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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14城市今明两天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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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辽沈晚报大范围招
募众包快递员：

1、招募要求：18到55周岁，男女不限，自备
交通工具。

2、工作地点：沈阳全市范围，就近安排。
3、福利待遇：

（1）全职兼职均可，按单取酬，多劳多得，
综合收入多者可达10000元。

（2）配送费高于市场价，提供通讯补助，提
供培训，上手快。

（3）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保险保障。
（4）货量稳定，收入稳定，业务种类多。
（5）双十一、年货节等各类大促有额外奖励。
4、报名电话：22536599、22536569、22536511、

22536565、13314013721。
5、简历投递邮箱：905376358@qq.com

辽沈晚报高薪招募众包快递员
本报讯 日前，东北大学、中国(海南)改革发

展研究院、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联合主办“推动
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来自国家相关部委、智库、高校和东北三省
社科院、高校的专家学者共五十余人出席了会
议。与会专家重点围绕“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
过程的东北全面振兴”等多个议题进行研讨和
交流。

“推动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举行

遮挡号牌、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实线变道
……日常生活中，大家常会看到一些交通违法
行为。日前，公安部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处理程序规定进行修改，拟规定对群众抓拍下
来的车辆违法行为照片、视频资料，经查证属实
的，可以作为处罚的证据。

据介绍，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处理程序，公安部起草了《公安部关于修
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的决
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增加规定，单位或者个人提供
的违法行为照片或者视频等资料，经查证属实
的，可以作为处罚的证据。对群众举报的违法

行为照片、视频资料的审核录入要求，参照本规
定执行。

据了解《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
规定》2004年颁布、2008年修订。但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违法处理面临新形势、新要求，程序
规定需要不断完善。征求意见稿重点针对非现
场交通违法行为处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
修改。

为方便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驾驶人及
时、就近处理交通违法，避免往返违法行为发生
地，当事人明确接受异地处理的，征求意见稿拟
规定，处理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协助
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查违

法事实、代为送达法律文书、代为履行处罚告知
程序，由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按照发生地标准作出处罚决定。

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违法信息通知的要
求，将原来公安交管部门可以将违法信息通知
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修改为公安交管部
门应当通过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手机短信或
者邮寄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同时，增加了交通警察在执勤执法时发现机动
车有违法行为逾期未处理的，当场告知当事人
的规定。

据了解，由于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违法
行为后，无法确定实际驾驶人，因此违法行为全

部记录在机动车名下。此次修改，对交通技术
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信息，能够确定实际
驾驶人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将该违
法行为记录在实际驾驶人名下。

本次修订还规范了检验酒驾醉驾违法犯
罪嫌疑人体内酒精含量以及重新检验的程序
要求等。

社会公众可通过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
（www.chinalaw.gov.cn）、公安部网站（www.mps.
gov.cn）查阅公开征求意见稿，有关意见建议可
以通过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公安部网站在线
提出或者在 2019年 11月 27日前通过电子邮件
方式提交。 据新华社

公安部拟修改规定明确群众拍照
举报交通违法行为可作为处罚证据

美国国会众议院 10 月 31 日表决通过一项
决议案，为推进针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弹劾
调查设定步骤、程序和方式。

【依党派选边】

表决几乎完全按照党派划线，结果是232票
赞成、196票反对。

共和党籍议员全部投反对票。民主党方
面，仅两名议员投反对票，缘由是来自共和党所
获民意支持占优势的选区。另外，今年7月宣布
退出共和党的议员贾斯廷·阿马什以独立人士
身份投赞成票。

依据决议，主导调查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应发布一份报告并公布先前闭门质询的文字记
录；今后将举行公开听证；依照上述情况，众议
院司法委员会将决定是否就弹劾特朗普作全体

表决。
决议规定，只有经过举行听证会的委员会批

准，作为众议院少数党的共和党才能传召证人。
这意味着民主党人能够阻止特定人士作证。

另外，决议允许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参与司
法委员会调查进程。然而，委员会主席有权以
白宫方面不配合调查为由，拒绝特朗普方面的
证人作证。

【以程序拉锯】

31日表决是弹劾调查以来的第一次。表决
结果反映两党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路透社报
道，众议院民主党人借这次表决摸底并如愿获
得足够支持，将继续推进弹劾调查。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拒绝披露他们打算何时
开始举行公开听证会。

公开听证会可以由电视转播，向公众“放
大”特朗普的过错。这或许不利于特朗普明年
争取连任。不过，特朗普的支持者们认为，如果
他对弹劾调查应对得当，可以增加再次当选的
几率。

众议院需要至少数周时间完成弹劾调查，
再决定是否发起弹劾动议。动议需要获得半数
众议员同意，随后交由参议院审议。

随后，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主持下，参议院需
要三分之二以上参议员支持，才可能定罪并罢
免总统。共和党现在占据参议院多数席位。美
联社报道，依当前形势，即便弹劾案进入参议院
议程，共和党籍参议员们会力挺特朗普。

