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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姓 生 活

春天，人体“冬眠”的皮肤细胞渐渐活跃，
毛孔张开，这时冷风袭来，就会通过毛孔侵入人
体,不“捂”着点儿容易发生感冒、气管炎等呼
吸道疾病。“捂”是必要的，但也不能盲目，要遵
循以下几点原则：

1、“捂”对时间。春天的气温时高时低，温
差较大，有时艳阳高照，有时又春寒料峭，身
体很容易在一冷一热的气温变化中，因不适
应而受寒，导致感冒、气管炎、关节炎等疾病
发生。

一般情况下，当白昼气温超过 15 摄氏度
且比较稳定时，穿得稍单薄些就不至于感冒或
染病了。民间所谓“二月休把棉衣撇，三月还有
梨花雪”“吃了端午粽，才把棉衣送”，说的皆
是这个道理。

2、“捂”对温度。是否春捂，必须根据天气

而定。一般来说，春季昼夜温差较大，早晚
较冷时，可适当“捂”一会儿。中午气温在
10 摄氏度以上时可适当减衣；出现“倒春
寒”时，要恪守“春捂”之道；“暖春”到
来，即连续几天日最高气温都在 20 摄氏度
以上时，就不能“捂”了。如果两种极端天
气交错出现，穿衣、脱衣就该勤一点。俗话
说“急脱急着，胜似服药”，可谓春季穿衣
的经验之谈。

3、“捂”要有度。“捂”的程度应以自身
感觉温暖，又不出汗为宜。春季，蓄积于体内
的阳气外发，若内藏阳气过多，就会化成热邪
外攻，诱发鼻腔、牙龈、呼吸道、皮肤等部位出
血，以及头晕目眩等症状，所以“春捂”务必
有度。

4、“捂”对重点。捂背。背为督脉之海，也

是阳脉之海，是一身阳气汇集的地方，背部保暖
可预防疾病，减少感冒几率；后背如果受寒，容易
阳气不足，有碍升发。

捂腹。腹部是阴经积聚的地方，腹部温度太
低会导致胃肠道疾病、妇科疾病、男性生殖系统
疾病出现。腹部保暖是保护胃、脾、肠，预防消化
不良和拉肚子。

捂脚。春天防寒照顾好头颈和双脚，可以避
免感冒、气管炎、关节炎等疾病发生。寒多自下而
起，传统养生主张春时衣着宜“下厚上薄”，因为
人体下身的血液循环要比上部差，容易遭到风寒
侵袭。遗憾的是，现在很多青年，特别是年轻的女
性，穿鞋露脚踝，过早穿上短裙、破洞牛仔裤、换
上小船鞋，甚至露出小蛮腰，都会使患关节炎或
多种妇科疾病的概率大大增加。

生命时报

春捂遵守四个要点

人体从 20 岁开始，血液垃圾便开始在血
管中沉淀，久而久之，血管变得又脆又硬。一些
脱落的斑块形成血栓，像不定时炸弹一样飘荡
在血管中，给健康埋下隐患。

北京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汪芳为大家
送来血管的保养秘笈，教大家认清什么样的血
管是好血管，如何养护好血管。

血管不好 从头伤到脚
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机器，血液就相当于

“燃油”，而血管就是输送管道。在心脏“发电
机”一切正常的前提下，只有管道通畅顺滑，能
量才会源源不断地供给，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
试想哪一天血管出现了堵塞或者伸展不灵活，
那么血液里的营养物质就不能顺畅到位，有害

物质也不能快速排泄，久而久之，人就病了。
血管在人体里交织成一个庞大的网络，

有粗有细，分工明确，我们称之为循环系统。
健康的血管有“韧、滑、顺”三大特点。“韧”
意味着弹性好、柔韧性好，就像橡皮筋一样，
拉长之后也能够迅速复原。高血压和高血脂
能够对血管弹性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有效监
测血压和血脂，并调理其处于正常状态，才能
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血管的韧性。“滑”旨在
说明血管内壁光滑，血液流动时 “一马平
川”，没有丝毫的阻滞。而像冠心病患者，其
血管内壁上多积聚一些细小的斑块。这些斑
块就像大马路上那些凸起的小石块，每当车
辆或人经过时，总会引起颠簸。“顺”强调的

是血管的通畅。只要血管韧且滑，那么顺也就
“顺其自然”了。血管顺畅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只有顺畅了，血管才能够加快新陈代谢，保持足
够的运输活力。

血管健康，健康才有保证，血管健康，长寿才
有可能。健康的血管系统工作能力、应变能力都
很强大，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及高血压、高血
脂、糖尿病、吸烟等危险因素的不断刺激，也不可
避免地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血管的弹性下
降、变脆，血管内壁黏附各种“斑块”而变得越来
越崎岖等。不要小看血管的这些变化，其实它是
很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导火索，也可能让原有疾
病雪上加霜。

