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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陀岭森林公园
沿着224国道行走，便可看见红绿相间，

色彩斑斓的秋叶点缀着盘山公路，犹如串在
项链上的红宝石。

最佳观赏时间：11 月 20 日至 12 月 20 日
早上9点至下午5点

2、太平山水库
五彩的山林、清澈的湖面和潺潺的山泉，

特别是新平村的一片红叶林，游客可360度
观赏绝美秋景。

最佳观赏时间：11 月 20 日至 12 月 20 日
早上9点至下午5点

3、水满牙排水库（五指山水库）
最佳观赏路段在牙排村一带，或沿水库

山路蜿蜒而上，水库旁几处个山墺被红叶铺
满，湖边偶尔有几棵黄色红色的小树错落其
间，站在山顶遥望绵延的远山以及山脚下碧
波，让人心旷神怡。

最佳观赏时间：11 月 20 日至 12 月 20 日
早上9点至下午6点

4、黎峒文化园
黎祖大殿背靠高山，大殿与五指山第一

峰在同一条主轴线上，东边一片红叶林与附

近茶园相映成趣，进入文化园广场，可登高观
赏水满乡云雾蒸腾，景色蔚为壮观。

最佳观赏时间：11 月 20 日至 12 月 20 日
早上7点至10点

5、雅宾热带雨林区
雅宾热带雨林区位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五指山片区水满管护站附近，这里海拔
地势高，枫叶红得最为靓丽。

最佳观赏时间：全天候

6、五指山观山点
在观景平台上可近距观看五指山全貌，

漫山遍野的红叶与围绕五指山的腰带云雾相
映成趣。其中的林间栈道不可错过，适合喜
爱有氧运动的人们。

最佳观赏时间：全天候

7、毛道乡牙日路段、毛道乡政
府周围、毛道至保国路段

每年1月至2月，成片成排的橡树红是
这里的主着色，南圣河穿插其间，弯道迂回，
水雾薄纱，远远望去，满山遍野，层林尽染，
景象蔚为壮观。

最佳观赏时间：早上6点至下午6点。

五指山市发布7条赏红叶旅游路线

山城邀您共赴赏枫之旅
本报五指山12月 14日电 （记

者 谢 凯 特 约 记 者 刘 钊）12 月 14
日，为迎接2021海南（五指山）红叶
文化旅游季活动，五指山市发布了
7条赏红叶旅游线路和地点，邀请
游客市民到五指山开启趣味赏枫
之旅。

据介绍，12月 18日，五指山市
委、市政府联合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将推出红叶文化旅游季活动，以“赏

红叶、品红茗”为主题，一系列赏红
叶、自然观光、民俗文化体验等活动
将拉开大幕，全方位、立体化展示推
介五指山的优质文旅资源及特色旅
游产品。

此次路线发布上，旅文部门甄
选了独具五指山民族文化特色的乡
村和自然风景区，游客在这7条赏枫
游路线中既能观赏五指山的自然景
观，也能品味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感受乡村旅游的丰富多彩。
据悉，11月 20日至12月 20日

是香枫叶观赏时间，12月20日到2
月20日是橡树林观赏时间。

观赏地点分别为阿陀岭森林公
园、太平山水库、水满牙排水库（五
指山水库）、黎峒文化园、雅宾热带
雨林区、五指山观山点、毛道乡牙日
路段、毛道乡政府周围、毛道至保国
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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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苏庆明 袁宇 通
讯员齐冬峰）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受理了先声药业提交的注射用
曲拉西利（英文通用名Trilaciclib）
的境外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申
请。这是今年国家药监局受理的第
二个药品真实世界研究试点品种注
册上市许可申请，标志着海南乐城真
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工作取得了新
成效。

曲拉西利于2月13日在美国上

市，作为在化疗期间预防性给药以保
护骨髓和免疫系统功能的产品，临床
研究证明其应用能减少广泛期小细胞
肺癌患者接受化疗时因骨髓抑制带来
的副反应和并发症，具有骨髓保护作
用，曾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授予的优先审评资格和突破
性疗法认定。

5 月 18 日，先声药业向省药监
局提交了真实世界研究试点申请和
方案。6月2日，曲拉西利在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开出除审批
国（美国）之外的全球首张处方，在
国内首次用于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
者的临床治疗，并随之启动了真实
世界研究。

与传统临床研究相比，真实世
界研究纳入患者的疾病状态更复
杂，治疗方案更多样化，治疗时机更
灵活。此次先声药业提交的注射用
曲拉西利上市申请，使用了乐城真
实世界研究数据作为重要的辅助支

持性证据，反映了真实诊疗情况下，
曲拉西利在中国人群的疗效和安全
性。

今年3月，首个使用乐城真实世
界研究成果的创新药普拉替尼获批上
市。此次曲拉西利上市申请获国家药
监局受理，是乐城真实世界数据应用
试点工作深化推进取得的又一新成
果，体现了国家药监局对试点工作的
大力支持。

