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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遗嘱邀特朗普出席 老布什葬礼诠释和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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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与鄂尔多斯市锦泰园物流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合同》，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将乌审旗蒙能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债权（包括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鄂尔多斯市锦泰园物流有
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与鄂尔多斯市锦泰园物流有限公司联合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转让资产情况如下：

鄂尔多斯市锦泰园物流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
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清算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鄂尔多斯市锦
泰园物流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锦泰园物流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6日

序号 项目名称 本金金额 利息金额 债权金额 担保措施

1 乌审旗蒙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86,000,000.00 23,514,419.89 109,514,419.89 抵押+保证

鄂尔多斯市锦泰园物流有限公司与内蒙古自治区基本
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基准日：2018年6月30日 单位：元

新华保险开启风险管理师资格认证
新华保险公司公布了2018年首批风险管理师（初级）资格人员名单。公司首批授予

7158 名营销人员风险管理师资格，并颁发风险管理师（初级）资格认证电子证书“风险管
理师”由新华保险于2017年在行业内率先提出，是专注于客户全生命周期美好生活的见
证者和守护者。顺应“保险姓保”“回归本
原”的行业发展理念，为寿险营销队伍规
划了更广阔的业务发展空间，明确了努
力方向。 文/翟桂龙

新华社消息 科学家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离世
前一年写下的“上帝之信”
12月4日在美国纽约佳士
得拍卖行以落槌价240万
美元（约合1644.58万元人
民币）成交。

德新社报道，爱因斯
坦1954年在美国新泽西州
普林斯顿写下这封信，写
给德国犹太裔哲学家埃里

克·古特金德，回应对方
1952年出版的《选择生命：
圣经的反抗召唤》一书。他
在信中直言自己的宗教
观，说《圣经》“是一本珍贵
但依然原始的传奇故事
集”。爱因斯坦在信中写
道：“对我而言，‘上帝’这
个词不过是人类弱点的一
种表达和产物。”这封信因
而被世人称为“上帝之

信”。
这封信2008年拍卖过

一次，当时成交价为40.4万
美元。

4日拍卖持续4分钟，成
交价远高于拍卖行先前预估
的150万美元（1027.86万美
元）。拍卖行发言人说，加上
各项费用，买家最后支付费
用为约290万美元（1987.20
万美元）。 （黄 敏）

新华社消息 第73届
联合国大会主席埃斯皮诺
萨12月4日宣布启动全球
反塑料污染行动。

埃斯皮诺萨当天在纽
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
会上说，八成的一次性塑
料制品最终会进入海洋，

预计到2050年，海洋中的
塑料将超过鱼类。联合国
大会主席办公室将全力支
持全球反塑料污染行动。

她表示，希望联合国的
办公场所不再出现一次性
塑料制品，联合国目前已就
此有了内部行动路线图。此

次行动由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安提瓜和巴布达、挪威等
机构和国家发起。其目标包
括两个方面：一是在联合国
系统内减少塑料垃圾；二是
与联合国会员国和联合国机
构开展合作，在全球范围内
提高公众意识。（林 远）

《新民晚报》消息 美
国前总统老布什的葬礼于
12月5日在华盛顿国家大
教堂举行，这场国葬也是
美国2006年之后的首场前
总统葬礼。按照老布什生
前的遗嘱，与布什家庭交
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
葬礼。特朗普对这场国葬
表达的罕见礼数，引起美
国媒体的关注。

媒体担忧“惊人之举”

5日的葬礼仪式在华
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连

日来，媒体在密切关注老
总统葬礼事宜的时候，也
在观察现任总统特朗普的
态度。特朗普与布什家族
的交恶由来已久，他又是
美国近代史上最擅长“打
破惯例”的国家领导人，舆
论曾一度担忧他会再次做
出什么“惊人之举”。然而
出人意料的是，老布什生
前有遗嘱让特朗普参加他
的葬礼，特朗普也对这场
国丧表达了罕见的礼数。
双方抛却政治成见的姿态
得到媒体的积极评价，也
有舆论慨叹相关安排可谓

“用心良苦”。
作为曾经的党内竞争

对手，特朗普经常诟病老
布什的次子杰布·布什，讽
刺其“为家族蒙羞”；多次
抨击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
战争是“一场灾难”。特朗
普甚至表示，“国家最不需
要的就是另一个布什”。面
对特朗普的“恶意”，布什
家族也多次进行反击。老
布什总统生前曾表示：“我
讨厌这个家伙……他就是
个吹牛大王、自大狂。”在
2016年大选中，小布什夫
妇均未给特朗普投票，老

