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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营业部迁址的公告

尊敬的客户：
根据发展需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营业部计

划迁址，新址位于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 61号。旧址（西宁市城

东区东关大街 218 号）将于 2022 年 8 月 7 日停止营业，新址将于

2022年 8月 8日起对外营业，经营范围及营业时间均不变。

以上内容如有疑问，欢迎致电 0971-6237178（旧址）、0971-
4911613（新址），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2022年 8月 3日

致：违约的中房·海东·萨尔斯堡、海东·萨尔斯堡南区房屋认购客户
依据贵我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约定，认购协议项下首付款应当于认购

协议签订之日起五日内缴清，并于缴清日订立《商品房预售合同》。
我们很抱歉地通知，由于您未能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履行合同义务，且经我公司工

作人员多次电话、短信催告后仍拒绝履行，我公司正式公告解除与您签订的《商品房认
购协议》。现将公告解除的购房者信息、房屋信息及认购协议的相关信息公布如下：

自公告之日起，贵我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正式解除并终止履行，因协议
解除产生的法律后果及损失将由您本人承担，同时我公司保留追究贵方违约责任的
权利。

特此公告！

“中房·海东·萨尔斯堡、海东·萨尔斯堡南区”房屋认购解约公告

宁夏中房集团海东实业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6日

认购者姓名
赵菲 章海波

拉元贞
王淑兰
刘吉斌
李芳

金显奎 许桃花
海显全
祁瑛

认购房号
中房·海东·萨尔斯堡一期10号楼10-2-2012

海东·萨尔斯堡南区15号楼15-1-1091
海东·萨尔斯堡南区8号楼8-1-1243
海东·萨尔斯堡南区14号楼14-1-1073
海东·萨尔斯堡南区15号楼15-1-1071
海东·萨尔斯堡南区8号楼8-1-1163
海东·萨尔斯堡南区14号楼14-1-1052
海东·萨尔斯堡南区14号楼14-1-1212

认购协议书编号
0000302
0010353
0010113
0010382
0010215
0010469
0010343
0010225

陆军拟部署多域特遣队

据日本媒体报道，美国太平洋陆
军司令查尔斯·弗林日前表示，美陆军
正考虑在亚洲部署一支整合导弹、电
子战和网络战等能力的部队。该部队
也被称为多域特遣队 ，最早创建于
2017年，通常由数千人组成，下辖 4个
分队，分别执行火力打击、防空、后勤
和信息战任务。目前，已有两支多域
特遣队分别驻扎在美国华盛顿州和驻
德美军基地。美陆军表示，将在 2023
年后成立的第三支多域特遣队，原计
划驻扎夏威夷，但最终很可能部署在
亚洲。弗林透露，日本、菲律宾等国已
被列入考虑范围。

据介绍，美陆军多域特遣队平时
利用电子、网络、太空手段搜集情报，
掌握敌对国家的行动模式和弱点；战
时负责发动电子战或网络攻击，以瘫
痪对手的通信网络，扰乱其指挥和控
制系统。同时，根据已有情报，使用导
弹打击对手舰船和地面设施。

当前，美陆军正在开发涵盖短程、
中程和中远程的多种型号陆基导弹，
但均无法满足从夏威夷发射至亚洲附
近的要求。为此，美陆军计划在冲绳、
菲律宾等地分散部署导弹地面部队，

并在亚洲部署多域特遣队。不过，该
计划存在不确定性，即亚洲国家能否
同意美军多域特遣队的驻扎方案，毕
竟该部队战时很可能沦为对手打击的
目标；若将多域特遣队部署于荒岛，其
生存能力将是很大问题。

海军制订新造舰计划

与美陆军酝酿在亚洲部署多域特
遣队同步调，美海军也在筹划针对印
太地区竞争对手的新造舰计划。美国
媒体称，根据美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
吉尔迪的规划，到 2045 年，美国将拥
有由 373 艘有人舰艇和 150 艘无人大
型作战舰艇组成的超级舰队，以及约
3000架飞机。这一规划主要针对美国
在印太地区的对手。

报道称，美海军“2045 规划”提到
的超级舰队，将至少包括 12 艘核动力
航母、12 艘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
艇、66 艘攻击型核潜艇、96 艘大型水
面战舰、56 艘星座级导弹护卫舰、31
艘大型两栖舰艇、18艘轻型两栖战舰、
82 艘后勤和辅助舰艇、150 艘大型水
面无人舰艇和水下无人航行器等。此
外，美海军还计划获得由 1300 架第五
代舰载战斗机，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
机和无人机，900 架直升机、巡逻机和

