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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
武警玉树支队
卫生队根据部
队官兵的身体
健康状况,按照
上级领导安排,
玉树支队卫生
队派出医疗小
分队深入基层
中队,扎实开展
医疗巡诊和心
理疏导工作。

通讯员 王维明摄

“参赛队员站在起跑线后的第一块和
第二块河石上，手拿第三块河石，裁判员发
令后，队员依次将河石踩在脚下交替向前
行进……”9月8日，在武警青海总队玉树
支队训练场上，一场“摸石头过河”的游戏
正在进行。连日来，武警玉树支队积极组
织官兵开展心理素质训练，通过游戏、“微
谈心”，不断增进官兵之间的信任，培养团
队意识，使官兵能够保持平衡健康的心态，

积极投入各项工作。
据了解，玉树支队党委高度重视官兵

心理健康，利用课余生活时间，精心开展团
体心理游戏、棋牌、球类竞技等官兵喜闻乐
见的活动。通过游戏，密切了官兵的内部
关系，使战友增强了适应困难、面对压力的
能力，培养了团队精神和协作意识，提升了
心理素质，为下一步更好的完成各项训练
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旭阳)

武警玉树支队利用游戏锤炼新兵心理素质

新华社电（记者 陈鑫 邹德路）据阿
富汗媒体 10 日报道，阿富汗政府与塔利
班的谈判于 12日在卡塔尔举行。

阿富汗总统府 10 日发表声明说 ，
阿政府代表团于 11 日启程前往卡塔尔
首都多哈，阿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
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代理外交部长穆
罕默德·哈尼夫·阿特马尔以及阿国家
和平事务部部长赛义德·萨达特·曼苏

尔·纳 德 里 将 代 表 阿 政 府 出 席 首 场 会
议。

根据美国政府与塔利班方面今年 2
月 底 达 成 的 协 议 ，阿 富 汗 政 府 应 释 放
5000 名塔利班在押人员，塔利班则保证
释放 1000名被扣押的政府人员。但双方
交换在押人员的进程多次中断。由于阿
政府与塔利班就相互释放在押人员有分
歧，本应于 3月启动的对话至今搁置。

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
今日重启对话

美国花旗集团 10 日任命消费者银
行业务负责人简·弗雷泽为下任首席执
行官（CEO）。这意味她将成为华尔街
大型银行任命的首位女性CEO。

花旗银行说，弗雷泽明年 2 月将接
替迈克尔·科巴特出任 CEO。科巴特在
一份内部备忘录中称弗雷泽晋升为突
破性事件和花旗集团的骄傲。

弗雷泽现年 53 岁，从高盛起步，16
年前加入花旗。路透社称她为“金融业
冉冉升起的明星”。她的职场经历涵盖

投资银行、财富管理、问题抵押贷款套
利投资以及拉美策略。

在花旗内部，弗雷泽以帮助花旗度
过金融危机著称。去年，她成为富国银
行 CEO 的潜在候选人之一。这一职位
后来花落摩根大通前 CEO 查尔斯·沙
夫。

价值行为资本管理公司合伙人迪
伦·哈格特说，该公司近年来与弗雷泽
密切合作，高度欣赏她“引领周密战略
转型和提振业绩的能力”。这家对冲基
金持有 2700万股花旗银行股票。

弗雷泽晋升引发华尔街女性高级
管理人员庆祝。美国银行首席运营和
技术官凯茜·贝赞特在社交媒体推特发
文说：“这对花旗和各地女性都是好消
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时刻！”

弗雷泽曾公开谈论自己作为年轻
女性、后来作为母亲在这一竞争性较强
行业的奋斗经历。她 2016 年在一个公
开场合说，刚入职投行时，女性被期待
像男性那样举止和穿戴。

谈及兼顾工作与家庭，她当时说：
“我经常问自己，‘你能拥有一切吗？你
能同时做所有事吗？’我说，‘是的，你
能。但你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也不要
期待立即得到一切’。”

美国《财富》杂志今年发布的世界
500 强企业榜单中，仅 37 家企业由女性
掌舵。 新华社特稿（卜晓明）

花旗任命华尔街银行首位女性CEO

新华社电（记者 杨晓静 王慧慧）英
国与欧盟第八轮未来关系谈判 10日在伦
敦结束。此轮谈判在遭遇英方试图以国
内立法改写“脱欧”协议、欧盟紧急召集
双方特别会议等变化后，尽管并未完全
破裂，但欧盟称双方互信“已遭严重损
害”，正在“加紧准备为英国脱离欧盟画
上一个混乱的句号”。

分析人士指出，此轮谈判，英欧均展
现强硬姿态，试图通过向对方强力施压
来打破一直以来的谈判僵局。但人们担
忧，双方这种“瞪眼”游戏恐将让过去数
年“脱欧”谈判结果付诸东流，令“无协议
脱欧”风险不断增加，导致“双输”结果。