布什更是把票投给了希拉
里。

心系国家用心良苦

然而，11月30日晚，在
得到老布什去世的消息
后，正在阿根廷出席G20峰
会的特朗普出于对前总统
老布什的敬意，决定将新
闻发布会延至老布什总统
的葬礼后举行。他致电小
布什兄弟二人表达了慰
问，并称赞老布什是个“很
好的人”。12月1日早，特朗
普发唁电，盛赞老布什为

“美国数十年繁荣的奠基
者”。特朗普还将本月5日
定为国家哀悼日。为迎接
逝者灵柩，特朗普更是派
出了总统座机。

曾有舆论认为布什家
族此次仍会拒绝特朗普出
席。但为了尊重逝者的遗
愿，布什家族表示愿意抛
却成见、欢迎特朗普参加
葬礼。在很多媒体看来，这
一姿态意义重大：白宫与
国会就2019年预算案的争
执已进入白热化，政府濒

临停摆；而国葬一事至少
会延缓这种紧张态势，让
华府激烈的“府院之争”进
入暂时性的“休战”，对外
展示出国家阔别已久的团
结场面。有媒体慨叹，老总
统直到逝世仍“心系国
家”，实是用心良苦。

（钟 和）新华社消息 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12月4日在布
鲁塞尔表示，除非俄罗斯
恢复全面履行 《中导条
约》，否则美国将在60天后
暂停履行该条约义务。

蓬佩奥当天在布鲁塞
尔参加北约外长会期间表
示，俄罗斯违反了《中导条
约》，除非俄重新“完全、可验
证地”履行《中导条约》，否则
美国将自12月4日起60天后
暂停履行该条约义务。在这
60天里，美国不会生产、试验
或部署条约所禁止的导弹。

蓬佩奥称，俄方研制
的SSC-8（俄方称9M729）

型陆基巡航导弹对美国及
其盟友的安全造成威胁，
美国没有必要继续遵守一
项限制其自身应对俄违约
行为能力的条约。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
贝格4日表示，北约成员国
一致认为，俄方研制SSC-8
型陆基巡航导弹违反《中
导条约》。

针对美方4日的表态，俄
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当天表示，俄罗斯一直坚定
不移地履行《中导条约》，“这
点美方一直很清楚”。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
20日以俄罗斯长期违反条

约及条约限制美方研发新
武器为由，宣布美国将退
出《中导条约》。俄罗斯总
统普京10月24日表示，如
果美国退出《中导条约》，
俄罗斯将立即作出针对性
回应。 （田栋栋）

【小资料】

《中导条约》，全称《苏

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

中短程导弹条约》，于1987

年12月8日由美苏两国领

导人签署。条约规定两国

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

程在500~5500公里的陆基

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新华社消息 美国科
罗拉多州一名9岁男孩12
月3日晚成功说服镇上官
员，撤销长达近100年的禁
打雪仗规定。

这名男孩名为戴恩·
贝斯特，住在塞弗伦斯镇，3
日晚在镇议会用3分钟时间
陈述自己观点。“我认为这
部法律过时了，”贝斯特一
开始就说，“我希望能够扔
雪球却不会惹来麻烦。”议
员们抛给他的问题一点也
不客气，例如“我们能否把
条例修改成‘要是你年过60
岁，谁也不许朝你身上扔雪

球’？”“如果我们确实允许
打雪仗，你跟同学们提到
如何注意安全了吗？”

《格里利论坛报》报
道，贝斯特为这次答辩准
备了一个月，轻松应对这
些问题。他说，镇上的孩子
们“希望有机会像世界上
其他地方的孩子们一样打
雪仗。这部法律设立于许
多年前。如今孩子们需要
一个理由出去玩”。

答辩现场来了不少孩
子及其家长。镇议会当晚
撤销禁令，孩子们欢呼雀
跃。贝斯特和4岁的弟弟扔

出小镇近百年历史上第一
批合法的雪球。镇长唐·麦
克劳德也拿起两个雪球。

镇行政长官助理凯
尔·里特凯尔克说，小镇建
于上世纪20年代，当时立
法规定，禁止民众朝人、动
物、建筑物、树木、车辆以
及任何其他公共或私人财
产处投掷石块或其他投掷
物，包括雪球。小镇官员们
知道孩子们不满这项规
定，近年鼓励孩子们站出
来反对，让他们“知道自己
有能力改变法律”，而贝斯
特是第一人。 （王鑫方）

9岁男孩终结小镇百年禁打雪仗史

美威胁60天后暂停履行《中导条约》

爱因斯坦“上帝之信”拍了1600万

联合国启动全球反塑料污染行动

特朗普夫妇在老布什灵柩前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