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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东京 11 月 10 日电
（记者叶珊）乒乓球团体世界杯10日
在日本东京进行了男女团体决赛，中
国男队以3：1击败韩国，女队以3：0
击败东道主日本队，双双成功卫冕。
男团实现八连冠，女团九连冠。

此次团体世界杯是东京奥运会
的测试赛，与最新的奥运会赛制一
致，首盘比赛为双打，其余4盘为单
打对决，率先拿下3盘胜利的球队
胜出，每盘比赛为5局3胜制。

在男团决赛的首盘双打较量
中，许昕、梁靖崑组合与韩国的李尚
洙、郑荣植鏖战五局，最终2：3憾
负。第二盘单打比赛由樊振东对阵
张禹珍，尽管三局比赛韩国选手都
紧咬比分，但樊振东以11：8、11：8、
11：9获得胜利。接下来的单打，中
国小将梁靖崑与郑荣植战满五局，
最终11：9、8：11、10：12、15：13、11：
8取胜。最后一盘单打樊振东再度
上场，以稳定的发挥、丰富的技巧和
经验3：0战胜韩国选手李尚洙，没
有给对方任何机会。在三局比拼
中，樊振东多次用长弧线球调动对
手，屡次取得比分领先，最终以11：
8、11：4、11：8获胜。

女团决赛，中国队派出陈梦、刘
诗雯和孙颖莎对阵日本的石川佳
纯、平野美宇和伊藤美诚。在首盘

双打较量中，陈梦和刘诗雯组合3：
0击败石川佳纯、平野美宇。

接下来的单打较量，中国小将
孙颖莎迎战伊藤美诚，在这场关键
对决中孙颖莎鏖战五局获胜。前两
局孙颖莎进入比赛状态较慢且失误
较多，开头比分落后太多，被伊藤美
诚抓住机会拿下两局。而后孙颖莎
渐渐打出状态，在第三局多次变换
发球节奏，以高抛球得分，第四局则
反手快攻一度将比分扩大到7：1。
最后的决胜局中孙颖莎在8：10落
后的情况下连扳4分，最终8：11、9：
11、11：6、11：7、12：10赢下比赛。

最后一局刘诗雯3：0轻松战胜
平野美宇，后者在第一局打法虽凶
狠但稳定性不高，被刘诗雯拉开比
分。第二局的前半段刘诗雯2：5落
后，她紧咬比分追至6：6平，随后
取得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刘
诗雯没有给对手机会，开场主动上
手取得4：0领先后，用多变的打法
继续扩大比分差距，并多次破解对
方的发球，最终11：3、11：8、11：5
取胜。

自1990年举办首届乒乓球团
体世界杯以来，中国男团获得全部
12届大赛的10次冠军，并从2007
年至今实现八连冠，中国女团从
1995年至今获得九连冠。

参加足球民间争霸赛重庆赛区比赛

海口一中队获总决赛入场券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11月10日，“我爱足

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大区赛重庆赛区比赛半
决赛结束，在两场琼川对抗中，海南队和四川队各
胜一场，其中海口一中队获得总决赛入场券。

在青少年组比赛中，海口一中队5：4力克成
都棠外队，打进决赛并获得总决赛入场券。万宁
醒道队在成年组（五人制）比赛中，1：3不敌成都
狮山森林队，获得并列第三名，无缘总决赛。

2019中国帆船年度盛典
本周四海口开幕

本报海口11月10日讯（记者王黎刚）11月
10日上午，2019中国帆船年度盛典系列活动赛
前新闻发布会在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举
行。海南日报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该系列活动
将于11月14日在海口拉开序幕，这也是中国帆
船年度盛典继去年后再次在海口举办。