侦察机组成的反潜/反
舰空中平台，以及 750
架各型支援飞机。

分析人士指出，美
海军“2045 规划”重点
瞄准印太地区，其中
很多装备是为在该地
区作战“量身打造”。
比如，美海军陆战队
近年来提出，应向太
平洋派遣快速运输小
规模部队以参与岛屿
争夺战，“2045 规划”

中的 18 艘轻型两栖战舰便可为该任
务提供支援。此外，装备大量无人舰
艇，也是美军为在印太落实分布式作
战概念的一项准备。

不过，美海军“2045 规划”设置的
周期较长，未来 20 余年美国和美军将
发生哪些变化难以预料。此前，类似
规划往往存在不少变数，具体执行面
临诸多困难。

国民警卫队“凑热闹”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民警卫
队指挥官丹尼尔·霍坎森日前宣布，美
国国民警卫队计划扩大与印太地区国
家的联合训练，以加强在相关国家的
存在。

报道称，目前，美国各州的国民警
卫队与世界多国制订了 90 余个联合
训练计划。下一个计划从哪儿开启，
由美国务院和国民警卫队创建的优先
级列表决定。在被列为考虑对象的前
10 个目标国中，有 5 个在印太地区。
而自 2002年以来，印太地区已有 15个
国家被美国国民警卫队纳入联合训练
计划。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国民警卫队
启动联合训练计划，打着协助有关国
家改革国防力量的幌子，渗透美国军
事影响力。因此，尽管美国国民警卫
队把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合作说成是为
其 提 供 帮 助 ，但 多 数 国 家 并 不“ 领
情”。今年 6 月，尼泊尔内阁会议决定
停止推进与美国的“州伙伴关系计划”
合作，即美国各州国民警卫队与合作
伙伴国之间的交流计划。尼泊尔各界
普遍认为，加入该计划不符合尼方利
益。美国正利用尼政局变动等情况，
加大对尼政治和安全事务的干涉和渗
透，持续培植亲美势力，服务于美国在
印太挑动大国竞争的战略布局。

据人民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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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蓄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引来中方
愤怒反制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8
月 3 日晚乘专机抵达韩国。但和 7 年前
不同，这次佩洛西专程去韩国，却见不到
正在首尔休假的韩国总统尹锡悦，而是
将与其“通电话”。

尹锡悦为何不见佩洛西？韩国总统
办公室解释称：总统正在进行夏季休假，
因此无法安排会晤。但分析人士指出，
尹锡悦“躲”佩洛西可能是为了避免激怒
中国，首尔方面担心，“佩洛西效应”会对
韩中关系产生影响。

外界普遍认为，佩洛西此行可谓“遇
冷”，与 2015 年她上次访韩时形成鲜明
对比。《韩国先驱报》指出，2015 年佩洛
西访韩时，曾受到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
外长尹炳世和国会议长郑义和接待。当
时，她还不是众议院议长，只是众议院少
数党领袖。

在尹锡悦“休假不见”佩洛西后，“看
眼色”一词在韩国推特上了热搜。不少
网友猜测，考虑到中方对佩洛西的怒火，
尹锡悦“躲”佩洛西是为了避免引火烧
身。不少西方网友也认为尹锡悦此举堪
称“明智”。

韩国分析人士也认同这一观点，认
为首尔方面担心“佩洛西效应”会对韩中
关系产生影响。为避免激怒中国，韩国
正采取谨慎立场。

韩联社也指出，韩国外交专家普遍
认为，韩国既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盟
友，也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若围绕
台湾问题，中美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韩
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有可能进一步
加重，寻求解决朝核和半岛问题的难度
也会加大。

除了台湾问题，韩国分析人士称，佩
洛西此行的另一个目的也令首尔头疼。
近日，美国正在芯片上对韩施压，要求其
加入所谓美日韩和中国台湾的“芯片四
方联盟”。对此，韩外长朴振多次发表声
明称韩方是否加盟尚无定论，还称该芯
片联盟“不排华”。若中方对此产生误
解，将通过外交努力提前消除误解。

据《解放日报》报道

韩总统休假不见

佩洛西访韩遇冷

随着美国将目光转向
印太地区，其正从法律、组
织和预算角度对美军印太
军事准备及同盟伙伴国联
合力量建设进行统筹。据
美国媒体最新报道，美国
陆军考虑在亚洲部署多域
特遣队，美国海军则瞄准
印太制订庞大的造舰计
划，就连美国国民警卫队
也想在印太扩大影响力。

尹锡悦尹锡悦（（中中））休假时与戏剧演员休假时与戏剧演员
合影合影。。 资料图资料图

美军在建潜艇美军在建潜艇。。资料图资料图

美国民警卫队队员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对美国民警卫队队员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对
MQ-MQ-99无人机进行起飞前检查无人机进行起飞前检查。。 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