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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司
长田国民 25 日介绍称，经过各地共同
努力，我国绿色建筑发展取得显著成
效，截至 2020 年底，全国累计绿色建筑
面积达到了 66.45 亿平方米。
（中新网）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
据对全国
流通领域 9 大类 50 种重要生产资料市
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1 年 10 月中旬
与 10 月上旬相比，36 种产品价格上
涨，
12 种下降，
2 种持平。
（国家统计局）

秒 天象

太阳活动逐渐活跃
如何观测其表面的
“小黑痣”
？
随着太阳活动从极小期逐渐进入
极大期，太阳的“脸蛋”上渐渐长出了
“小黑痣”——黑子。目前太阳活动正
在逐渐活跃，日面上现有两群黑子，编
号为 NOAA 2886、NOAA 2887，位于
太阳的南半球，感兴趣的公众在白天可
通过带减光的望远镜观测。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
科超介绍，黑子是太阳光球层上出现的
黑色小斑点，之所以叫“黑子”，是由于
强磁场抑制了太阳内部能量向外传递，
导致局部区域温度较低，亮度比周围区
域低很多，因此看上去像是暗淡的黑
点。
“ 黑子的温度比太阳的光球层表面
温度低 1000 到 2000 摄氏度，在明亮的
光球背景衬托下会显得较黑。”
王科超介绍，观测黑子不仅可以认
识其自身的变化规律，同时也可揭示太
阳上面的其他现象和规律。
“ 感兴趣的
公众在白天可以用望远镜观测黑子，但
注意一定要使用减光的设备进行观测，
比如在望远镜前加巴德膜等装置，防止
太阳光灼伤眼睛。”
王科超说。

2022 年国考江苏最热岗位在无锡
考录比 1301：
1
2022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已经截止。记者从相关统计网站
获悉，江苏地区本次招考计划有 1359 人，与去年同期比较，无论是招
录岗位还是计划招录人数都有所增加，对应届生的倾斜政策更为明
显。
江苏过审人数超 7 万人，其中税务部门计划招录 900 人，过审超
3 万人，依旧担当招考“大户”。从数据上看，竞争最为激烈的岗位是
“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滨湖区税务局”一岗，该岗位计划招录 2 人，最
终过审人数达 2601 人，考录比为 1301：1。此外，苏州海关驻吴中办
事处、张家港海关、镇江市邮政管理局都入围 2022 年国考江苏地区
竞争最激烈的十大用人部门。
目前江苏地区仍有 3 个岗位报名人数较少或是无人问津，主要
分布在海事、水利和铁路公安等部门。
专家提醒，2022 年国考笔试将于 11 月 28 日举行，本次国考首次
采用 3 类试卷，不同类别试卷考察的侧重点有所区别，考生一定要在
职位表中明确自己的考试类别，
注意精准备考。
（中国江苏网）
秒 观图

乔丹一双球鞋
147 万美元拍卖成交
美国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早年穿
过的一双篮球鞋 24 日以约 147 万美元
拍卖成交，创下参赛篮球鞋最高拍卖价
纪录。
乔丹穿过的另一双球鞋在去年 8 月
一场拍卖会上以 61.5 万美元成交，创下
当时在篮球比赛上穿过的球鞋最高拍
卖价纪录。
目前，拍卖价最高的二手球鞋是美
国说唱歌手“侃爷”卡尼·韦斯特穿过的
一双耐克椰子鞋，在今年 4 月拍出 180
万美元。