据介绍，本次系列活动有三大亮点，包括2019
年中国家庭帆船赛总决赛、中国奥运帆船大奖赛暨
东京奥运会帆板测试赛和龙骨帆船世界锦标赛。
其中，家庭帆船赛总决赛将于11月15日至17日
在海口假日海滩开赛，近百支家庭队参赛。奥运
帆船大奖赛暨东京奥运会帆板测试赛将于11月
27日至29日在海口西秀海滩举行，该赛事是帆
船国家队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最后一个冬训
前的检验。龙骨帆船世锦赛是本次系列活动的重
中之重，将于2020年2月29日至3月8日在海口
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举办，这是世界帆船联
合会举办的世界最高水平单体龙骨帆船赛事。

本次活动由世界帆船联合会、国家体育总局、
海南省政府指导，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海南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口市政府主办。

11月10日，在2019中国（福州）羽毛球公开
赛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王懿律/黄东萍以2：0战
胜队友郑思维/黄雅琼，获得冠军。图为王懿律
（右一）/黄东萍（右二）、郑思维（左一）/黄雅琼在
颁奖仪式上合影。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中国（福州）羽毛球公开赛

中国队包揽混双冠亚军

本报讯（记者丁平 通讯员陈冰
胡茂亮）第二届陵水复合艺术节日前
在该县复合艺术馆开幕。省文联文艺
创作实践基地、省作协文学创作基地、
陵水黎族自治县文艺创作交流中心在
此同时揭牌。

本届艺术节将持续到12月1日，
共开放新馆和老馆两个展厅。艺术节
邀请了孙逊等20名国内知名青年艺
术家以及热情学院等四个工作室的作
品参展，共设立“投石：艺术的样子”

“涟漪：诗成为艺术”“声响：大音起陵
河”三个单元，将绘画、诗歌、音乐、舞
蹈、雕塑、摄影、装置、影像等文化艺术
形式进行复合和重构，呈现出不一样
的艺术形式。

据悉，本届艺术节还将举办艺术
家研讨讲座专场、声音专场、诗歌专场
等精彩活动，为陵水文艺爱好者和观
众献上精彩文艺大餐。

本届艺术节由陵水黎族自治县委
宣传部主办。

据新华社洛杉矶11月9日电（记
者黄恒）美国电影协会、中国电影合
作制片公司、《好莱坞报道》等机构联
合主办的“金色银幕奖”颁奖典礼9
日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国和哈萨
克斯坦合拍电影《音乐家》成为大赢
家，获得年度“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

“最佳男主角”和“最佳音乐”四项大奖。
《音乐家》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

首部合拍片，由中国闪亮影业与哈萨
克斯坦国家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电
影讲述了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
二战期间不幸流落阿拉木图的曲折
经历。该片由中国导演西尔扎提·牙
合甫执导，中哈两国演员胡军、袁泉、
剧雪、别里克·艾特占诺夫、阿鲁赞·
加佐别可娃等共同参演。

《音乐家》总制片人、闪亮影业总

经理王晓燕应邀出席颁奖典礼并领
取了“最佳影片”奖。王晓燕向记者
介绍，《音乐家》从筹备到完成历时5
年，在哈萨克斯坦、中国和俄罗斯三
国取景拍摄，前后参与摄制工作的工
作人员多达两万名。

“金色银幕奖”旨在表彰为电影
国际合拍做出突出贡献的电影公司
和个人，迄今已举办4届。

第二届陵水复合艺术节开幕 “金色银幕奖”颁奖典礼在洛杉矶举行

中哈合拍片《音乐家》获四项大奖

乒乓球世界杯
乒乓球世界杯与奥运会、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同为世界乒

乓球三大赛事之一。乒乓球世界杯为男女单打及团体共4
项赛事（分开举办），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为男女单打、男

女双打、混双以及男女团体共7项赛事，奥运会乒乓球
比赛为男女单打及男女团体共4项赛事。

相关链接

中国男团八连冠之路

第5届 2007年 德国马格德堡
第6届 2009年 奥地利林茨
第7届 2010年 阿联酋迪拜
第8届 2011年 德国马格德堡
第9届 2013年 中国广州
第10届 2015年 阿联酋迪拜
第11届 2018年 英国伦敦
第12届 2019年 日本东京

