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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
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吆……”相信大家
对这首传唱经典的老歌《阿里山的姑娘》一
定耳熟能详。不仅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同
样阿里山的高山茶也香如花，并且闻名遐迩。

传承经典地道的台湾阿里山高山茶
采摘于海拔1000-1200米的台湾嘉义阿
里山区。因为阿里山高山气候冷凉，早晚
云雾笼罩，平均日照短，茶树芽叶苦涩成
分降低，进而提高了茶叶的甘味。同时因
日夜温差大的缘故，茶树生长缓慢，茶叶

芽叶柔软，叶肉厚实，果胶质含量高等等，
这些都是阿里山高山茶所展现出的特
性。此外这里所产的茶叶多以山泉水灌
溉，甘醇美味，具有浓厚的高山冷冽茶味，
堪称是“世界第一等”好茶。阿里山高山
茶区可说是台湾高山茶最顶级的茶品，在
市场上相当抢手。颗粒墨绿，饱满圆润，
富有果润味。带有高山茶的甜香气息。
汤质柔和甘醇，果胶质丰富。阿里山高山
茶干茶：颗粒紧实饱满，呈半球型，颜色墨
绿，带梗。香气淡雅，清，纯。茶汤：清澈

明亮，清新淡雅弥漫着花香气味。叶底：
完整肥厚带梗，韧度强。高山茶可以冲
七、八泡以上，不论泡的时间长短，即使是
泡一天也不变色不变味，依然香味纯正。

台湾阿里山高山茶是乌龙茶，具有
减肥、美容、防蛀齿、抑制癌细胞的作用，
常饮台湾高山茶，健康生活每一天。

为了感谢烟台市民对阿里山高山茶
的厚爱，特举行优惠大酬宾活动，价格绝对
意想不到。但时间仅有 三天，快快拨打电
话抢购吧！抢购热线：13780999328

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
阿里山高山茶香如花

优惠大酬宾仅限三天，抓紧抢购吧

公告
开发区长江路200号富饶中心2号楼
业主：

受烟台裕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委托，我公司对开发区长江路200号富
饶中心2号楼的相关面积进行了测绘。
现测绘数据采集、内业计算等工作已完
成，决定于2020年6月29日至2020年
7月3日在小区公告栏及售楼处公示栏
进行测绘成果公示。请各业主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认真核对所购房屋相关
数据。如有疑问或异议，请在公示期内
及时联系我公司。

联 系 人：林工
联系电话：6110762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
开发区分院

二0二0年六月二十八日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6月28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
持召开稳外贸工作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韩正出席。

会上，商务部、海关总署汇报了当前外
贸形势和下一步工作考虑。格兰仕、东方
国际、东软集团、好事达、执御信息、嘉逸志
友等企业负责人通过视频连线，结合各自
所在的家电、服装、医疗设备、家具、跨境电
商平台、摩托车等领域谈了企业生产经营
和进出口情况。李克强详细了解企业订
单、用工、资金、产业链供应链等，询问对下
一步市场形势的看法和对国家政策的建
议。他要求相关部门认真研究企业反映的
问题和建议，采取措施支持企业渡过难关。

李克强说，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对稳
定经济运行和就业大局至关重要。今年以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各地各部门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积极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出台了一
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近几个月外贸有所
回稳。当前疫情仍在全球流行，世界经济
严重衰退，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
下一步外贸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对此必须
有充分估计和准备。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力“六稳”“六
保”，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应对困难挑战，着
力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创新外贸方式，
推动外贸促稳提质，为保就业稳经济提供
支撑。

李克强指出，要按照保就业保民生
保市场主体的要求，抓紧抓实抓好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的各项助企纾困政策，在
积极扩大内需的同时，研究出台稳外贸
稳外资的新措施，尤其要加大支持力度
保住中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并
助力大型骨干外贸企业破解难题，更好
支撑就业稳定。完善出口退税方式，加
快退税进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强信贷、
信保、担保等融资支持，纾解外贸企业流
动性困难。继续挖掘通关便利化改革潜
力，优化对外贸企业服务。统筹做好疫
情防控和稳外贸稳外资工作，加强与相
关国家沟通协调，畅通国际货运通道，开
辟更多方便商务人员往来的“快捷通
道”。鼓励外贸企业转型升级，提升出口

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加快发展跨境电商、
网上交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鼓励引
导多元投入建设海外仓，加大对带动中
小企业出口的外贸服务平台的支持，培
育新的外贸增长点。各地要结合本地实
际，及时完善稳外贸稳外资相关措施。

李克强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出更多
扩大开放的举措，推动多领域多层次国
际合作，在不断深化制造业开放的同时，
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开放，进
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完善鼓励和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让
中国成为更多外商投资兴业的热土。增
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吸
引力。在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上下更
大功夫。

李克强主持召开稳外贸工作座谈会时强调

努力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6月28日拍摄的停靠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南山港码头的“探索二号”船。当日，我国首艘全数配备国产化科考作业设备的载人潜水器支持保障母船——“探索二号”船抵达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南山港，海南深海产业发展再添利器。“探索二号”历时一年半在福建马尾船厂完成适应性增装建造。该船除支持深远海常规科考作业，还可搭载万米载人潜水
器“奋斗者”号和4500米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 新华社

“探索二号”抵达三亚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记者28日从
司法部获悉，由司法部编写修订的《2020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
近日出版发行。

据悉，2020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
纲修订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会议和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关于
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
见》，围绕推进法治工作队伍革命化、正规
化、专业化、职业化，坚持法治国家、法治
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将党的最新理
论创新成果、宪法法律修改的最新制度成
果、全面依法治国的最新实践成果纳入考
试范围。