英欧互不相让

英国和欧盟 8 日在伦敦开始以贸易
协议为核心的新一轮未来关系谈判。而
英国政府 9日公布内部市场法案，因其中
涉及北爱尔兰的条款被认为是凌驾于

“脱欧”协议之上而引发争议。根据该法
案，如果其中条款与“脱欧”协议中的退
出协议或有关北爱特殊安排的内容不一
致，以法案条款为准。

英国首相约翰逊 9 日在议会下院指
出，为确保北爱尔兰地区利益，英国需要
一个“法律安全网”使其不受对“脱欧”协
议的“极端或非理性”解读影响。

针对英国的做法，欧盟方面反应强
烈，认为该法案违反“脱欧”协议。欧盟
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9 日直言不讳地批
评英国此举“违反国际法，破坏了彼此间
信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同日表
示，“脱欧”协议是英欧双方达成的协议
并经英国议会批准，必须全面实施。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罗什·谢夫乔维
奇 10 日紧急奔赴伦敦，与英国内阁办公
厅大臣戈夫举行特别会议。谢夫乔维奇
警告，“脱欧”协议对违反法律义务的行
为规定了一系列应对机制和补救措施，
欧盟将不惜使用这些机制和措施，他呼
吁英国最晚在本月底前撤回该法案，但
遭到英方拒绝。

分析人士指出，此前多轮谈判久拖不
决，不仅可能导致英国将来向欧盟支付
更多“分手费”，还导致英国在此期间无

法享受贸易利益，也无法参与欧盟任何
内部决策。舆论普遍认为，约翰逊政府
想以“无协议脱欧”这种看上去“孤注一
掷”的方式施压，迫使欧盟作出相应妥
协。

本轮谈判前夕，约翰逊给欧盟方面下
达了最后通牒，称“如果协议要在今年底
生效，需要在 10 月 15 日举行欧盟峰会前
达成协议”。他威胁，若届时仍未达成共
识，双方“都应该接受这一事实并向前
看”，还坚称“无协议脱欧”将是“对英国
来说的好结果”。

“无协议脱欧”风险高

英欧谈判僵局加剧了人们对今年 12
月 31日英国“无协议脱欧”的担忧。英国
1 月 31 日正式“脱欧”，随后进入为期 11
个月的过渡期。若过渡期内英欧未达成
贸易协议，双方将回到世界贸易组织框
架下，重新实施边检和关税，导致贸易成
本增加。

分析人士指出，“无协议脱欧”意味
着更高的关税和混乱的经贸关系。这对
英欧双方来说恐怕是“双输”局面，显然
不是各方想要的结果。

英国“脱欧”谈判首席代表戴维·弗
罗斯特 10 日发表声明说，英方仍致力于
10 月中旬前达成协议，双方已同意按计
划在布鲁塞尔继续磋商。然而在针对英
欧谈判的主要分歧时，他表示，欧盟坚持
英方必须改变在国家援助和渔业问题上
的立场，否则不会就其他任何问题进行
实质性文本讨论，这一立场可能限制双
方谈判取得进展。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
德·朗格则警告，英欧双方若想达成协
议，最迟必须在 10 月 31 日之前，时间压
力巨大，因为双方还没有各自提出可行
的法律文本来形成综合的妥协文本。

分析人士认为，英欧未来关系谈判以
贸易为核心，“无协议脱欧”将给英欧市
场带来极大不确定性。知名投行美国高
盛公司预计，若双方未达成贸易协议，加
之新冠疫情的叠加影响，自 2021年起，欧
盟和英国可能会有近 1 万亿美元的贸易

“陷入混乱”。

英国“无协议脱欧”风险急增

新华社电（记者 高山）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山火持续燃烧，加州林业和消防
局 10 日表示，今年以来加州山火过火
面积已达 1.25万平方公里，创下了加州
年度山火过火面积历史新高。

目前，加州北部综合火场的山火仍
在不断蔓延。截至 10 日晚，当地的山
火已造成 10 人死亡，16 人失踪，约 2 万
人被迫撤离，2000多栋建筑被烧毁。

另 据 加 州 林 业 和 消 防 局 10 日 早
些时候公布的统计数据，今年的加州
山火已造成 12 人死亡，摧毁建筑物超
过 3900 栋。目前有 1.4 万名消防员正

在加州各地的 29 处大型山火现场奋
战。

为防范高温和强风造成电力设备
故障，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在索诺
马县和纳帕县曾采取断电措施。截至
10日晚，两县电力已逐步恢复。

加州北部山火连日燃烧致使空气
质量急剧下降，烟尘遮天蔽日，旧金山
湾区 9日正午时分宛如黑夜。

美国媒体认为，气候变暖是美国西
部山火近年来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
加州干旱少雨的情况近年越发明显，干
枯的植被使火灾一发不可收拾。

美国加州山火过火面积创新高

9 月 10 日，负责英国“脱欧”事务的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前）走在伦敦
街头。 新华社／法新

简·弗雷泽。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