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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漕雅线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
余杭·径山健康快乐跑活动将于 2017

年 5 月 20 日上午在径山镇举行，为确保活
动顺利开展，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
之规定，将对漕雅线部分路段进行临时交
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道路封闭时间：2017 年 5 月 20 日 7
时30分起至10时30分止。

二、道路封闭路段：漕雅线径山镇政府
转盘西侧路口至大径山集散中心西侧 100
米。

三、道路封闭期间将禁止所有机动车辆、
非机动车、行人通行（工作用车、工作人员除

外），沿线居民车辆、行人尽量减少出行。
四、绕行道路：往双溪方向的小型车辆

可以从龙皇塘路—锦城街—潘金线—潘双
线—竹海路（双溪漂流）—双溪绕道行驶；
往径山寺方向的小型车辆可以从彭长线
（或从漕雅线—207省道）—207省道—彭长
线—长径线—径山寺方向绕道行驶。大型
货车一律禁行。

以上通告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提前
做好绕行准备，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交警大队

2017年5月20日

由浙江华元建设置业有限公司承建
的余政储出（2012）63号地块工程（地点：
临平新城临东路与迎宾路交叉口）由于混
凝土浇筑工艺需要，申请于 2017 年 5 月
23日22时—2017年5月24日6时需夜间
施工。现予以公告，如对公告内容有异
议，请在2017年5月23日15时前来电。

联系电话：89168561。
余杭区环境保护局临平环境保护监察所

二0一七年五月二十日

施工通告
由浙江荣达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杭

州市瓶窑中学扩建项目（地点：余杭区瓶
窑镇南山村）由于混凝土浇筑工艺需要，
申请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 22 时——2017
年5月25日6时夜间施工。现予以公告，
如对公告内容有异议，请在 2017 年 5 月
22日下午3时前来电。

联系电话88554618。
余杭区环境保护局瓶窑环境保护监察所

二0一七年五月二十日

施工通告附图：为进一步优化塘栖镇城区道路交通
资源，提升交通管理水平，根据《杭州市道
路交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结合前期会
同相关部门对现有交通要素进行调查、方
案设计及征求民意后，经余杭区人民政府
同意，计划于 2017年 5月 25日起，对塘栖
镇部分单行线交通组织实施调整，具体措
施如下：

1、恢复西小河街（圣塘漾路至中心街
段）、致和堂街（北小河街至中心街段）、中
心街双向通行；

2、调整北小河街单行走向，由原来的
北向南通行改为南向北单行；

3、保留致和堂街（北小河街至圣堂漾
路段）由东向西单行。
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7年5月20日

关于调整塘栖镇单行线交通组织措施的通告

由杭州萧宏建设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的乔司至东湖连接线工程二标段工
程（地点：东湖南路）由于混凝土浇筑工艺
需要，申请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 22 时—
2017年 5月 25日 6时需夜间施工。现予
以公告，如对公告内容有异议，请在2017
年5月22日15时前来电。

联系电话：89168561。
余杭区环境保护局临平环境保护监察所

二0一七年五月二十日

施工通告

环 球 视 野

去年，巴西时任总统迪尔玛·罗塞夫
被罢免总统职务，身为副总统的特梅尔
就任总统。不到一年时间里，特梅尔政
府经历了不少人事变动，多名内阁部长
落马，其中多数人涉贪。今年4月，当时
8名内阁成员被曝因涉嫌与奥德布雷希
特建筑公司腐败案有关而接受调查。

媒体分析，既然特梅尔18日表达了
不辞职决心，那么迫使他下台或许有两
条路可以走，其一是司法途径，其二是弹
劾程序。

巴西宪法规定，总统只能因在其任
期内所发生的行为，并在最高法院批准
后，才能接受调查。

鉴于巴西最高法院已宣布调查“封
口费”事件，总检察院应该可以开始进行
证据收集。由于特梅尔是总统，必须在
众议院三分之二议员投票赞成后，总检
察院才能对特梅尔提出指控。指控成立

后，最高法院将可以进行听取证词、质询
过程，此时特梅尔将被暂停行使总统职
权 180 天。若在最终审判中，特梅尔被
定罪，则将失去政治权利，并接受相应刑
罚。众议长将担任临时总统一职，并由
参众两院非直接选举产生新一任总统。

涉及弹劾程序时，相关议案首先必
须在众议院全体表决中以三分之二以上
赞成票获得通过，然后交由参议院审
议。参议院随后将审议并决定是否继续
弹劾。如果参议院经过表决，以简单多
数支持受理此案，弹劾将继续。这时，特
梅尔暂停职务至多 180 天。最后，如果
参议院在第二次表决中有三分之二的议
员认定总统有罪，特梅尔将随即被罢
黜。根据巴西宪法，由于本届政府执政
时间已经过半，一旦特梅尔被弹劾，众议
长将担任临时总统一职，并由参众两院
非直接选举产生新一任总统。

巴西总统拒因“封口门”下台
巴西总统米歇尔·特梅尔18日在全国电视讲话中明确表示，他不

会因媒体曝光的“封口费”事件而辞职，重申自己从未授意他人买通正

在服刑的前议长爱德华多·库尼亚。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封口费”事件已经成为特梅尔政府上台以来

