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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智博会展出大量“黑科
技”，让观众大饱眼福。但智博会短
短4天的会期，又让不少人感到意犹
未尽。

不用担心，没玩够的市民、游客还
可以去礼嘉智慧体验园继续感受5G
生活、体验自动驾驶、看机器人弹钢琴
跳舞……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了
解到，礼嘉智慧体验园在智博会结束
后将继续开放，参观者可在此体验50
种不同的智慧项目。

三款自动驾驶车解锁
智慧场景

据介绍，体验园引入3辆自动驾驶
接驳车、两辆自动驾驶售卖车、1辆自动
驾驶清扫车等自动驾驶车辆，为参观者
解锁出行、购物、清扫的智慧场景体验。

园区的自动驾驶接驳车“阿波龙”
由百度和金龙汽车合作推出，具备直
行跟车、左右转弯、变道、借道超车、自
动泊车和出库等能力。

记者登上这辆小巴车看到，车内没有
方向盘、制动踏板和驱动踏板，整个操作
过程都在一台小小的平板电脑上完成。

新石器自动驾驶售卖车搭载百度
Apollo技术，是L4级自动驾驶售卖
车，在自动驾驶接驳车起点广场循环
行驶，为参观游客提供小吃、饮料等产
品的售卖服务。参观者可随时招手或
站在车辆前让其停下，通过车身顶部
触摸屏选择商品，也可扫描车身二维
码，使用微信小程序下单，用微信或支

付宝购买相应物品。
同样搭载百度Apollo技术的智

行者自动驾驶清扫车，在云尚花海环线
循环行驶，对沿途道路进行清扫作业。
这款自动驾驶清扫车能自动规划线路，
往返于充电点、垃圾倾倒点之间。

16 项应用体验带你
感受5G生活

智慧体验园内建设了5G馆、艺趣
馆、云尚体验中心和云顶集市等四大

场馆，让参观者在游玩中感受沉浸式
的未来智慧生活体验。

如果想要提前感受5G生活，体验区
内的5G馆一定不能错过。5G馆共有16
个应用体验项目，设置有5G视频通话、
VR虚拟驾驶、沉浸式自行车、智慧医
疗、智慧旅游、智慧运动等生活场景。

5G馆中，一张床备受参观者关
注。这可不是普通的床，而是5G智慧
医疗的产物。这张床看似普通，却是
科技感满满，体验者不需使用任何医

疗设备，只需往上一躺，心率、血压、睡
眠等健康监护数据实时可见。拥有这
样一张床，不仅能辅助健康睡眠，身体
发生异样情况，也能提前监控。

与5G馆相邻的，是以数字艺术、
数字游戏为主题的艺趣馆，这里可是
孩子们的天堂。现场通过VR、AR、
全息投影等光影技术，艺术化展示了
人类古往今来的发展轨迹，还能用手
指触控了解各种知识。在数字游戏展
厅，VR过山车、9D电影、VR冲浪、虚
拟和平精英等游戏吸引了孩子们的目
光，成为体验园中最热闹的场所。

云顶集市无感支付买
重庆特产

在礼嘉智慧体验园还有一片云尚
花林，整片花林面积约82万平方米，融
合生态景观与科技应用，打造了绿色智
慧的休闲游憩空间。这个季节，紫色的
马鞭草开放，一眼望不到头的紫色花海
又将成为重庆的一处新打卡地。

爬到山顶，出现在眼前的是云顶
集市，集中展示了重庆各个区县的特
色土货。云顶集市以“云端生活微街
区”为设计理念，参观者可在云端下
单，商品将直接送达家中。

记者在云顶集市体验了一把无感
支付。在集市中，记者选择好商品后，
点击屏幕上的购买按钮，选择人脸支
付，平台便可以快速通过已经认证的
支付宝实现无感支付。

此外，云顶集市中还有虚拟体验服
装上身效果的“穿衣魔镜”、云上礼嘉、
智慧交通等项目，等待参观者体验。

用“掌上礼嘉”小程序
预约参观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要去礼嘉
智慧体验园游览参观，需要使用“掌上
礼嘉”小程序进行预约。

在“掌上礼嘉”微信小程序上登录并
完成基本注册后，便可进入小程序首页
选择任一场馆了解其场馆面积、开馆时
间、游客承载数、互动项目等具体情况，
还有智能导航、场馆全景展示等功能。

随后点击下方“预约参观”，仔细
阅读“预约注意事项”后便能进入预约
页面。在预约页面，可以点击想要预
约的场馆或乘车站点，选择具体日期
和场次。预约完成后，微信将收到预
约成功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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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博会没玩够？去礼嘉智慧体验园——

50种项目带你体验智慧未来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孙天然

8月21日，在礼嘉智慧体验园区，服务机器人正在与小朋友互动交流，今后它们还将为游客提供导游、解说等服务。
（本组图片由记者张锦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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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司法办案赋能

提升效率
司法办案实现繁简分流、快慢分道

“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没想到会这
么快。”2017年5月23日，一天之内，多起
醉驾案件在江北区交巡警支队刑事速裁
法庭一审宣判，不少被告人表示快得有些

“意外”。
为有效提高司法效率，应对醉驾案件

高发带来的办案压力，该区公检法三家在
当地交巡警支队联合设立集刑事侦查、审
查起诉、开庭审理功能于一体的刑事速裁
办案中心。

在这里，案件从立案侦查、提起公诉，
到当庭判决，最快只需两天时间。而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推行前，从头到尾“跑”一遍
司法程序，可能需要一两个月。

据了解，重庆市三级检察机关普遍
推行公安机关相对集中移送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相对集中提起公诉、法院相对
集中开庭审理的“三集中”工作机制，实
现认罪认罚案件批量化办理、全流程提
速。

