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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房公告

尊敬的翠屏片区综合环境整治项目（城市棚户区改造）安置区6-1#地块（创美·东方

院子）3号楼业主：

您好，您所购买的创美·东方院子 3 号楼高层住宅，经过相关部门综合验收，

已具备交付条件。现我司正式通知上述楼宇业主，请您自 2022 年 6 月 30 日起前往

创美·东方院子小区内办理交房手续。

一、交房时间：自 2022年 6月 30日起。（注：由于疫情防控要求，请各业主错

峰接房。）

二、交付地点：创美·东方院子 3号楼架空层，创美荟业主俱乐部。

三、所需证件：为了方便您迅速办理相关手续，请您于当日带齐以下资料：

《商品房买卖合同》、全部购房票据原件、产权人及共有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以及物业管理费用等其他费用。

四、委托他人收房时，需出具经公证的委托书原件 1份、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

件。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视为交房书面通知已送达业主。若有不明之处，请您

联 系 您 购 房 时 的 置 业 顾 问 或 致 电 创 美·世 纪 城 营 销 中 心 咨 询 。 热 线 ：

0857-8617777。恭迎各位业主回家，顺祝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特此公告

毕节创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9日

贵州500kV威赫电厂送出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

遗失声明
●七星关区远大五金店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毕节

桂花支行，账号：52001694136052515408） 不慎遗失银行预留的印鉴公章

1枚。特声明作废。

●黄兴凤不慎遗失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1 本，证号：

522401198303115920。特声明作废。

●赫章县夜郎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5205270030046。特声明作废。

●林双龙不慎遗失贵州七众置业有限公司/奥莱国际负 1-619 号商铺

维修基金收据 1份，收据号码：0023983，金额：1442.00元。特声明作废。

●浦思林、谭朝霞不慎遗失大方县中医医院 《出生医学证明》 1 份，

新生儿姓名：卜阳林，编号：P520319063。特声明作废。

●冯魁、陈伟不慎遗失大方县中医院 《出生医学证明》 1份，新生儿

姓名：冯程，编号：U520240754。特声明作废。

●清水铺镇农业服务中心不慎遗失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动物 B）》

5 份 ， 证 号 ： 5217860332、 5217860333、 5217860494、 5217860495、
5217860496。

特声明作废。

●张能勇不慎遗失毕节中欣置业有限公司/贵州毕节-中欣原著项目

住宅区-9 栋一单元-1804 号房抵押登记费专用收款收据 1 份，收据号码：

2022084，金额：80.00元。特声明作废。

●七星关区七星药房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许可证编

号：JY15205020090917。特声明作废。

2022年6月29日

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

监督权，依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 4 号） 要求，将贵州 500kV 威赫电厂送出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 予以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表的方式和途径

（一） 网络链接：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https://www.gz.csg.cn/gsgg/hpgs/； 贵 州 环 保 网 网 站

http://www.guizhouhuanbao.com/showtopic-63378.
aspx###。

（二） 公众可前往如下单位查阅纸质报告表：贵

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分公司 （地址：贵州省贵阳

市南明区解放路 262 号；联系电话：13985413756），

湖北君邦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

市硚口区古田二路海尔国家广场 8 号楼 15F；联系电

话：13419562319）。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提出宝贵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2。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

的建议和意见，请在上述网络链接下载填写《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将填写好的表格按如

下方式邮寄或邮件至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分公司

收 件 人：王工 电 话：13985413756
地 址 ： 贵 州 省 贵 阳 市 南 明 区 解 放 路 262 号

邮 编：550002
电 子 邮 箱 ： xinyangwh957@163.com、

1056647103@qq.com
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内容，公众可以依法另行向其他有

关主管部门反映。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布日期起 10个工作日内。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分公司
2022年6月29日

