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阳上半年生产总值2042.15亿元

贵阳贵安商品房

上周成交环比上升

本报讯 7 月 19 日， 合富辉煌贵州

公司发布了 7月 12日至 18日贵阳贵安

楼市周报。 上周贵阳贵安商品房新增供

应量为 4.68 万平方米； 签约量为 25.12

万平方米，环比上升 33%；共计 2711 套；

成交金额 24.46亿元，环比上升 43%。

商品住宅方面，上周贵阳贵安商品

住宅新增供应量为 4.54 万平方米；签约

量为 20.39 万平方米，环比上升 28%；共

计成交 1762 套； 成交金额 18.29 亿元，

环比上升 33%。

商铺方面，上周贵阳贵安商铺新增

供应量为 0.14 万平方米；签约量为 2.42

万平方米，环比上升 124%；共计 449 套，

成交金额 4.57亿元，环比上升 134%。

商务（写字楼和公寓）方面，上周

贵阳贵安商务无新增供应； 签约量为

2.31 万平方米，环比上升 23%；共计 500

套，成交金额 1.59亿元，环比上升 10%。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商昌斌）

本报讯 贵阳市第十二届旅游

产业发展大会今年将在乌当区召

开，7月 21日， 乌当区推出三条新

线路， 诚邀各地游客到乌当体验

“红色文化” 之旅、“城市人文” 之

旅、“温泉康养”之旅。

7 月 21 日， 乌当区举行 2021

年乌当区新线路产品发布会暨“红

色文化” 旅游线路观摩活动，65 家

旅行社及媒体观摩了“红色文化”

之旅线路，体验了乌当区百宜镇重

走红军长征路（拐九段），参观了

百宜红军烈士陵园陈列馆并瞻仰

烈士陵园，品尝了特色“红军餐” ，

观摩了百宜镇农业产业化高效农

业园区、百品百园，以及贵阳市第

十二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百宜分

会场红旗村。

借助旅发大会召开契机，乌当

区举办此次活动推出“红色文化”

之旅、“城市人文” 之旅、“温泉康

养” 之旅三条新线路产品，以进一

步提升“美丽乌当.花园之城” 的

城市品牌形象。

三条新线路是：

一、乌当“不忘初心” 重温红

色文化之旅

1.新光里文化创意产业园（贵

阳市三线建设博物馆）———贵阳市

红色文化旅游推广中心———百宜

红军烈士陵园陈列馆———百宜红

军烈士陵园———百宜“重走红军长

征路”———红旗村

2.新光里文化创意产业园（贵

阳市三线建设博物馆）———贵阳市

红色文化旅游推广中心———黄连

村———红军桥———还我河山

旅行热词：不忘初心、回顾历

史

二、乌当城市漫步文化脉动之

旅，打卡城市盲盒

1. 惠诚工厂———新光里文化

创意产业园———天海美术馆———

偏坡小镇

旅行热词： 蛋糕魔法城堡、贵

阳三线文化、美食打卡、新市民、精

品民宿

2. 新堡———王岗———香纸

沟———贵州龙

旅行热词：土法造纸、疱汤文

化、美食工厂、新民宿

三、 乌当都市温泉景城融合、

都市温泉康养之旅

1.智汇云锦（中医药博物馆）

———新添寨温泉———偏坡小镇

2. 新堡乡———花画小镇———

新添寨温泉

旅行热词：养心、养肺、养

身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问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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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阳市统

计局获悉，根据市（州）统一核算

结果，2021年上半年， 贵阳市生产

总值 2042.15 亿元， 同比增长

9.3% ， 比 2019 年上半年增长

10.8%，两年平均增长 5.2%。

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增加值

81.00 亿元，增长 7.3%，两年平均

增 长 6.0% ； 第 二 产 业 增 加 值

744.33 亿元，增长 10.1%，两年平均

增 长 5.9% ；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1216.82 亿元，增长 9.0%，两年平均

