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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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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35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资阳、康定、攀枝花、乐山、宜宾、
绵阳、广元、遂宁、广安、巴中、内江、达州、泸
州、西昌、南充、雅安、德阳、眉山、自贡

22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11月22日开奖结果
体彩

AQI指数 35—8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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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星彩第20117期全国销售17413558元。开
奖号码：790506+5，一等奖1注，单注奖金500万元；
二等奖18注，单注奖金9691元；三等奖83注，单注
奖金3000元。79847990.0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20273期全国销售17439778元。
开奖号码：174。直选全国中奖8939（四川1034）注，
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25794（四川
1966）注，单注奖金173元。28682388.07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20273全国销售11331122元。
开奖号码：17488。一等奖18注，单注奖金10
万元。438349708.7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20063期全国销售36263680
元。开奖号码：303333333*3130，一等奖全国中奖
23375（四川1268）注，二等奖全国中奖227493（四川
12111）注。

足 球 胜 平 负 第 20064 期 全 国 销 售
30137698元。开奖号码：3310003*333010，一
等奖全国中奖112（四川4）注，二等奖全国中奖
3430（四川157）注。

足球胜平负第20065期全国销售38784366
元。开奖号码：30331001013133，一等奖全国中奖
8（四川1）注，二等奖全国中奖302（四川17）注。

胜平负任选 9 场第 20063 期全国销售
20084808元。开奖号码：303333333*3130，全
国中奖499403（四川23007）注。

胜平负任选 9 场第 20064 期全国销售
19915196元。开奖号码：3310003*333010，全
国中奖16265（四川876）注。

胜平负任选 9 场第 20065 期全国销售
24146706元。开奖号码：30331001013133，全国
中奖1564（四川73）注。

足球 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 20064 期全
国 销 售 161840 元 。 开 奖 号 码 ：33**
13333000，全国中奖61（四川2）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0065期全国销售
139172元。开奖号码：330033130133，全国中奖0注。

足球4场进球第20065期全国销售934954
元。开奖号码：31122010，全国中奖6（四川0）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1月21日。
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小雪节气，四川盆地气温从20℃变成个位数

一夜入冬 早晚低至3-5℃
换季式冷空气登场，气温从20℃ 变

成个位数，成都只用了短短两天。11
月22日，小雪节气，在一阵一阵的偏北
风中，成都已有了冬天的感觉，川内九
寨沟、黄龙、达古冰川、四姑娘山、峨眉
山、瓦屋山、光雾山等景区已是雪花飞
舞，很是应景。

气温大打折
成都最高只有8.7℃

小雪，雨凝为雪，地气冻结。此前，
冷空气已经满血复活，给北方多地带来
了名副其实的“小雪”。

目前，冷空气已将主战场转移至南
方。数据显示，22日14时较21日14时，
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北
部出现4～8℃降温，贵州南部、湖南南
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等局地降温
12～16℃。前几天还热到30℃左右，如
今气温都在往个位数降，“满减”力度比
双十一更给力。

北风呼呼吹，四川盆地开启一夜入
冬模式。22 日，盆地最高气温普遍只
有个位数，成都仅8.7℃。前几日还跃
跃欲试想要露腰的美女们，如今却急忙
把秋裤找出来。

多地迎降雪
西岭雪山有望提前滑雪

在北风中瑟瑟发抖的四川人不甘
心：北方降温有初雪，而我们只有纯
降温。

小雪未见雪，不是我们太“南”，是
海拔不够高。往高处看——九寨沟成
了梦幻般的冰雪世界；黄龙景区从山脚
到山顶各处都铺满了雪；达古冰川一半
是彩林，一半是冰雪；四姑娘山景区雪
花随风飘落；光雾山下起了今冬第一场
雪……距离成都最近的雪，也已“到
货”——11 月 21 日晚，西岭雪山海拔
2155 米的滑雪场景区，下起今冬第一
场雪，比去年早了十来天。今年，西岭
雪山有望提前滑雪。

此刻只能感叹：此雪只应山上有，
盆地难得几回见。

低温将持续
四川盆地或就此入冬

冷空气后劲还很大。北方的气温还
会走低，到24日，北方大部早晨气温都在
零下，南方的气温也将在这几天跌至谷
底。安徽、湖北、江苏、湖南、贵州、四川
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至个位数。

从成都来看，目前气温已经掉到了
个位数。23日、24日，天气状况虽然好
转，甚至有望遇见阳光，可这阳光就像
冰箱里的灯光，依旧冰冰凉，最低气温
还 会 从 目 前 的 6-7℃ ，进 一 步 降 至
3-5℃。25 日开始，气温会有小幅回
升，但最高也就达到12℃。

气象学上，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低
于 10℃就是冬天了。这样看来，成都
乃至整个四川盆地很可能就此入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

11月22日，成都气温骤降，市民穿上了厚厚的冬衣。 刘陈平 摄气温从20℃ 变成个位数。+

“公安部规定派出所不再开具18种
奇葩证明，但我却遇到了被要求到派出
所开证明，证明我是我的问题。”11月20
日，在广东省务工的陈先生向封面新闻

“云求助”反映，因新旧身份证号码不一
致，他在广东当地缴纳的社保金无法合
并在一起，社保局要求他必须回户籍地
派出所开证明。为了开这个证明，陈先
生需要跑1000多公里回四川达州。

原因：
新旧身份证买社保难合并

陈先生的老家在四川省达州市大
竹县石河镇，他在广东打工已有20多

年。因新旧身份证号码不一致，广东
当地社保局称其身份证号码系非正常
升位，导致前后社保金无法合并，要求
陈先生回户籍所在地的大竹县公安局
石河派出所开证明。

“我是 2004 年在广东进的厂，
2006 年开始用第一代身份证买了社
保，后来一直都在用这个身份证买社
保，中间断断续续在买，总共买了 9
年。”陈先生告诉记者，他买社保的身
份证有效期为 20 年，1998 年办的证，
所以没有升级为新一代身份证，号码
一直是 15 位。2018 年，旧身份证到
期，陈先生特意回到老家办了新身份
证，号码从15位变成了18位。

“我这个身份证号码比较特殊，不
是自然升位的，是派出所用机器给我
生成的新号码。广东那边的社保局
说，这种情况他们的系统无法自动识
别，工作人员也无法确定新旧两个身

份证是同一人，所以要我开证明。”陈
先生称，他是断断续续地在买社保，
2017年他用旧身份证在广东买了最后
一次社保，2018年开始用新身份证在
广东买社保。日前，在申请办理社保
金合并业务时，没想到遇到了问题。

回应：
如果情况特殊可以开证明

“陈先生的身份证号码不是自然
升位，是他自己没有及时更换二代新
身份证导致的。”大竹县公安局石河派
出所民警介绍，经过查询，陈先生在
2018年办理二代身份证时，早已过了
旧身份证自动升级为二代身份证的办
理期时限，系统不能给他的身份证号
码自动升位。为了不影响陈先生的二
代身份证办理，民警特意为他申请开
通了绿色通道，新生成了一个18位的
身份证号码并办理了新身份证。

“按照规定，身份证15位升至18位
后，原号码不变，需证明是同一个人的
证明，派出所是不会开的。但如果经过
调查核实后，陈先生的情况确实比较特
殊，我们是可以给他开证明的。”大竹县
公安局石河派出所所长张勇表示，目前，
他们已主动与陈先生取得联系，正在调
查核实相关情况，相关工作正在进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曾业受访者供图

云 求 助

生活遇到烦心事
扫码求助封面新闻

在外务工社保金无法合并被要求开证明

男子奔波千里回老家求证“我是我”

陈先生的新身份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