17、地心的温度非常高吗？
答：是的。

地球的内部结构为一同心状圈层

构造，由地表至地心依次分化为地

壳、地幔、地核，地核又分为内地核

与外地核两部分。地球内部越接近地

心，温度越高。据科学家推测，地核

外部边界的温度为 3500℃，内核外部

边界的温度为 6300℃，而地球正中心

的温度高达 6600℃，比太阳表面温度

高1000℃。

18、什么是碳-14测年法？
答：碳14测年，又称碳—14年代测

定法或放射性碳定年法（Radiocarbon

Dating），就是根据碳元素的放射性碳

—14 衰变的程度来计算出样品的大概

年代的一种测量方法。这一原理通常

用来测定古生物化石的年代。

自然界中碳元素有三种同位素，

即稳定同位素碳-12、碳-13和放射性

同位素碳-14。宇宙射线在大气中产

生放射性碳-14，并能与氧结合成二

氧化碳后进入所有活组织，先为植物

吸收，后为动物纳入。只要植物或动

物 生 存 着 ， 就 会 持 续 不 断 地 吸 收

碳-14 并在机体内保持一定水平。有

机体死亡后，便停止呼吸碳-14，其

组织内的碳-14 便以 5730 年为半衰期

开始衰变并逐渐消失。任何含碳物

质，只要测定其剩下的放射性碳-14

含量，就可推断出它的年龄。

19、我们生活的大陆一直在缓慢
漂移并将继续漂移吗？

答：是的。

如果你注意一下世界地图，就会

发现南美洲的东海岸与非洲的西海岸

是彼此吻合的，特别是巴西东端的直

角突出部分，与非洲西岸凹入大陆的

几内亚湾非常吻合。自此往南，巴西

海岸每一个突出部分，恰好对应非洲

西岸同样形状的海湾；相反，巴西海

岸每一个海湾，在非洲西岸就有一个

突出部分与之对应。

1912 年，德国地质学家、气象学

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出版 《大陆与

海洋的形成》 一书，根据拟合大陆的

外形、古气候学、古生物学、地质

学、古地极迁移等大量证据，提出大

陆漂移学说，得到地质界普遍认同。

大陆漂移学认为，中生代地球表面存

在一个泛大陆，这个超级大陆由于地

球自西向东自转的分力后来产生多次

分裂、漂移，经过二亿多年的时间，

形成了现在的七大洲四大洋。

20、地球板块运动会造成地震
吗？

答：会。

地震又称地动、地振动，是地壳

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的振动，期

间会产生地震波的一种自然现象。地

球表面覆盖着不变形且坚固的板块

（地壳），科学家将全球地壳划分为六

大板块：太平洋板块、亚欧板块、非

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 （包

括澳洲） 和南极洲板块。其中除太平

洋板块几乎全为海洋外，其余五个板

块既包括大陆又包括海洋。地球上板

块与板块之间相互挤压碰撞，造成板

块边沿及板块内部产生错动和破裂，

引起地表快速上升或下移，是引起地

震的主要原因。例如，日本处于大洋

洲板块和亚欧板块交接带，因而是地

震多发地。另外，火山喷发等也会引

发地震。

21、你知道地震是怎么发生的
吗？遇到地震该怎么办？

答：地震的类型不同，发生的成

因不同。一是构造地震，由地壳发生

断层引起；二是火山地震，由于火山

作用，如岩浆活动、气体爆炸等引

起；三是塌陷地震，由于地下岩洞或

矿井顶部塌陷而引起；四是诱发地

震，由于水库蓄水、油田注水等引

起；五是人工地震，由于地下核爆

炸、炸药爆破等引起。地震的产生有

很多原因，最重要的是板块 （地壳）

运动。

地震发生时，持续时间极短 （往

往只有几秒钟），而破坏力很大，大

地剧烈晃动，人往往无法稳定行动，

而且家具、门窗玻璃、天花板、吊

灯、吊柜等可能掉落砸伤人，此时若

盲目行动，受伤几率很大。因此，地

震来临时，应首先就近避险，保护好

头部，如把靠垫举在头顶，蹲在坚固

的桌子下面，待晃动停止后、确认安

全后再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地震发

生时不要使用电梯；如果地震时刚好

在电梯里，需赶紧按下所有楼层按钮

使电梯停下，尽快离开。

22、地震可以准确预报吗？
答：地震大多发生在地球相邻板

块的交界处。地震是地下能量快速释

放的过程。地震后，地下的岩石又会

