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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快开庭快
上午起诉下午即开庭

今年8月9日，成都市金牛区一餐馆
内，刘某趁张某睡觉之际，将其放在身旁椅
子上的一部价值2239元的手机盗走。4天
后，刘某被民警挡获。

10月30日上午9点，金牛区检察院将
该案移送起诉至金牛区法院，并建议对该
案适用认罪认罚速裁程序。立案后，法官
审查了案卷材料。除了证人证言、案发现
场监控、刘某身上搜出的手机以及其认罪
笔录外，还有一份刘某签署的《认罪认罚具
结书》。

“该案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适用速裁程序。”当天上午10点，金牛区法
院即向刘某送达了起诉书。3个半小时后，
也就是下午1点 30分，该案公开开庭审
理。而记者从金牛区检察院了解到，该案
整个审查起诉期限也仅用时一周。

审案审案快快
开庭仅7分钟便宣判

法庭上，金牛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员、
刘某以及辩护律师出席庭审。

“被告人刘某，请问你是否在律师见证
下，签订了这份认罪具结书？”“是。”“认罪
具结书是否是你的真实意思表示？”“是。”

“是否自愿认罪认罚？”“是。”
在宣读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

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后，法官直截了当切入
主题，并拿出刘某此前签署的《认罪认罚具
结书》进行了再次确认。

在对刘某自愿认罪认罚反复确认、
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后，庭审直接进入

了最后陈述环节。随后，法锤敲响，本案
当庭宣判——公诉机关指控成立，法庭
予以支持。

由于刘某是累犯，当从重处罚，但考
虑到其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且
自愿认罪认罚，可从轻、从宽处罚。最终，
刘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7 个月，并处罚金
2000元。

从开庭到宣判，整个过程，仅7分钟。

怎么怎么快快
具备自愿真实和合法

“这是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实施后，
四川首例适用认罪认罚速裁程序审理的刑
事案件。”金牛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王燎说。

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
的决定。这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继2012
年后再次迎来较大修改变动。

认罪认罚速裁程序，是刑诉法修改
的两大亮点之一。王燎介绍，过去，由于
要向原告或公诉人以及被告、辩护人送

通知书、传票等，立案后至少4天才能开
庭。认罪认罚速裁程序不受送达期限的
限制，“只要各方能够通知到，当天即可
开庭。”

此外，庭审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这
两大环节也省去了，大大节省了刑事诉讼
的时间成本，进一步推动刑事案件的繁简
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审理刑事案
件的质量与效率。

那么，如何在“快”的同时，保证判决的
准确性？王燎介绍，虽然庭审内容进行简
化，但相应增加了与认罪认罚有关的内容，
重点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和合
法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在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大
会上，一份来自成都学子的

“白河水生态系统调查研究”
引起了BBC的关注。这份调
查报告，源于成都双流中学实
验学校学生开展的综合实践
活动，同学们通过所学生物、
化学、地理等学科知识，对母
亲河——白河生态状况进行
了长期观测、检测，并形成书
面报告，见证了河流生态环境
改变的过程。

“综合实践课程”是新课改
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要求学生
从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出发，把
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转化为活动
的主题进行探究。这种没有

“考试”的课程，被一所办学仅
15年的民办学校——成都双
流中学实验学校长期坚持了
下来。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
研究员柳夕浪说：“在这里，我
看到了教育改革的希望。”

省教育厅副厅长崔昌宏
表示，双流中学实验学校深入
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升
学校办学质量和水平，成为了

四川省民办中小学改革发展
的排头兵。10月28日，在双
流中学实验学校校庆和课改
展示会上，创客中心、3D设计、
机器人、天象馆、蔬菜种植、校
园电视台、插花、象棋等研究性
学习小组和选修课程给来宾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刚办学
时，面临办学方向的选择，我们
认为只拼分数不符合教育的
初心，唯有以课程为载体，不断
深化课程改革，才能开创素质
教育之路，给教育理想插上翅
膀。”校长高志文说，通过15年
课改，学校构建了较完整的课
程体系，以课程改革为核心的
素质教育模式已经形成鲜明
的特色：三大领域227个课题
组成的综合实践课题序列全
国领先；82门选修课促进学生
个性成长；校本德育课程促进
学生健全人格发展……“我们
已经培育了一万三千多名学
生，很多人成为国内外名校的
尖子或各个专业领域的拔尖
人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张峥摄影报道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
晓蓓）2017年11月，西南民族
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
藏地方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立项。10月30日，课题组在学
校图书馆召开工作会，汇总项
目开展一年来的研究情况。

“在整理过程中，我们发
现了不少汉藏交流的趣闻。”
项目首席专家赵心愚教授说，
在清代以前，西藏人民是吃不
到蔬菜的，是清代往返于川藏
间的商人、官宦、士兵，沿着川
藏之路将青菜、萝卜的种子带
到西藏。这样相互依存的文
化交流，至今仍在密切发生。

赵心愚介绍，按照项目进
程，第一年主要用于资料收

集。来自西南民族大学、四川
师范大学、西华大学等高校以
及志办专家，按照“清代西藏
方志资料整理研究”“民国西
藏方志资料整理研究”“清代
民国方志资料整理类编”“清
代民国时期西藏方志发展研
究”，兵分四路在全国范围内
搜集资料，整理明确了清代民
国时期的50余种地方志。