据介绍，省药监局在国家药监

局药品审评中心、器械技术审评中
心的指导下，在乐城管理局配合下，
以真实世界研究试点为平台，努力
为全国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
改革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工具、
新标准、新方法。乐城药品真实世
界试点已进入“成熟一个申报一个”
常态化阶段，初步建立了药械真实
世界研究试点方案的初审机制、与
企业沟通协调机制，探索了现场检
查的方法和标准。

注射用曲拉西利上市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

乐城真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取得新成效

本报海口12月14日讯 （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陈虹）12月13日，海
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戴
某某诉海口市生态环境局行政补偿
一案。为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相关规定，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局
长薄毅出庭应诉。这是该局进一步
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
的体现。

据了解，该案原告认为海口市生

态环境局应受理原告提前淘汰老旧
柴油车补贴的申请，故向琼山区人民
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市生态环境局受
理补贴申请。

庭审前，薄毅专门听取案情汇
报，深入了解案件事实、证据材料、相
关法律政策依据。庭审现场，双方针
对原告是否超过法定期限，原告是否
为本案适格被告，原告请求受理的提
前淘汰老旧柴油车补贴申请有无事

实和法律依据等争议焦点进行了充
分的举证、质证和辩论。薄毅认真听
取原告诉求，代表海口市生态环境局
发表了辩论意见。整个庭审持续近
2个小时，最后，审判长宣布本案将
择期宣判。

接下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将继
续落实中央、省市关于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有关规定，推进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常态化。

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出庭应诉
进一步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

本报三亚12月14日电（记者
徐慧玲）12月14日，2021海南岛国
际时装周大秀进入第三天。当晚20
时30分许，在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
天涯石旁，海风轻拂，涛声阵阵，本
土服饰品牌“布黎布舍”带来的黎锦
主题时装秀惊艳亮相，实现民族与
潮流融合、传统与时尚碰撞。

黎锦主题时装秀现场，海南本
土知名音乐唱作人、黎族青年歌手
阿侬子黎带来他的最新专辑单曲
《岛歌》《黎想的家》。伴随着轻快悠
扬的音乐声，模特们身着结合现代
曲线美和民族特色的秀款服饰缓缓
走出。设计师结合现代时尚元素，
设计制作了黎族传统文化标识鲜明
的精美手工服饰，既体现浓郁的黎
族文化特色，又紧跟潮流，与大海、

星空、椰树、花草等天然背景完美融
合，充分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美好景象，为观众带来一抹琼岛
民族时尚风情。

以传承、创新、时尚为文化理念
的海南本土服饰品牌“布黎布舍”创
立于2014年。“布黎布舍”设计师陈
孟丽介绍，当晚的黎锦主题时装秀
展示了《空中花园》等六大系列原创
作品，其设计灵感来源于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的丰富样貌，云雾、桫
椤树、“空中花园”等都成为此次秀
款服饰的设计素材。

2021海南岛国际时装周活动相
关负责人介绍，从继承到多元创新，
本届时装周希望通过潮流发布这一
形式，实现对本土服装产业发展和民
族特色文化传播的双重支持。

2021年非洲国家热带农业
绿色发展与减贫合作培训班开班

线上交流减贫发展
本报海口12月14日讯（记者邱江华）12月

14日，由海南省外事办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联
合举办的“2021年非洲国家热带农业绿色发展与
减贫合作培训班”在海口开班。培训班为期5天，
课程包括腰果、木薯、香蕉等热带农产品价值链的
提升，热带农产品产后保鲜与贮运等，以线上授课
为主，还将安排“云参观”项目，通过视频带领非洲
学员们参观海南绿色发展、农业产业减贫实践。

省外事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是中非开启
外交关系65周年，为强化海南与非洲的务实合
作，我省开展了多场中非交流合作项目。9月，

“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海南分论坛”在海口举
行；11月，省领导出席“第四届中非地方政府合作
论坛”并介绍我省农业减贫发展经验；12月，聚焦

“减贫惠农工程”，组织实施“2021年非洲国家热
带农业绿色发展与减贫合作培训班”，旨在进一步
推动琼非农业交流与合作，并为学员介绍海南自
贸港建设情况，诚邀非洲企业家来海南投资兴业。

活动现场，海南省外事办、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负责人出席开班仪式并致
辞，来自尼日利亚、埃及、贝宁、加纳、喀麦隆、科特
迪瓦、莫桑比克、南非、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卢旺
达，刚果（布）等12个国家70多名非洲地方政府
官员和农业科技人员线上参训。

黎锦主题时装秀亮相2021海南岛国际时装周

传统黎锦秀出新时尚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于
德恩 胡爽）中国建筑业协会公布了
2020至 2021年度第二批中国建设
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评审结
果，共评选出120项获奖项目，海南
铺前大桥（海文大桥）获奖。

据悉，此次获奖为海南省交通领
域首次获得鲁班奖，同时也是国内交
通领域首个获得鲁班奖的全过程工
程咨询管理项目。

海南铺前大桥（海文大桥）跨越
海南岛东北部的铺前湾，连接海口
市和文昌市，是国内首座跨越活动
断层的跨海大桥，且设计地震动峰

值加速度国内最高、设计基本风速
国内最大，是我国最具挑战性的跨
海桥梁建设项目之一。

项目全长13.551千米，其中跨
海大桥长 3.959 千米，项目总投资
26.7亿元。大桥先后荣获省部级工
程咨询奖2项、优秀设计奖2项，并
获得李春奖和中交优质工程奖；科
技成果荣获省部级科技进步特等
奖2项、一等奖2项，申报专利60余
项（发明专利18项），省部级工法8
项。