增长 4.8%。 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分别为 4.0%、36.4%和

59.6%。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源）

近期，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

频繁过境引发公众关注。 那么，怎

么知道在天空中移动的小亮点就

是天和核心舱？ 怎样才能看到它？

拿什么器材才能拍到它？ 手机可以

吗？ 针对这些疑问，资深天文摄影

爱好者王俊峰结合自己的拍摄实

践为大家解疑释惑。

天和核心舱在距地球约 400

千米的高空快速飞行，90 分钟左右

就可以绕地球一圈，理论上它在天

空中能被看到的机会很多，但多数

时候是看不到的。

王俊峰解释说，在 400 千米左

右的距离，肉眼能看到的天和核心

舱就是一个小亮点，白天几乎完全

看不到，只有在“凌日” 的时候才

能用专业的设备观测和拍摄到；在

晚上合适的时机可以在指定的地

方观测到，比较好的时段是太阳落

山后和日出前的 1 到 3 个小时，天

和核心舱会在夜空中反射太阳光，

像一颗慢慢移动的“星星” 。

怎样才能看到天和核心舱？

“它在飞行的时候， 可以通过相应

的网站查看其实时位置。 拿微信小

程序‘天文通’ 来说，只需要点击

首页快捷入口 ‘中国空间站过

境’ ， 就可以找到天和核心舱的实

时位置，进而获悉它在哪个地区的

上空飞行。 ” 王俊峰说。

如何在夜晚拍摄天和核心舱

的“过境照” ？ 在王俊峰看来，不需

要专业的设备，一台或多台手机就

可以轻松搞定。 需要注意的是，由

于是夜间拍摄环境， 光线很弱，需

要用较长的曝光时间来拍摄，同时

要使用三脚架固定手机。 以国产某

品牌手机为例， 需要切换到 “专

业” 模式，然后调整参数，因为天和

核心舱过境时间较长，为最大可能

地保证过境照片的连续性，曝光时

间越长越好。

“然后再调整镜头，建议选择

广角镜头，视野较大，曝光时间可以

更长； 因为城市晚间夜空较亮，ISO

（感光度） 不宜太高，50-320 比较

合适；快门速度 20 秒或以上；对焦

选择无穷远。 ” 王俊峰说，设置完成

后，就可以按动快门拍摄了。

“在天和核心舱过境过程中，拍

完一张后要立即按动快门拍摄第

二张（可以用蓝牙耳机或耳机线来

控制），中间最好不要有间隔时间，

整个过程拍完后，会得到几张屏幕

中有明显白线的照片。 把含有‘白

线’ 的照片通过软件合成到一张即

可，这样就能得到一张完整的天和

核心舱过境照片了。 ” 王俊峰说。

至于视频拍摄，其实也并不复

杂。 只需要打开手机上的录像模

式，同时点开屏幕上方的“月亮”

图标，即“超级夜景” 模式，等天和

核心舱出现时录制即可。

有人可能会问， 晚上那么黑，

能否录制到？“不用担心，当天和核

心舱到达合适角度时， 它会很亮，

再加上‘超级夜景’ 模式的加持，

很轻松就能录制到天和核心舱过

境场面。 ” 王俊峰说。

天文科普专业人士表示，在未

来的几个月，感兴趣的公众可使用

“天文通” 等微信小程序或专业

APP 查看自己所在地天和核心舱

过境的时间、 方位角和亮度等信

息，试着观测和拍摄这颗中国造的

“夜空中最亮的星” 。

据新华社

本报讯 根据相关天文软件

预测显示， 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

舱于 21 日 20 点 21 分至 26 分经

过贵阳上空，20 点 23 分达到可见

最高点。

为了拍到这颗夜空中最亮的

“星” ，贵阳摄影师张晖当日下午

就驱车赶到了光污染相对较少的

花溪高坡。 据张晖说。 21日 20点

25分，在贵阳好天气的加持下，他

拍到了疑似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

舱经过贵阳上空的瞬间。

“越接近预测的时间段就越

激动， 不过等到预测时间到的时

候，一开始并没看到，又等待了几

分钟，就在预测时间的最后时段，

突然发现空中出现了一个亮点在

移动，但稍瞬即逝，时间大约只有

几秒钟。 根据时间和位置分析，我

觉得应该是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

舱。 ”张晖说。

但也有几位贵阳天文爱好者

告诉记者， 由于所处位置以及云

层遮挡等原因， 他们未在贵阳上

空发现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

身影。 不过他们表示，会找机会再

寻觅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踪

迹。

据相关专家介绍， 只有在晴

朗无云的天气里， 在日落或者即

将日出时， 且中国空间站天和核

心舱正好经过观测者上空时，才

有机会一睹中国空间站的 “芳

容” 。

专家表示，结合贵州气候、地

理环境等各方面的情况分析，8 月

5 日，在贵州仍有望“打卡” 到中

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 且最佳观

测时间在 8 月 5 日的 5:01:46 至

5:05:34，星等为 1.4，其运动轨迹

在贵州的西南偏南 42 度角到东

北偏东 10度角。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田原

张晨）

本报讯 2021 年 7 月 21 日记者从

贵阳市市场监管局获悉，2021 年上半

年，贵阳市 12315 平台共登记受理投诉

举报 23601 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398.65万元。

在全部 23601 件投诉举报中，商品

类投诉举报共 13422 件，排名前三位的

是： 一般食品 3028 件， 烟、 酒和饮料

2057 件，交通工具 1631 件，分别占整个

商品类投诉举报的 22.56% 、15.33% 、

12.15%。服务类投诉举报共 10179件，排

名前三位的是： 餐饮和住宿服务 1592

件，美容、美发、洗浴服务 1196 件，教

育、培训服务 832 件，分别占整个服务

类投诉举报的 15.64%、11.75%、8.17%。

就投诉举报特点来看， 今年上半

年， 投诉举报 23601 件， 同比上升

32.78%，解答消费者咨询 78689件，同比

上升 3.17%，一般食品、交通工具、餐饮

和住宿服务、美容、美发、洗浴服务仍是

投诉举报热点。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举报危险化学品

将获奖励

举报电话

110、12350、18985553007

最低奖 3000 元，最高奖 30 万元

为打击取缔危险化学品非法

违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

处置危险化学品等行为，充分发挥

群众的监督作用，贵阳市安全生产

委员会办公室对外公布贵阳贵安

危险化学品非法违法行为举报电

话：110、12350、18985553007。

针对查证属实的举报，贵阳市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根据相

关规定，对有功的实名举报人给予

现金奖励，同时对举报人信息严格

保密。 举报奖励金额，按照行政处

罚金额的 15%计算，最低奖励 3000

元，最高不超过 30万元。

如何观测和拍摄这颗“夜空中最亮的星” ？

21日 20点 21分至 26分……

张晖拍到疑似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过境贵阳上空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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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当推出三条新线路 诚邀各地游客

贵阳市第十二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举办

“红色文化”之旅

同比增长9.3%，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分别为4.0%、36.4%和 59.6%

贵阳上半年消费纠纷

食品烟酒饮料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