重新调整，重新积蓄能量。这些过程

异常复杂，因此地震的发生既不是毫

无规律却又相当随机，要准确预报地

震还非常困难，各国科学家还在不断

探索。

23、什么是地球圈层？
答：地球圈层结构分为地球外部

圈层和地球内部圈层两大部分。

地球外部圈层可进一步划分为三

个基本圈层，即大气圈、水圈、生物

圈。

地球内圈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基

本圈层，即地壳、地幔和地核。地壳

和上地幔顶部 （软流层以上） 由坚硬

的岩石组成，合称岩石圈。

24、为什么地球会成为生命的乐
园？

答：因为地球是宇宙中亿万星体

中极少数的适合生命生存的幸运儿之

一，地球非常巧合地具备生命存在和

繁衍的种种条件。地球的主要能源来

自太阳，而太阳恰好是一颗合适的恒

星，已经稳定地发光发热达 50 亿年之

久，并还将继续稳定发光发热 50 亿

年，现正值壮年，为生命起源和演化

的漫长过程提供了充分的能源保障。

地球是一颗质量大小适中的行星，它

的引力正好可以拽住大气、维持海

洋。地球与太阳的距离恰到好处，使

地球上有足够多的液态水。最后，地

球拥有生命所必需的各种化学元素，

如最主要的碳、氢、氧、氮、磷等。

25、地球生命怎么产生的？
答：地球生命的产生是一个漫长

而复杂的过程。

混沌天体中的爆炸诞生了宇宙，

在形成星球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星

系，星系中有 N 多银河系，其中一个

银河系中有一个太阳系，太阳系中有

八大行星，其中的一个行星就是地

球。地球已诞生了 46 亿年，刚开始时

是没有生命的，后来，地球处在了太

阳系中最适合生命萌生的位置，并且

地球的构成物质符合生命的萌生要

素，在接受到来自宇宙中的外界物质

的加盟后，地球出现了原始海洋，开

始孕育原始生命。地球生命从最原始

的无细胞结构生物进化为有细胞结构

的原核生物，从原核生物进化为真核

单细胞生物，然后按照不同方向发

展，出现了真菌界、植物界和动物

界。植物界从藻类到裸蕨植物再到蕨

类植物、裸子植物，最后出现了被子

植物。动物界从原始鞭毛虫到多细胞

动物，从原始多细胞动物到出现脊索

动物，进而演化出高等脊索动物——

脊椎动物。脊椎动物中的鱼类又演化

到两栖类再到爬行类，从中分化出哺

乳类和鸟类，哺乳类中的一支进一步

发展为高等智慧生物，这就是人。人

类经历了漫长的进化演变历程，从东

非直立人进化到早期智人，一直到约

10 万年前进化到晚期智人，即今天的

现代人类。

26、为什么生命离不开空气和
水？

答：绝大部分动植物都要呼吸空

气 （但厌氧微生物等，如破伤风杆菌

在无氧条件下比在有氧环境中生长

好），为的是吸入空气中的氧气 （约

占干空气体积的21%），将有机物分解

产生二氧化碳和水，并释放能量，供

给生命活动的需要。占到空气含量

78%的氮气，经过微生物的作用进入

土壤，被植物吸收转化为蛋白质，成

为人延续生命无法离开的营养物质。

水是人类在内所有生命生物体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也是生物体生存的重要

资源，生物体是以细胞为结构和功能

的单位，细胞进行各种生命活动都离

不开水，所以说没有水就没有生命。

27、我们呼吸的氧气主要来源于
植物吗？

答：是的。

绿色植物出现以前，地球的大气

中几乎没有氧。那时，氧只是以氧化

的低能量状态存在于各种氧化物中，

无论是空气中还是水中或是岩石圈内

都没有游离氧的存在。在距今 20 亿至

30 亿年以前，绿色植物在地球上出现

并逐渐占有优势以后，通过光合作

用，使无机碳转化为有机碳、太阳能

转变为化学能，并且释放氧气，地球

的大气中才逐渐含有氧，从而使地球

上其他进行有氧呼吸的生物得以生存

和发展。又由于大气中的一部分氧转

化成臭氧，在大气之上形成臭氧层，

有效地滤去太阳辐射中对生物具有强

烈破坏作用的紫外线，从而使水生生

物开始逐渐能够在陆地上生活。经过

长期的生物进化过程，最后出现广泛

分布在自然界的各种生物。

来源：《公民科学素质应知应会200问》

地球科学篇

近日，黔西市校园足球联赛举行，

学生们奔跑在球场上，尽情展现球技。

近年来，黔西市各级各类学校积极

开展“足球进校园”活动，把足球课纳

