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海“新货”云集，八
方“神器”争锋———正在安
徽合肥举行的2018世界制
造业大会上，全球500强企
业和制造业新锐公司展现
出的新技术、新产品，或将
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

机器人“更会玩更能干”

“你说你爱我的淘气，
却怪我太任性调皮。你说
喜欢我有想法，却无法接
受太聪明……在一起，在
一起，下定决心要好好在
一起！”在世界制造业大会
现场，微软公司的虚拟机
器人“小冰”，唱起了“虐
狗”神曲。

走近“小冰”，显示屏
上会显示来宾的颜值分
数，靠得再近些，它会“娇
嗔”地开玩笑：“你再靠近，
唾沫星子就要洒到我脸上
啦！”

陪唱歌、陪跳舞、陪聊
天、陪游戏……从本届制
造业大会来看，伴侣类、情
感类机器人的种类越来越
丰富，外形更加“可人”、情
感更加“细腻”。

作为大会上展品最
多、最活跃的制造业门类，
机器人产品不仅“更会
玩”，还“更能干”了。

看上去像个红色小坦
克，头部装着一个“大炮
筒”，一家企业推出的“灭

火机器人”成为展会上的
亮点之一。据介绍，“小坦
克”配备“泡沫水雾大炮”
和实时感温设备，消防队
员可以在3公里外遥控它
进入多种高危易爆火场。

帮助医生提升诊断精
度、缩短诊疗周期，科大讯
飞公司展出的“智医助理”
机器人可以对150多种常
见病提供诊断意见。在去
年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中，这款机器人成为首个
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
试综合笔试评测的机器
人。

安徽德铭电子公司
参展的医疗机器人，可以
在腹腔镜手术中为医生
提供“精准辅助”，据介绍
已在多家医院投入临床
应用。

“现在的机器人越来
越像‘身边人’，正在从工
业领域慢慢走进百姓生
活。”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
人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李瑞
峰认为，机器人的真正发
展方向不是提供观赏、猎
奇而是解决实际问题，还
需要技术突破、形态转变
和成本降低。

穿新衣更妥帖更便利

走进一台“三围人体
智能扫描仪”，几秒钟后你
详细的“身材数据”就会出
现在电脑屏幕上———合肥
一家公司出品的智能设
备，测量出的身高、胖瘦精
度远高于传统手工测量。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作为一家“智能定制服
装”企业，他们的这种机器
可快速、精准收集数据，再
为消费者制作精准贴身的
服装。“以前高端定制需要
实体店和高水平设计师，
现在人工智能可以‘机器
扫描’，公司做好后直接快
递到家。”但据了解，目前
这种模式的缺点在于价格
较高。

能“扫描制衣”，还能
“虚拟试衣”。在大会上，一
家VR技术公司推出的“虚
拟试衣间”大受欢迎，用户
可以自由选择多种款式和
颜色的服装，在镜中看到
自己“身着新衣”的样子，
还可以侧身、旋转多角度
欣赏效果。

“到商场买衣服，试穿
要脱衣、换衣太麻烦，有时

候人多还要排队，这种新
技术真是方便又妥帖！”一
位“虚拟试衣”的市民说。

“新潮农机”展现智慧

农业前景

超大块头、外形新潮
又充满“肌肉感”，在展会
现场，一款草绿色的“动力
换挡拖拉机”引人注目。

“不仅手动挡变成自
动挡，现在的大型农机还
应用了无级变速、液压驱
动等新技术，动作更灵敏、
精准、高效。”中联重机股
份公司副总经理王喜恩介
绍，农机外形告别了粗笨
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升级
了“智慧大脑”，比如精密
播种机、水稻收割机可以
对播种的状况自动控制、

实时调整，通过北斗导航
实现无人驾驶，并把作业
数据上传互联网进行进一
步大数据分析优化。

更漂亮、更高效、更聪
明，制造业大会上的新型
农机展现出智慧农业的未
来图景，可能意味着将来
大众餐桌上的农产品会更
充足、更美味、更安全。

最让王喜恩感到骄傲
的是秸秆造粒机，这种新
产品能在田间地头直接把
秸秆压缩成生物质燃料颗
粒，从收割、打捆、造粒到
运输，“一条龙”实现秸秆
利用、解决焚烧污染问题。

“每小时可处理秸秆10到
12吨。”他说，下一步的研
制方向是小型化，降低成
本推广应用。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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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全国幼儿园侵害案公诉231人
5月29日上午，记者从

最高检“依法惩治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加强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发布会上获悉，
去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
依法批准逮捕发生在幼儿
园的侵害儿童犯罪181人，
起诉231人。