面临的最大挑战：多名反对党议员要求总统辞职，有在野党宣布停止

在议会中支持执政党，一名政府部长请辞，巴西多座城市发生示威。

巴西《环球报》17日披露，今年3月7日，
特梅尔与巴西肉制品企业 JBS 总裁若埃斯
利·巴蒂斯塔会面，后者偷偷录下两人的对
话。其间，巴蒂斯塔告诉特梅尔，已向前议
长库尼亚支付“封口费”，特梅尔表示赞同。

库尼亚与特梅尔同属一党派，因卷入巴
西石油公司腐败案受到起诉，并于今年 3月
底被判贪腐、洗钱、逃税等罪名成立，如今正
在服刑。库尼亚据信掌握着不少政坛高层
人士的涉腐“黑料”。

巴西最高法院决定调查“封口费”事件
后，相关录音随即被公开。按照美联社的说
法，这段长39分钟的录音显示两名男子在对
话，应为特梅尔和巴蒂斯塔。录音相对嘈
杂，其中一名据信是特梅尔的男子抱怨称库
尼亚可能会令他难堪，而另一个据信是巴蒂
斯塔的男子则回答：“我已经竭尽所能，搞定
了每件事。他（库 尼 亚）每次来都要收
（钱）。我和他相处得还算好。”随后，那名据
信是特梅尔的男子回答：“你得继续这么做，
好吧？”对方则说：“每个月（都如此）。”

巴西总统府 17日晚发表声明，称特
梅尔从未向已经入狱的前众议长库尼亚
支付“封口费”。但随着事件不断发酵，
特梅尔18日不得不亲自出面澄清。

他在一段简短的全国电视讲话中
说：“我没命令任何人买通他人，没有让
任何人‘封口’。我不会辞职。”

美联社报道，特梅尔说这番话时调
高了语调，用食指敲击演讲台，以示强
调。

特梅尔还在讲话中说：“在最高法
院，我将证明没有参与这些事件……我
要求彻底调查这一事件，向巴西人民澄
清事实。”

“封口费”事件造成巴西政坛“地震”。
消息传出当天，正在举行全体会议的巴西议
会众议院内立刻出现混乱。有议员要求特
梅尔辞职，还有人称应立刻弹劾他，也有议
员要求提前大选。

已有两个党派宣布收回在议会中对特
梅尔所属巴西民主运动党的支持。其中，人
民社会党在一份声明中说，党员罗伯托·弗
雷里已经辞去政府文化部长职务。同属这
一党派的国防部长劳尔·容曼将留任，以保
证国家在不稳定时期的安全。

巴西主要城市巴西利亚、里约热内卢和
圣保罗均爆发了要求特梅尔下台的示威活
动。美联社报道，现阶段，特梅尔的支持率
徘徊在10％左右。

（新华社专特稿）

录音公开

5月18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巴西总统特梅尔发表讲话

盟友切割

拒不下台

前途难料

日本内阁
决议通过天皇退位法案

日本内阁 19 日通过仅适用于明仁
天皇的退位特别法决议。据日媒报道，
此后法案内容将提交国会审议。

据共同社报道，此次内阁通过的“关
于天皇退位等的皇室典范特例法案”的
决议中规定退位之后的天皇将被称为

“上皇”，同时限定决议获得国会通过后
予以公示并于3年内实施。法案规定退
位仅限明仁天皇一代，但也将成为将来
参照的先例。

2016 年 8 月，日本明仁天皇发表视
频讲话表示，由于身体原因很难履行自
己的职责。这被视为其流露出“生前退
位”意向。

因天皇生前退位在日本宪政史上并
无先例，该问题在日本社会引发广泛争
论，最终各党派就制定仅适用于明仁天
皇的特别法达成一致。

伊朗总统选举开始投票
伊朗第 12 届总统选举投票于当地

时间 19日上午 8时开始，伊朗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在设于德黑兰领袖府内的投票
站投下首张选票。

新总统将在伊朗现任总统哈桑·鲁
哈尼、宗教人士易卜拉欣·莱希、曾任总
统顾问的穆斯塔法·米尔萨利姆以及前
副总统穆斯塔法·哈希米·塔巴 4名候选
人中产生。

根据伊朗内政部公布的数据，伊朗
全国约有5500万名合法选民，设有约6.5
万个投票站。投票将在当天结束，预计
选举结果将在20日计票结束后公布。

伊朗总统选举每 4 年举行一次，总
统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可连任一
届。在选举中，获得超过半数选票的候
选人将直接赢得选举。如果无人得票率
过半，则得票数居前两位的候选人进入
第二轮角逐。在第二轮选举中，获得多
数选票的候选人将赢得选举。

5月18日，在利比亚加拉布里，非法
移民准备靠岸。

利比亚海岸警卫队 18 日在利比亚
西部城市塞卜拉泰和加拉布里附近海域
救起 400余名试图偷渡的非法移民。这
批非法移民主要来自叙利亚、埃及和加
纳等国，他们原本试图乘船偷渡到欧洲，
但偷渡船发生故障被困海上。

400余名非法移民
在利比亚附近海域获救

（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