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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保

监会《关于开展三大粮食作物完

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工作

的通知》（财金〔2018〕93号）精神

和要求，依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

厅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关于印

发《内蒙古自治区2019年农业保

险保费补贴实施方案》（内财农

〔2019〕478号）通知，中华财险内

蒙古分公司有幸成为内蒙古自治

区玉米收入保险试点的经办机

构。玉米收入保险不仅包含传统

农作物种植保险的相关保险责

任，同时还增加了因市场波动因

素导致价格下降的补偿的机制，

通过大数据采集进行科学分析，

根据不同土壤墒情与耕地质量，

制定出与之相关的不同等级的保

额标准，实际每亩收入低于每亩

保险金额时，保险人则按照保险

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中华财险

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通过保险供

给方式保障农户的物权收益和劳

动力收益，促进农民增收，助推国

家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和农村

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2019年4月中华财险内蒙古

分公司开始与托克托县政府及相

关部门进行对接和沟通，针对玉

米收入保险试点可能会出现的问

题及技术性难题进行了探讨,明确

实施方案。6月上旬，中华财险内

蒙古分公司与托克托县主要领导

召开了由各乡镇分管领导、工作

人员，各村协保员参加的托克托

县种植业玉米价格保险工作动员

会，明确2019年玉米收入保险投

保条件、保障水平、保险责任等事

项，玉米收入保险全面开展。6月

下旬，中华财险内蒙古分公司邀

请内蒙古银保监局、呼和浩特市

农业局、托克托县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相关人员及总、分公司领导

对托克托县玉米价格保险试点召

开多方研讨会。会议明确由市农

牧局组织农技专家市级专家组，

协助托克托县解决疑难问题，由

旗县农牧局成立县级专家组负责

全县测产定损工作，确保测产环

节科学、准确。

2019 年度中华财险内蒙古

分公司共承保呼和浩特市托克

托县玉米收入保险 75.83 万亩，

为 2.66 万户（次）农户提供 5.67

亿元风险保障。

未来，中华财险内蒙古分公

司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遵照国家扶贫导向，履行社会责

任，发挥市场作用，服务于脱贫

攻坚战略，持续开展玉米、大豆、

棉花、小麦等多个品种的“保

险+期货”精准扶贫项目。通过

试点引路的方式逐步争取政策

支持，进一步扩大保障范围，为

更多需求农户提供全面的农业

风险保障，解决农户在农业生产

过程中的实际困难，提升可持续

的业务发展能力与承保盈利能

力，为自治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保驾护航。

中华财险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在呼和浩特托克托县独家承办玉米收入保险为广大种植户保驾护航

新华社消息 美国前

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

莉在于 11 月 12 日发行的

回忆录中指认，两名政府

前高级官员曾试图拉她一

起反对总统特朗普制定的

部分政策，遭拒绝。与已发

表和即将上市的多本著作

类似，黑莉的新书再次向

外界揭示了白宫内部的失

序和内讧。

美联社10日提前获得

的回忆录显示，两名官员

分别是白宫前办公厅主任

约翰·凯利和前国务卿雷

克斯·蒂勒森。黑莉描述，

她曾与两人闭门会谈超过

一小时，其间对两人联合

对抗总统的要求感到“震

惊”并予以拒绝。“凯利和

蒂勒森向我透露，他们对

抗总统时，并非不顺从，只

是尝试拯救这个国家。他

们称，他们而非总统所作

决策才最符合美国利益。”