赵心愚透露，该项目预计
2021年结项，预计将形成《西
藏地方志源流发展史》《西藏
地方志集成》《清代民国西藏
方志类编》三大成果，“我们希
望将这类成果数字化，建成相
关数据库，为今后民族学学科
的研究提供便利。”

汉藏文化依存 萝卜青菜清代沿川入藏

河流生态观测 3D设计打印
课改催生成都“小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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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惊喜
赠送的彩票中得1600万

自己买的彩票没中，网点老板随
机打的赠票倒中了一等奖，如此戏剧
化的一幕在成都上演。

据省体彩中心消息，10月29日
晚超级大乐透第18127期开奖，中奖
号 码 为“01、03、04、11、29 + 08、
12”。本期共开出3注一等奖，追加
投注单注奖金为1600万元，分别由
四川和福建购彩者中出。基本投注
单注奖金为1000万元，由江苏购彩
者中出。

据检索，四川一等奖由成都市锦
江区卓锦城便民菜市场商铺，网点
编号 5101006305 的体彩销售点售
出。本期开奖后，65.64亿元滚存至
10月31日(周三)开奖的第18128期
奖池。

“大概10月28日9点半的时候，
这位购彩者来到网点。因为现在大
乐透正好有活动，当时他的购彩金额
满了18元，所以我又赠送了他一张
单式票，追加投注1倍。”令网点负责
人张先生以及彩民没想到的是，绞尽
脑汁投注的号码没中，倒是这随机选
出的一注“01、03、04、11、29+08、
12”竟完美“契合”正确“答案”，彩民
也将1600万元收入囊中。

送礼时间
2018年10月22日开始
千万豪礼送完为止

网点编号5101006305的体彩网
点负责人张先生也表示，近期体彩活
动多，福利好，大家都觉得划算。“这
次1600万大奖虽然有点意外，但也
让人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四川体彩启动的“买就送，体彩
大乐透豪送1000万”将再次进一步
拉近与购彩者之间的距离，也让购彩
者更加喜爱超级大乐透这个玩法。

何谓千万豪礼？四川省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说，这个千
万豪礼指的是送给购彩者的金秋大
礼。

当然，这些钱并不是现金，而是
赠送有机会中1600万的3元超级大
乐透彩票，让购彩者乐在其中，在这
个秋天有一个丰硕的收获。

现在还有机会。据了解，本次活
动从第18125期（2018年10月22日
20:10 开始销售，10月 24日开奖）
起，至1000万用完截止或第18141
期（2018年12月1日开奖）销售结束
后截止。

送礼规则
单票金额满18元
赠机选3元追加投注彩票1注

千万豪礼的派送也有规则。四
川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这样规定：凡
活动期间在四川省购买超级大乐透
游戏单票金额满18元的彩票，当期
赠送超级大乐透机选3元追加投注彩
票 1注，单张彩票仅有一次赠票机
会。多期投注单票金额满18元同样
享有赠票机会，但仅第一期享有一次
赠票机会，且多期补打票不参与赠票
活动。活动赠票只限在购彩者投注
时当场赠送，购彩者投注结束离开网
点柜台后，不再享有赠票资格。

此外，在10月15日开始，一直到
11月25日结束的即开新票活动也仍
在继续。

据悉，活动期间彩民在四川省辖
区范围内的体育彩票销售网点、即开
户外销售现场等购买“巅峰对决”（50
元）、“锦绣”（20元）、“节气歌”（20
元）、“十二星座”（10元）、“梅兰竹菊”
（5元）、“五禽戏”等六款新上市即开
票，若单张彩票中得100元奖金（单
张彩票中取其它奖级或奖金不参加
本次活动），除兑取正常设奖奖金外，
还可额外获得“幸运100，惊喜翻倍”
活动免费赠送的面值100元的任意

“顶呱刮”即开型体育彩票。
值得注意的是，活动期间彩民购

买上述任意一款赠票活动即开票，单
张彩票中得100元奖金，通过网点即
开设备（BCR、IVT）扫描确认领取正
常设奖奖金后，再领取“幸运100，惊
喜翻倍”活动赠送的100元面值的任
意即开票。

超级大乐透“送礼”进行时
成都这个购彩者

“捡”了1600万大奖
金秋，是个收获的季节。四川体彩送出的福

利礼包，彩民们有get到正确的打开方式吗？
29 日，成都锦江区一购彩者就尝到了甜

头。其参与“买就送，体彩大乐透豪送1000万”
活动所收获的一张赠票，助他将1600万大奖收
入囊中。换句话说，这个购彩者运气来登了，

“捡”了1600万回家。
惊喜还在等你创造。此次活动从第 18125

期（2018年10月22日20:10开始销售，10月24日
开奖）起，超级大乐透豪送1000万，1000万用完
截止或第 18141 期（2018 年 12 月 1 日开奖）销售
结束后截止。

▶

“被告人刘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
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10月30日下午1点37分，成都

金牛区人民法院，随着法锤敲下，一起盗窃
案当庭宣判，整个庭审仅7分钟。

这是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实施后，
四川首例适用认罪认罚速裁程序审理的刑
事案件。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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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下午，成都金牛区法院开庭审理刘某盗窃一案。

中奖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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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起诉下午开庭
认罪认罚当庭速裁
庭审仅用7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