入体育教学课程，培养学生对足球的兴

趣爱好，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罗兴祥 摄）

本报讯（记者 周礼刚） 6 月 22 日，由毕节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毕节市文化馆承办的毕节

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主题活动“戏曲文化进

校园活动”走进毕节五小。

活动中，市文化馆带来了 10 余个丰富多彩的

戏曲节目，包含京剧彩唱、豫剧表演唱、京胡演

奏等，演员们的戏曲装扮、专业唱腔赢得了台下

师生的热烈掌声。

“最喜欢第三个节目豫剧表演唱 《朝阳沟》，

因为他们的装扮很吸引人，很好看，唱得也很

好。”毕节五小五年级学生孙哲羽说，生活中很少

接触到这种表演，希望以后还能看到更多更好看

的戏曲演出。

“中国戏曲文化源远流长，通过‘戏曲文化进

校园’活动，可以让学生近距离接触和了解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感受戏曲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

增强青少年学唱、传唱戏曲的热情，争做中华传

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市文化馆业务负责人

孙嫚君说。

本报讯（彭 珊 报道） 6月 23日，七星关区青龙街道邀

请毕节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毕节市文化馆到辖区邻里小学，

开展“喜迎二十大·同心护未来”戏曲文化进校园活动，培

养学生对戏曲的兴趣，推动文化传承。

活动现场，演员们为师生表演了京剧彩唱 《武家坡》 选

段和《梨花颂》、京剧清唱《钟山风雨》、京剧演唱《故乡是

北京》、豫剧《朝阳沟》等节目，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

“真的太兴奋太幸福了，今天能如此近距离感受戏曲的

魅力。”看完表演后，邻里小学五一班学生孙紫瑄说，她对

戏曲很感兴趣，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多开展一些。

本报讯 （杨 英 王 进 高 毅 报道） 近日，

纳雍县总工会联合猪场乡人民政府深入纳雍县猪

场中学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活动中，县总工会相关负责人、猪场中学校

长及猪场乡政府相关负责人分别从个人、社会、

国家三个层面阐述了毒品的危害；通过列举案

例、宣讲禁毒知识，讲述了毒品对个人、家庭、

社会的危害。

禁毒知识抢答环节，主持人抛出问题后，学

生们争先抢答。在激烈的抢答过程中，学生们不

仅掌握了禁毒知识，了解了毒品的危害，还获得

了相应的奖品。

“今天听了宣讲和同学们的知识抢答，我进一

步认识到了毒品的危害，我们一定要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猪场中学学生王立东说。

活动中，猪场中学的学生还展示了自编自演

的禁毒小品、街舞及滚山珠等文艺节目。

本报讯（记者 林丽沙） 近日，毕节市幼儿园组织大班

幼儿走进市实验小学开展幼小衔接参观体验活动。

活动当天，幼儿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校园、观看大课间

活动，走进教室感受一年级的课堂氛围。通过亲眼观察、亲

耳聆听、亲身体验，近距离了解小学学习生活与幼儿园游戏

生活的不同，感受小学生活的丰富多彩和生动有趣。

市幼儿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活动，让幼儿对小

学生活有初步的体验，减少对小学的陌生感，为孩子们顺利

进入小学奠定思想基础。

七星关区青龙街道

戏曲进校园
文化共传承

“戏曲文化进校园活动”
走进毕节五小

毕节市幼儿园开展
幼小衔接体验活动

纳雍县

禁毒宣传进校园

黔西：

校园足球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