但在黑莉看来，两人

“本应直接告诉总统所持

分歧”，而非“拉我入伙”；

如果不喜欢总统做的事，

他们可以辞职。然而，暗地

里搞破坏“非常危险”，“违

背宪法和美国民众意愿”。

法新社报道，黑莉去

年年底辞任美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与特朗普“友好道

别”。凯利数周后离职，当时

几乎和特朗普说不上话。蒂

勒森同年 3 月遭特朗普经

由社交媒体“推特”解职。

按照英国《卫报》的说

法，黑莉的新书再次向外

界描绘了一个“功能紊乱、

内讧且混乱”的白宫。参与

报道水门事件的记者鲍

勃·伍德沃德和《火与怒：

特朗普白宫内幕》作者迈

克尔·沃尔夫都曾描绘类

似情形。 （海 洋）

新华社消息 孟加

拉国东北部婆罗门巴里

亚地区 11 月 12 日凌晨

发生两列客运列车相撞

事故，导致至少 12 人死

亡、28人受伤。

当地警方负责人拉

赫曼告诉新华社记者，当

地时间12日凌晨2点，从

锡尔赫特驶往吉大港的

列车与从吉大港驶往首

都达卡的列车在当地一

个火车站迎头相撞。

对于事故原因，当

地媒体援引警方消息

称，一列火车在站内变

轨时，与另一列火车相

撞，死亡人数可能进一

步上升，救援行动已经

展开。 （刘春涛）

孟加拉国两列火车相撞 至少12人死亡

新华社消息 英国双

胞胎男孩乔·基特斯和阿

什利·基特斯因早产，出生

时体重分别只有 430.9 克

和408克。他们不得不在新

生儿重症监护室里住了

129天。小哥俩创造生命奇

迹，成为英国最小存活双

胞胎。

基特斯兄弟与家人住

在威尔特郡特罗布里奇。

英国《太阳报》11月11日报

道，母亲塔莉娅怀孕仅 23

周就于4月16日在布里斯

托尔绍斯米德医院产下这

对双胞胎。医生当时认为，

他们存活几率仅有1%，把

他们送进新生儿重症监护

室。哥俩在那里住了 129

天，于 8 月才获准出院。他

们如今虽然还需吸氧，但已

经能随父母去公园玩。

现年32岁的塔莉娅称

兄弟俩能活下来是“奇迹”，

“我感到非常幸运，心存感

激”。她说，“研究显示早产

男孩比女孩更难存活”，“在

医院里，我们只能专注于每

一天，每一个里程碑”，孩子

们存活下来则证明“他们是

多么惊人的勇士”。

英国慈善机构“双胞

胎信托”工作人员基思·里

德证实，乔和阿什利是他

们所知英国最小双胞胎。

（乔 颖）

英国最小双胞胎创造生命奇迹

佳士得拍出世界最贵腕表：
2亿多元

新华社消息 佳士得拍卖行在瑞士日内瓦举办

的一场慈善拍卖会以3100万瑞士法郎（约合2.185亿

元人民币）拍出一块百达翡丽大师弦音腕表，创下腕

表最贵拍卖纪录。拍卖所得将捐给与假肥大性肌营养

不良症有关的慈善机构。

英国《卫报》11月11日报道，拍卖于9日举行。这块

独一无二的腕表编号6300A-010，为不锈钢双表盘腕

表，具有万年历、三问报时、双时区时间显示等多项复杂

功能，专为这次“唯一腕表”拍卖会制作。拍卖会开始大

约5分钟后，一名竞拍者经由电话出价拍下它。拍卖价格

刷新先前1775万美元的交易纪录。那项纪录于2017年

在美国纽约创下，是一块曾为美国已故影星保罗·纽曼

所有的劳力士“保罗·纽曼”迪通拿腕表。 （乔 颖）

墨西哥102米肉馅玉米卷饼
创世界纪录

新华社消息 墨西哥当地媒体 11 月 11 日报道

说，墨西哥中部城市克雷塔罗10日制作出长达102米

的肉馅玉米卷饼，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

报道说，当日在克雷塔罗市中心广场，25名专业

厨师和150名厨师专业学生连续准备逾10个小时，使

用超过1.5吨肉和1.2吨玉米饼，制作出长达102米的

墨西哥特色肉馅玉米卷饼，打破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市

创造的75米长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个玉米卷饼由约1.5万个小玉米卷饼用牙签串

成，为上千名现场来宾、观众和游客带来一场墨西哥

本土美食盛宴。

墨西哥民众以玉米为主食。玉米卷饼制作方法是

先用玉米粉等材料加工制成薄饼，然后以“Ｕ字形”夹

住肉馅、蔬菜等食材以食用，是墨西哥最具特色的传

统美食之一。 （吴 昊）

新华社消息 英国男

子尼克·巴特用675天完成

“环球马拉松跑”，在196个

国家和地区各跑一次马拉

松，累计跑了8256千米。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

道，现年 30 岁的巴特去年

1 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参加

马拉松赛，今年11月10日

在希腊跑完“雅典原始马

拉松”比赛，完成“环球马

拉松跑”壮举。巴特跑马拉

松比赛的最好成绩是 2 小

时55分钟。

他辗转各比赛场地之

间共搭乘201个航班，乘火

车 45 次，公共汽车 15 次，

打车 280 次，换了 10 本护

照，申请签证 120 多次，足

迹遍布撒哈拉沙漠和南极

洲等偏远地方。

巴特2016年到摩洛哥

参加有“地狱马拉松”之称

的撒哈拉沙漠马拉松比

赛，遇到癌症晚期跑者凯

文·韦伯，萌生环球跑马拉

松跑为癌症患者募捐的想

法。他为完成挑战辞去银

行工作，希望借这项挑战

为英国前列腺癌症治疗机

构募捐25万英镑(约合224

万元人民币)。

巴特说：“人类平均

寿命 29747 天，如果你是

个英国人，很可能一生中

有 9 年时间花在看电视

上……你不知道生命什

么时候到头，为什么不现

在就起身追逐梦想。”

（袁 原）

美国前驻联合国代表揭秘“内讧且混乱”的白宫

英一男子在196个国家地区跑马拉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