中国女团九连冠之旅

第4届 1995年 美国亚特兰大
第5届 2007年 德国马格德堡
第6届 2009年 奥地利林茨
第7届 2010年 阿联酋迪拜
第8届 2011年 德国马格德堡
第9届 2013年 中国广州
第10届 2015年 阿联酋迪拜
第11届 2018年 英国伦敦
第12届 2019年 日本东京

乒乓球团体世界杯在日本东京落幕

中国男乒八连冠 中国女乒九连冠

樊振东在男团决赛中回球。
新华社记者 华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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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移动微法院”实现远程跨域立案。

近年来，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践
行司法为民宗旨，全面贯彻落实最高院、
省高院关于实现两个“一站式”建设目标
的要求，加快一站式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和一站式现代化诉讼服务中心建设，
着力构建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
民、智慧精准、开放互动、交融共享的现
代化诉讼服务体系。2019年 1月-10
月，龙华区法院共受理案件30210件，结
案20866件，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作出应有担当。

拓展现代诉讼服务功能

近年来，龙华区法院结合院情，按照
现代化、信息化、规范化标准，重新布局
了立案服务大厅，设置了导诉台、立案受
理区、自助服务区、法官接待区、便民服
务区、调解室、信访接待区、远程视频室、
一站式送达中心、安全保障中心等10个
诉讼服务功能区，使来往的群众感受到
诉讼服务的暖心温度。

在龙华区法院，导诉台配备了导诉
员，为当事人诉讼提供引导；便民服务区
安装了电脑、打印机等设备，让群众少跑
腿；自动服务区配备了法律智能机器人

“小法”，为诉讼当事人提供智能法律咨询
服务，同时通过关注龙华区法院官方微信
公众号，当事人还可以随时随地与“小法
精灵”进行法律咨询互动，实时获取文字、
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的法律解答和业务
指引，让法律触手可及。此外，龙华区法
院还开通了残疾人诉讼绿色通道，配备拐
杖、轮椅、扶手、助听器等助残设备，保障
残疾人无障碍参加诉讼。由于为老年人
诉讼服务到位、态度良好，龙华区法院曾
被全国老龄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授予“全
国老年法律维权工作先进集体”。

实现远程跨域立案。为切实解决异
地立案难的问题，龙华区法院依托海南
移动微法院平台，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
跨域立案窗口，配备专门立案人员及硬
件设备，所有数据对接中国移动微法院
系统，最大限度为当事人异地立案提供
便利。2019年9月23日，龙华区法院成

功通过“移动微法院—跨域立案”系统协
助当事人向鞍山市立山区法院办理了海
口市首例跨省跨域立案案件，让当事人
避免了2000多公里的奔波，在家门口的
法院就轻松立案，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
路，让群众少跑腿”。

远程在线视频调解。加大对人民法
院调解平台的应用，2019年9月19日，
龙华区法院在全省率先运用人民法院调
解平台成功远程调解一起合同纠纷案
件，既减轻了群众诉累，又提升了司法效
率。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法院可打
通线下线上多种渠道，灵活组织开展调
解，实现本地区解纷资源全部汇聚在网
上，做到调解数据网上流转，为当事人提
供在线咨询评估、调解、确认、分流、速裁
快审等一站式解纷服务，极大地提高了
工作效率。

实行“一站式”文书送达。11月 8
日，龙华区法院“一站式”文书送达服务

中心正式揭牌。龙华区法院通过与中国
联通海南分公司合作，依托现代化信息
技术，统筹各类社会送达服务资源，成立
专业送达团队，开启“审送分离”集约化、
智能化、规范化的送达新模式，将送达辅
助性事务从审判工作中剥离出来，让法
官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案件审
理。此外，还与省律师协会部分律师代
表签署了《电子送达地址确认书》，除裁
判文书以外的诉讼材料均可以充分应用
电子送达渠道，进一步节约司法资源，提
高办案质效。