【数字】 批捕幼儿园

侵害儿童犯罪181人

2017年1月至2018年4
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
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4.42万人，起诉6.03万
人。最高人民检察院2017
年挂牌督办了10起重大拐
卖儿童犯罪，目前已经起
诉8起，收到有罪判决6起。

去年以来，全国检察
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发生在
幼儿园的侵害儿童犯罪
181人，起诉231人；批准逮
捕发生在中小学校园的侵
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3081
人、起诉3923人；对学校、
社会培训机构等工作人员
实施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的，依法提出禁止其从事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职业的
量刑建议102人。

针对近年来监护人性
侵害、出卖、遗弃、虐待、伤
害未成年人，教唆、利用未
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等犯罪时有发生的问题，
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涉嫌犯
罪的监护人588人，起诉
587人。去年以来共对侵害
农村留守儿童的犯罪批准
逮捕3223人，起诉4272人。

【打击】 多起虐童案

已公诉

针对办案中存在的反
复询问、不当询问被害人，
容易给被害人造成再次伤
害的问题，检方逐步推行

“一站式询问”制度，要求
在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时做
好预案，并进行同步录音
录像，确保在整个诉讼过
程中只询问一次。

据最高检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办公室主任郑新俭
介绍，目前，引起社会高度

关注的多起幼儿园虐童案
已经提起公诉。

办理案件后，检察机
关还会同主管部门对案发
学校进行安全检查整顿，
帮助学校完善安全管理制
度。

对严重犯罪从严追
诉。如犯罪嫌疑人刘某强
奸幼女案、康某杀害幼女
案等案件，虽已超出20年
追诉期限，但最高人民检
察院经审查认为危害严重
必须惩处，依法对犯罪嫌
疑人核准追诉。

【链接】

案例1 奸杀女童 超

过时效仍判死缓

1996年刘某拦路强奸
放学路过的8岁女童郭某，
致女童窒息死亡后，刘某
将尸体掩埋、潜逃。2017年
3月，在新疆隐姓埋名打工
的刘某归案。

本案虽已超追诉时
效，但考虑到刘某的犯罪

对象为未成年人，且行为
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
社会影响至今未消除，经
河南检方提请，最高检经
审查依法核准追诉刘某。
2018年1月，刘某被判死
缓。

案例2打拐案审结 解

决孩子户口

近期，福建检方审查
办理了拖木日初等13名被
告人拐卖儿童、收买被拐
卖的儿童案件。此案系最
高检2017年挂牌督办案
件。检察机关妥善解决被
拐儿童安置、抚养、入学、
落户等问题，推动公安机
关建立被拐儿童附条件落
户机制，为未成年人落户、
入学提供绿色通道。各地
检察机关积极推动相关部
门建立被拐/失踪儿童信
息库。

案例3 引诱猥亵女童

抗诉二审加刑

骆某在社交聊天软件

上威胁、恐吓被害女童自
拍淫秽图片传给他看，又
以公布裸照相威胁要求与
其开房欲实施猥亵，后因
被害人报案未得逞。一审
法院判骆某有期徒刑1年，
检方抗诉，二审法院改判
有期徒刑2年。

案例4教孩子盗窃 父

母被夺监护权

2016年，眭某等3人至
上海、湖南、贵州等地组织
并指使8岁女童何某、7岁
女童汪某等儿童窃取商店
内手机等财物。

上海检方以组织未成
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
动罪对眭某等3人提起公
诉，2017年9月眭某等人获
刑。

检方发现何某多次因
偷盗被遣返原籍，但父母
仍将其送回犯罪团伙；汪
某的父亲向其传授犯罪手
法，母亲多次带其实施盗
窃，

经检方建议，2017年9

月，该县社会救助站向法
院提起撤销监护权诉讼，
法院依法撤销汪某父母及
何某父母的监护权，并分
别为孩子指定了监护人。

案例5 女生被引诱卖

淫 两名校长被免

2017年，江苏检方在
办理一起社会闲散人员以
物质诱惑、言语威胁等手
段，引诱、介绍未成年在校
女学生卖淫的案件中，发
现涉案女生所在学校安全
自护等课程缺失、校园保
卫制度执行不到位、部分
宾馆不按规定执行住宿和
会客登记制度、部分网吧
违规接纳并留宿未成年人
等问题。

经检方建议，案发所
在县全县开展校园安全专
项治理行动，2名学校校长
被免职，40余家旅馆、洗浴
场所和10余家网吧被依法
查处整顿，3家无资质的黑
网吧被关停。

（据《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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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2018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操作智能驾驶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