大纲加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
论、宪法、民法典等的考查力度，加大案例

题的考查比重，引导广大应试人员始终坚
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着力打造
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
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

记者了解到，2020年考试大纲在保持
基本稳定的同时，还根据民法典对民法学
科体例和考查知识点进行了调整，并对附
录法律法规进行了增删。

2020年法考考试大纲即将出版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国家发展改
革委28日发布消息称，自2020年6月28
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
高120元和110元。这是我国成品油零售
限价年内首次上调。

“我国成品油自3月18日启动地板价
以来，三个半月的停调期内零售价格已经
连续搁浅6次。随着国际原油期价持续反
弹，并于本轮周期突破地板价，迎来年内首
次上调。”金联创成品油分析师徐朋说。

据悉，按照我国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

机制，下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在2020年
7月10日24时开启。

徐朋判断，后期国际原油市场仍存向
好预期，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有望继续上
涨，不过因国际原油大概率呈现震荡小涨
趋势，汽柴油零售限价上调空间亦受限
制。突破地板价对市场业者心态将形成明
显提振，对国内成品油批发市场而言存在
一定利好，但仍需关注后期炼厂高位开工
率导致供应过剩对市场的影响。

中宇资讯分析师王涛表示，因各国失

业压力大于新冠肺炎疫情增添的恐慌，复
工情绪旺盛，预计各国下半年或将逐步复
苏国内经济，从而利于金融期货做多。

不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第一
阶段减产协议到期后，市场对原油过剩的
担忧或再次升级，这可能成为7月之后一
大利空事件，下一轮国内成品油调价仍存
搁浅概率。

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徐娜预计，下
一周期，原油市场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或搁浅概率并存。

成品油价迎年内首次上调
下轮调价续涨与搁浅预期并存

6月27日，在巴基斯坦卡拉奇，一名男子接受新冠病毒检
测。巴基斯坦卫生部28日上午发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该国
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4072例，累计确诊202955例；新增死亡
病例83例，累计死亡4118例；累计治愈92624例。 新华社

巴基斯坦新冠
确诊病例数超20万

新华社纽约 6月 28日电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28
日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8日5
时33分（北京时间28日17时
33分），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
例达10001527例，累计死亡病
例为499024例。

数据显示，美国是报告确诊
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累

计确诊2510323例，累计死亡
125539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20万例的国家还有巴西、俄罗
斯、印度、英国、秘鲁、智利、西班
牙、意大利、伊朗、墨西哥和巴基
斯坦。

这些数据来自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新冠病毒研究项目
实时汇总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数
据。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超1000万例

新华社北京6月 28日电
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强
28日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截至28日 12时，北京市累计
完成核酸采样829.9万人，已完
成检测768.7 万人，基本完成

“应检尽检”人员动态清零。
据介绍，6月28日起，北京

对“应检尽检”动态扫尾清零；
对正在集中观察的新发地市场
牛羊肉大厅相关人员，观察期
满后进行二次核酸检测和抗体
检测，对新增中高风险地区人
员实现动态随检。

在提升核酸检测能力方
面，张强介绍，日检测量已由6
月 11日的 4万份提升至45.8
万份，单日最高检测量为108.4

万人。
然而，核酸检测结果呈阴

性不代表取得“通行证”，张强
提示，特别是集中观察和居家
观察人员，要严格做到“足不出
户”，避免交叉感染，全体市民
要继续保持防护意识。

据介绍，北京市根据轻重
缓急，分四个批次对“应检尽
检”人员进行核酸检测。此外，
北京市安排专业力量调度医疗
垃圾处置工作，确保采样、包
装、运输、检测、结果报告等各
环节的质量和安全。张强表
示，对重点地区、重点区域和重
点人群进行核酸检测后，检测
工作坚持“应检尽检”底线不
变，“愿检尽检”同步展开，精准
防控疫情，满足市民需求。

北京累计完成核酸采样
829.9万人

新华社巴西利亚6月27日
电 据巴西卫生部27日下午公
布的新冠疫情数据，巴西24小
时内新增确诊病例38693例，累
计确诊1313667例；新增死亡病
例1109例，累计死亡57070例；
累计治愈715905例。

巴西的累计确诊和累计死
亡病例数均位列全球第二，仅
次于美国。

在巴西疫情最严重的圣保
罗州，累计确诊病例逾26.5万
例，死亡病例逾1.4万例。里约
热内卢州和塞阿拉州累计确诊
病例均超10万例。

目前，英国牛津大学开发
的一种新冠病毒疫苗正在里约

热内卢州、圣保罗州等地展开
临床试验。巴西卫生部27日
宣布，巴西政府已同英国阿斯
利康制药公司和牛津大学达成
协议，将就这款疫苗展开合
作。巴西卫生部表示，英国方
面将于今年12月和明年1月向
巴西交付3040万剂疫苗，连同
相关技术转移和巴西本地生产
的费用，巴西将花费1.27亿美
元。由于该疫苗尚在研发中，
巴西将承担疫苗可能无法达到
希望效果的风险。

如果疫苗被证实有效，巴
西将于明年初将疫苗投入使
用，并以每剂2.3美元的价格再
购买7000万剂疫苗。

巴西新冠确诊病例超130万
同英国合作试验疫苗

6月27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沙特教育大臣哈马德·
谢赫出席二十国集团教育部长视频会议。

二十国集团教育部长27日召开视频会议，承诺致力于解决
新冠疫情对教育和培训造成的干扰。 新华社

二十国集团教育部长：

致力解决疫情对教育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