海南铺前大桥（海文大桥）是由
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采用全过程工程咨询管理模式承
建的大型复杂跨海桥梁工程，中咨
集团先后负责项目策划、课题研
究、勘察设计、施工管理、养护运营
及全过程的项目创优工作。大桥
主体工程由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
有限公司、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
司和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施工完成。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
工程），简称鲁班奖，是由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指导、中国建筑业协会实施评
选的奖项，是中国建筑行业工程质量
的最高荣誉。

海南铺前大桥获鲁班奖
系我省交通领域首次获奖

本报三亚12月14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刘丽萍）2021年共享农庄大会于12月14日至
15日在三亚大茅共享农庄举行。“学习强国”总平台
关注并报道了本次大会，以图文、视频等形式在首页
首屏和相关频道给予推荐。

据悉，“学习强国”海南学习平台及时报道本
次大会，策划推出“2021年共享农庄大会”融媒报
道，以专题专栏形式，开设“大会动态”“最IN攻略”

“农庄蹚出幸福路”“解读观察”等栏目，探索乡村发
展共建、共享、共富的“海南模式”。12月13日，大
会预热报道《海南：2021年共享农庄大会走进田野
间》被“学习强国”总平台推荐至首页推荐频道和实
践频道。截至目前，该专题阅读量已突破30万人
次，扩大了本次大会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学习强国”平台
关注2021共享农庄大会

看点

◀上接A01版
一颗“小小的”柠檬年产量超过100万斤，通过“企
业出苗、出技术、包销路，农民种植、利益共享”的模
式，带动附近村民增收。澄迈洪安蜜柚共享农庄种
植的洪安牌无籽蜜柚，成为海南省首个获国家生态
原产地保护产品，每对蜜柚售价最高可达388元。

据统计，目前我省共享农庄农业基地总规模
达223万亩，种植养殖主要品种有石斛、芒果、荔
枝、菠萝、火龙果、咖啡、文昌鸡、海南土猪等特色
农产品，品牌效益较高。白沙五里路茶韵共享农
庄的五里路牌茶获得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并成为
海南首家获欧盟及美国有机茶认证的品牌，亩产
值达4万元；三亚南田共享农庄的“台农”“金煌”

“贵妃”等系列芒果年产值达3000余万元，先后被
世界粮农组织、中国果菜大赛组委会评为“中国果
王”和“中国果后”。

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三产融合发展。黛瓦红墙
石板路，清水翠园竹林香……在文昌市潭牛镇大庙
共享农庄，田园风光如画，由琼北古民居改造的民宿
兼具传统特色和设计的美感，让人倍觉舒适。

大庙共享农庄管理者李鹏介绍，得益于‘三块
地’试点改革，企业参与美丽乡村的建设，将餐饮、
住宿等业态带到农村。“这里原本是一个仅有11
户50多人的小村庄，不少民宅闲置，如今，改造后
的大庙共享农庄，节假日常常‘一房难求’，成为乡
村振兴强有力的‘助推器’。”

“海南共享农庄以乡村资源为平台吸引社会
资金投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三产融合发展，
探索出一条农民增收和城乡融合的发展之路。”中
国城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郑新立认为，海南共
享农庄既激活了农村“沉睡”的土地资源，探索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增加收入，也让社会资本
参与进来，打通经济内循环的堵点，更是激发了乡
村振兴的新动能。

近年来，一批各具特色的共享农庄已建成开
园，产业特色初见雏形。其中，有以乡村旅游为特
色的共享农庄，如三亚大茅奇幻世界共享农庄，主
要为岛内外甚至国内外游客提供周末游、假日游
等旅游服务；有以品牌农业为特色的共享农庄，如
白沙五里路茶韵等共享农庄，主要为中高端客户
提供高品质的农产品等。这些各具特色的共享农
庄，为国内外游客到海南旅游度假提供了丰富的
旅游产品和优质的服务，既延长了产业链条，也增
强了游客的体验感，提升了满意度。

近日，我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共享农庄
发展的十一条措施》，从加强规划引导、完善报建
机制、统筹用地保障、完善供地模式、简化用地审
批手续等方面促进共享农庄高质量发展。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赵咏望表示，目前全省
共创建海南共享农庄试点200家，正式认定20
家。2020年投产的88家共享农庄接待游客人数
221万人次，营业总收入8.5亿元，利润合计1.6亿
元。共享农庄作为海南特色的“三农”新品牌，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个值得探索的积极路
径。“打造好共享农庄，且产业业态又符合未来消
费升级的需求，海南的乡村振兴大有希望”。

（本报三亚12月14日电）

海南“三农”新品牌
乡村振兴“助推器”

⬆⬇“布黎布舍”黎锦主题时装秀现场。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近日，五指山水满乡红叶漫山遍野。 通讯员 付金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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