健全纠纷高效化解机制

探索诉调对接联动机制。2017年2
月，龙华区法院与龙华区司法局“五镇六
街”建立了诉调对接机制，取得的成绩获
得了上级单位、当地党委、政府的充分肯
定。2019年9月9日，龙华区法院在运

用原有诉调对接经验的基础上，与龙华
区司法局会签了《诉调对接工作制度》，
并在法院设立了人民调解室，进一步完
善诉调对接工作机制。

人民调解室由龙华区司法局选派专
职人民调解员，实行坐班制，负责诉调对
接案件的受理、分流、督办、汇总和信息
报送工作，龙华区法院及时对各个司法
所的人民调解案件和行政调解案件依法
进行司法确认，进一步便捷高效地化解
矛盾纠纷。今年1月至10月，龙华区法
院与龙华区司法局诉调对接共受理司法
确认申请334件，诉前调解案件39件，
参与、指导司法所进行书面调解459件、
口头调解741件。

构建交通事故专业化调解平台。多
年来，龙华区法院依托原交通法庭，通过
与全市交警部门、各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

“三位一体”联动工作机制；推动律师积极
参与调解工作并设立了律师调解工作室；

在交通事故案件量最大的快处、快赔中心
设立巡回审判点；加强与保险行业的联动
调解等一系列举措，已建立了成熟的交通
事故调解体系。原交通法庭多次被省高
院评为“全省法院先进集体”。

2018年 4月，龙华区法院制订《关
于开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的具体实施方
案》，组建了以法院为主导的网络审判
小组，负责交通事故“网上一体化处
理”的日常工作、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协
作交流、联席会议等具体事宜的落实
及日常联络工作。该平台目前平稳运
行，今年1月至10月，龙华区法院共受
理交通事故案件 5474 件，结案 5350
件，结案率97.7%；诉前成功调解交通
事故纠纷4674件，实现了交通事故赔
偿案件诉外分流率达80%的高效分流
目标，为维护海口交通秩序展现出良
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繁简分流”活用司法资源

当事人起诉到法院的民商事纠纷，
首先由诉讼服务中心进行甄别和分流，
对适宜调解的案件，经原告同意在立案
登记前委派给特邀调解组织、调解员先
行调解。调解成功的，由法院依法出具
法律文书；调解不成功或者当事人不愿
意继续调解的，法院会依法进行登记立
案。民事案件立案登记后，对于部分有
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案件，在征得当事
人同意后，法院依法进行调解。如双方
达成协议则法院出具调解协议书，如双
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则由法院依法审
理。这一举措让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
同时也大大节约了司法资源。

简案速裁快审。龙华区法院制定了
《关于构建诉调对接工作机制的实施方
案》和《关于速裁法庭案件受理范围的规
定（试行）》等制度，努力构建分层递进、
繁简分流、快慢分道的“分调裁审”配套
体系，组建了由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
及人民调解员为一体的速裁审判团队，
将事实清楚、标的额在200万以下、法律
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分流到速裁
审判庭进行诉前调解和速裁审理，推动
案件精准分流。此外，还返聘一名经验
丰富的退休法官作为特邀调解员，为当
事人释法析理，调解不成的及时立案。
2019年1月至10月，速裁审判庭共收案
3799件，法官最多收案1083件，实现用
少量的司法资源审理大量简单案件，用
大量的司法资源审理少量复杂的案件。
该项工作成效显著，龙华区法院因此曾
被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全国案件繁简
分流示范法院”。

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使命光荣、责
任重大，龙华区法院今后将继续推进多
元解纷和现代化诉讼服务中心“两个一
站式”建设，努力在提高化解矛盾纠纷和
服务人民群众能力水平上取得更大实
效，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策划/海宁 撰稿/毛雨佳 蔡承霖 海宁
图片由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提供)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推进两个“一站式”建设 高效便捷服务解民忧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速裁庭视频调解案件。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一站式文书送达服务中心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