【由证人喂料】

前一天离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事务

顾问蒂姆·莫里森 31日到国会作证。依据媒体
获得的莫里森书面证词，他不认为弹劾调查的
触发点，即 7 月 25 日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弗拉
基米尔·泽连斯基的电话，有任何违法之处。

弹劾调查9月24日由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
西发起，缘由是一名情报部门官员检举特朗普以
提供军事援助和在白宫会见泽连斯基为条件，要
求乌方调查前副总统乔·拜登和他的儿子。拜登
是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他的儿子亨特·拜登受聘
乌克兰天然气企业贝里斯马控股公司。

众议院的弹劾调查试图确认特朗普是否滥
用公权以及如果属于滥用，他的行为是否在依
照宪法应予免职的罪责之列。

虽然莫里森不认为特朗普的做法触犯法
律，他的大部分证词与先前作证的美国驻乌克
兰代理大使威廉·泰勒说法一致，增强了后者证
词的可信度。 据新华社

两党对峙 美国众议院通过弹劾调查程序

要求英国 12月 12日重新议会选举的法案 10
月31日正式生效，执政党保守党和最大反对党工
党同一天拉开竞选帷幕。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当天与英国脱离欧
洲联盟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跨洋电话连线，评议

“脱欧”协议等事宜，遭遇英国首相府和工党党首
杰里米·科尔宾明里暗里回怼。

【唱衰协议】

特朗普 10月 31日与法拉奇在后者主持的伦
敦广播公司电台一档谈话节目中连线。特朗普称
赞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是“出色的人”、努力推
动英国“脱欧”，但表示对约翰逊新近与欧盟达成
的“脱欧”协议持保留意见。

特朗普认为，新协议可能让美英无法达成“脱
欧”后双边贸易协定，“老实说”协议的“部分内容”
会阻碍美英贸易，以“特定方式”把美国排除在部
分领域以外。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 8 月承诺与英国
达成规模“非常大的贸易协定”。他 31 日没有指
明协议哪些内容构成阻碍。

英国首相府一名发言人当天晚些时候否认新
版“脱欧”协议阻碍英美达成贸易协定。这名发言
人强调，新协议“确保我们重新掌控法律、贸易、边
界和资金”，允许“英国全部地区离开欧盟关税同
盟”。这意味着英国今后可以自主与世界各国达
成能让英国各地受益的贸易协定。

按照英国《泰晤士报》的说法，特朗普31日接
受法拉奇采访让英国首相府“遭受意外打击”，让
约翰逊本人“尴尬”。约翰逊让公众接受新协议的
努力因而蒙上阴影。

【攻击工党】

特朗普31日对英国工党毫不客气，说科尔宾
如果当选首相将是英国的悲哀。

科尔宾当天早些时候正式启动工党竞选。他警
告，“脱欧”后英美贸易协定可能以牺牲英国纳税人利
益为代价，让美国企业更多介入英国国民保健制度。

特朗普在采访中否认这一说法，说美国“根本
不会介入”英国医疗保健系统，“只谈论贸易”。

科尔宾在采访播出数分钟后经由社交媒体
“推特”回击，指认特朗普“正企图干预英国选举，

以便他的朋友”约翰逊当选。
路透社报道，特朗普的前任贝拉克·奥巴马同

样曾遭受干预英国内政指责。奥巴马 2016 年在
英国举行“脱欧”全体公民投票之前说，英国应该
留在欧盟，否则将在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时排到

“队伍最后”。

【撮合结盟】

特朗普在采访中告诉持强硬“疑欧”立场的法
拉奇，如果他领导的脱欧党能与约翰逊领导的保
守党在12月12日选举中联手，将“势不可挡”。

法拉奇回应说，愿成为约翰逊“得力助手”，只
要首相放弃新版“脱欧”协议，转而选择让英国“彻
底脱欧”。

法拉奇先前屡次向约翰逊抛出橄榄枝，呼吁
两党为选举缔结“互不攻击条约”，即在保守党需
要与支持“留欧”的自由民主党等反对党角逐议席
的地区，脱欧党不会有候选人参与选举；作为交
换，保守党放手让脱欧党自由角逐工党在威尔士
南部、英格兰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所持议席。首相
府一直回绝法拉奇的建议。

按照英国《卫报》的说法，定于 11月 1日正式
开始竞选的脱欧党目前就选举策略分成两派。不
少强硬“疑欧”派候选人反对新协议，因而不愿为
保守党“让路”；另一些人担忧脱欧党在两家主要
政党的边缘选区参战会让科尔宾渔利。据新华社

英国大选 特朗普有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