苏和堂阿胶固元糕19.9元/盒
400-102-0026
冬虫夏草48元/克起
苏和堂南禅寺店（解放南路701号/朝阳公交停车场旁）

中山路崇宁路交叉口万达酒店一楼 82759166

●遗失无锡起仁建筑玻璃贴膜
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各
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无锡起仁建筑玻璃贴膜
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320200699316702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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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国家公园创建获批
秦岭保护
“重磅加码”
记者 25 日从陕西省林业局获
悉，秦岭国家公园创建已获得国家
公园管理局的正式批复。至此，秦
岭保护“重磅加码”，秦岭核心资源
将得到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
秦岭保存了许多古老、珍稀、
特有的野生动植物物种。
按照创建要求，陕西将抓紧推
进以下重点工作：科学确定边界范
围和分区；有序调处矛盾冲突；提
出管理机构设置方案；加强生态保
护修复；推动社区转型发展；加强
宣传凝聚社会共识。
下一步，国家公园管理局将会
同陕西建立局省联席会议协调推进
机制，
积极协调有关部门，
在相关政
策、资金项目和技术支撑等方面给
予倾斜支持，推进秦岭国家公园创
建工作。根据陕西创建工作完成情
况，国家公园管理局将组织开展评
估验收，
并会同陕西编制《秦岭国家
公园设立方案》，
按程序报批。

双色球今晚开奖
奖池 7.51 亿元

北京市居民有序接种疫苗加强针
10 月 25 日，
大兴区旧宫镇的居民在接种疫苗加强针。
近期，北京市各区陆续开始组织接种过两剂疫苗的居民
接种疫苗加强针，
构筑免疫屏障。

秒 民生

国家发改委：
对社会反映强烈的价格指数应及时评估审查

秒 投资

●注销苏 B92726 道路运输证
锡 320200022743
●无锡市惠山泥人厂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无锡市惠山古镇文化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保证
金收据一张，编号 6781595，金
额两万元，
声明作废
●遗失道路运输证苏 BQ7516 锡
320206004596 苏 BN1172 锡 3202
06004773 苏 BN0592 锡 32020600
4779 苏 BN0289 锡 320206004679
苏 BQ9922 锡 320206004680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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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国家发改委印发《价格指数行为评估和
合规性审查操作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指南明确，价格主管部门
可根据工作需要，选择部分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指数，对其相关行为
进行评估审查；对社会反映强烈、群众举报较多的价格指数，应及时开
展评估审查。对反映全国或区域市场情况，或对全国或区域市场产生
重要影响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指数，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或委托省级
价格主管部门对其行为开展评估审查；对反映某一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市场情况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指数行为，由该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对其
行为开展评估审查。
对严重违规的，立即暂停相关价格指数的发布活动，并责令有关
价格指数行为主体按照《办法》规定，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
经评审达到整改要求后，先内部试运行 6 个月以上，方可对外开展指
数发布活动。
（国家发改委网站）
秒 生活

“新冠忧郁”渐消 韩国现宠物弃养潮
新冠疫情期间，不少韩国人抑郁、焦躁等负面情绪增多，一些人养
宠物作伴、调节心情。随着人们逐渐适应疫情下的生活，所谓的“新冠
忧郁”
渐渐消退，
韩国却出现了宠物弃养潮。
据韩国《中央日报》24 日报道，韩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的数据显
示，将近三分之一韩国人养宠物。韩国动植物检疫部门的动物保护管
理系统数据则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韩国月均有 7955 只宠物遭遗弃，
而到了第三季度，
这一数字升至 10769 只。
面对遗弃宠物、虐待动物等行为，韩国今年 9 月通过《民法》修正
案，规定
“动物不是物品”
并赋予其法律主体地位。
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从 10 月起在大首尔地区积极推进宠物登
记、打击遗弃宠物行为。违反遗弃宠物等涉宠物法规者将面临至多
60 万韩元（约合 3268 元人民币）罚款。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今 晚 双 色 球 第 2021122 期 开
奖，2 元可中 1000 万元。本期号码
预测分析：上期和值 89 点，大幅上
升，本期可关注和值继续上升，区间
在 100-125 之间。上期落号开出 1
枚，落号奖号间隔 3 期开出，本期可
关注 4 尾数 1 枚落号开出。上期连
号开出 1 组，连号奖号连续 3 期开
出，后期有走热趋势，本期可关注小
数区域二连号。上期蓝球开出 15，
本期关注 1 路号开出。
本 期 综 合 推 荐（10 + 2）：03、
08、10、13、15、16、20、24、27、30+
10、13。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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