俄军舰艇“几乎肯定”会进
入西大西洋进行演习或者侦察活动，令美
国东海岸一系列重要军事设施暴露在俄
军视野下。文章还称俄罗斯潜艇甚至有
可能采取二战时期德军“狼群”战术切断
美欧之间的补给线。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中心军事专家
布赖恩·麦格拉思表示，俄军的“亚先”级
核潜艇进入美国东海岸外的深水区后，其
携带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和可搭载核弹头
的导弹能打击东海岸任何城市和目标，因
此“舰队恢复后应尽快开始巡逻任务”。

俄罗斯对美军重建第二舰队一事尚
未作出官方反应。俄军事评论人员及媒
体普遍认为，美国可能借此加强在北极地
区的军事存在，以抗衡俄罗斯近年来在北
极的军事建设活动。

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巴拉涅茨说，美
军重建第二舰队假想敌是俄罗斯，所瞄准
的目标区域是北冰洋和大西洋海域。他
认为，美国军方人士近来多次提到俄罗斯
在开发北极一事上已走在前面，美军重建
第二舰队以后，可以通过进行潜艇演习等
方式为极端、复杂气候条件下可能与俄出
现的对抗做准备。其次，在大西洋海域，
美方对于俄罗斯在这一方向上更新潜艇、
提升北方舰队战斗力的行动很重视，重建
第二舰队就是直接的应对措施。这将增
加俄美潜艇在北大西洋海域发生正面对
抗的可能性。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美重建第二舰队欲抗衡俄海上力量

美国第二舰队曾拥有大量的舰艇美国第二舰队曾拥有大量的舰艇，，高达上百艘高达上百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