为适应这种集中化的办案模式，重庆
市合川区检察院成立“轻刑办案组”，配备
检察官、检察官助理、书记员各一名，专门
办理盗窃、故意伤害（轻伤）、危险驾驶、交
通肇事4个罪名的轻刑案件。

“办案组承担了全院一半的案件量，
办理一起案件平均不到10天，最短1天。”

合川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实现
了检察环节的繁简分流，让“繁案精办、简
案快办”水到渠成。

“在审查报告书等文书制作方面，认
罪认罚从宽案件更为简化。”重庆市检察
院检察一部主任孙琳表示，检察官的办案
负担减轻后，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办理疑
难复杂案件上。

统计显示，2018年11月至2019年6
月，我市检察机关共起诉认罪认罚从宽案
件16836人，占起诉总数的74.92%。同
期，已判决案件上诉率仅为1.56%。

高适用比、低上诉率——这份试点答
卷的含金量非同一般。

精准量刑
量刑协商份量越来越重

“建议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并处罚金5万元。”日前，在合
川区法院立案庭，翻开检察机关刚刚移送
的案卷，里面夹着一份确定型量刑建议
书。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前，这类
精确到‘点’且明确列出附加刑、缓刑适用
的确定型量刑建议几乎看不到。”合川区
检察院检察长杨洪广表示，从“幅度”到

“确定”——两字之差，意味着质的飞跃。
开展试点以来，量刑建议“虚”而不

“实”、“粗”而不“精”的现象得到根本改
观。数据显示，2018年11月至2019年6

月，重庆检察机关发出的确定型量刑建议
占比达到64.24%。

“检察官说的话，到底算不算数？其
实，刚接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少犯罪
嫌疑人心里在‘打鼓’。”孙琳表示，检察官
们用实打实的办案数据打消了犯罪嫌疑
人的顾虑：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
重庆检察机关办理的认罪认罚案件中，有
90%以上的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

“经过辩诉充分协商后，审判环节一
般不会改变量刑建议的内容，这就给嫌疑
人非常明确的刑罚预期。”孙琳说，随着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逐步深化，置身其中
的检察官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庭审对
抗性在下降，而量刑协商的“份量”日益上
升。这一降一升，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
审前主导作用彰显出来。

进入操作层面，如何才能做到精准量
刑，拿捏好从宽尺度？孙琳介绍，根据认
罚的不同环节，可以在不超过40%的幅度
内调节基准刑。重庆市检察院经与重庆
市高级法院协商，明确将“认罚”作为单独
考量的量刑减让情节，确定了认罪认罚越
早从宽幅度越大的基本原则，统一规范量
刑标准。

“我们还建立了内外部量刑均衡机
制，确保对类似案件提出的检察建议基本
一致，避免同案不同判。”孙琳表示，由于
采取上述措施，重庆市检察院确定型量刑
建议获采纳率保持在95%以上。

权利保障
激活认罪认罚自愿性、主动性

“同监室还有一个盗窃数额和我差不
多的，才判了一年二个月。量刑还能再轻
点吗？”2018年11月，在永川区看守所的
一间提讯室，面对犯罪嫌疑人王保（化名）
提出的疑问，重庆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唐
建从包里拿出一张纸。

他此时的身份是一名值班律师，在纸
上写写算算，边写边说，耐心解释着检察
机关量刑建议的合理性。最终，王保放心
地签下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后，律师作
为第三方最重要的职责，是确保嫌疑人认
罪认罚的自愿性。”唐建表示，做到自愿适
用、充分协商、理性认同，才能真正案结事
了。

据孙琳介绍，值班律师主要为认罪认
罚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
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助，代理
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违法情形申诉、控
告，并就嫌疑人的合法合理诉求及时向检
察机关提出意见，这让犯罪嫌疑人的诉讼
权利有“兜底”。

实际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大优
势在于：既可以有效激励嫌疑人、被告人
主动认罪悔罪，也有利于取得被害人谅
解，促使两方相向而行、减少对抗、修复关
系，达到化解矛盾纠纷的目的。

“取得被害人谅解，是从宽处罚的重
要考量因素。”合川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刘永宏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鼓励嫌疑
人主动赔偿具有特殊价值。

2017年9月，在合川区检察院办理的
一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陈某采用电信诈
骗手段，累计骗取19名被害人4万余元，
但在案件侦查环节仅赔偿了1万元。移
送审查起诉后，在检察官的释法说理后，
他自愿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接受“有
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5万元”
的量刑建议，并退赔了全部诈骗金额。

此外，当遇到重大疑难的有组织犯罪
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往往能成为检察
官手中“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奇招利
器。

“他说毒品卖了之后，利润分我一
半。”在一起贩毒系列案件中，犯罪嫌疑人
王强（化名）在侦查阶段隐瞒了幕后的主
犯。提讯时，借助认罪认罚从宽“攻心
计”，重庆市检察院第四分院检察官不仅
说服其指认共同贩毒的主犯李刚（化名），
还提供了两名关键证人，最终得以成功追
诉。

原本拒不认罪的李刚，在检察官开示
核心证据，释明认罪认罚程序的好处和不
认罪可能的后果之后，也选择认罪认罚。
随后，李刚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并处没收财产1万元。

满宁 李立峰 李益

73.04%的刑事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审查起诉平均周期减少4.5天，当庭宣判率93%，上诉率仅为1.56%——这组办案数据，是重庆检察机关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工作交出的答卷。
透过一个个小故事不难看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在巴渝大地为司法办案不断赋能。

重庆检察机关

打探智能产业“新引擎”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