健康报网

要想人不老 血管保护好

如今正值春暖花开，下周将迎来春分时节。
春分是一年四季中阴阳平衡、昼夜均等、寒温各
半的时期，饮食养生宜养阴润燥。汤水、糖水、小
吃都能成为春分时节清润滋补的“神助攻”。

1、汤水：鲍鱼炖瘦肉清洌回甜。一般日常汤
水很少用到海产品。在春分时节，不适宜饮用过
于肥腻的汤水，滋阴补肾、清热润燥的鲍鱼炖瘦
肉汤适合你在家 DIY。

“最好选用新鲜的大连鲍鱼，其肉质鲜嫩
爽脆。”东莞厚街国际大酒店中餐行政总厨谭
海说，鲍鱼搭配适量瘦肉粒，可进一步提鲜，再
添加少量珧柱和金华火腿一起隔水炖。值得一
提的是，最好用保鲜膜密封炖盅口，用来锁住食
材的鲜味、防止蒸汽流入，影响炖汤的鲜味。

在炖的过程中，鲍鱼和瘦肉的精华缓缓融
入汤中，而鲍鱼与珧柱的鲜美则得到了完美融
合。此汤全然没有老火汤的混沌之感，汤质清
冽，入口鲜香回甜。

2、小吃：客家艾糍应季养生。每逢清明节

前后，客家人的餐桌上会多一道春意盎然的
小点心。圆碌碌的个头好可爱，软绵绵的质感
很讨喜，它就是客家艾糍。

近日，在广州加禾王府井酒家的餐桌上，
这道传统客家小吃也登场了。顾名思义，艾糍
是用艾草制作的。每逢春天，艾草就迎来它最
美好的季节，叶子鲜嫩无比。春雨过后，艾草
如雨后春笋般从田间地头冒出。取其最鲜嫩
部位，做出来的艾糍味道最浓郁。

厨师将艾草与蒸熟后的糯米拌在一起舂
成米膏，往米膏里塞入花生或芝麻馅，再团成
一个个草绿色的米团，放进锅里蒸熟。

此时吃艾糍，一来应季，二来对身体好，
特别适合女士，它能理气血、温经脉、逐寒湿。
在吃艾糍时，客家人喜欢泡一壶红茶，再佐以
鲜笋、山楂等小食，味道更美妙。

3、糖水：红枣炖木瓜清甜滋润。对“甜
品控”而言，糖水可“天然去雕饰”，尽情发
挥食材的优势，让食客可以品尝到不同食材

最本真的味道。一碗冰糖红枣炖木瓜，就足以让
清甜直沁心脾。

这份自带唯美范的糖水一上桌，看上去犹如
一幅运用了白描技法的山水画：一汪春水中，橘
红色的木舟荡漾于微波之上，点缀的红枣宛如配
成一对的鸳鸯。画面含蓄，让人感到暖意融融。面
对春水，李清照曾忍不住感慨 “只恐双溪舴艋
舟，载不动许多愁”。然而当你享用完这碗糖水，
可能就会觉得 “载不动许多甜” 啦———木瓜香
甜，红枣甜软，汁水满是冰糖味的清甜，了无甜腻
之感。

糖水里漂浮的半只木瓜，分量足，而且口感
分外绵软，让你忍不住一小口接着一小口地品
味。

“一般海南产的夏威夷木瓜才有这样好的
口感，以八成熟为佳。”东莞旗峰山铂尔曼酒店
中餐行政总厨司徒永健说，将木瓜清炖 1.5 个小
时，即可享用如此清甜的糖水。

广州日报

“润物”沁心脾

“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东风。”春
天气候日渐转暖，万物复苏之际，有些人则会感
到困倦、疲乏、头昏欲睡，这是什么情况呢？这就
是俗话说的“春困”。除了上述情况外，有一部
分人还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胸胁胀满、食欲低
下、懊恼烦躁、精神抑郁、心烦易怒、口苦咽干、
腹胀便溏等症状。春困是不是病呢？

“春困”不是病，是人体对春季气候的一种
适应性反应，完全属于生理现象。但我们却不
可松懈对之。中医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整
体，即“天人相应”。人要健康长寿就须顺应自
然变化规律。《黄帝内经》有云，“春三月，此
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
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
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道也。”春季
为一年之始，阳气始生，清阳上升，人若应之，
清气升而浊气降，升降和调，则神清而气爽，若
不能相应，清阳之气不能上升，则失其生发滋

养之用。再者，春天与肝相应，肝主疏泄与藏
血。春季肝旺，常会导致肝火横逆犯脾克胃，
致胃失受纳、脾失健运。后天之本脾胃受伤，
气血生成不足。时有肝火偏旺导致，肝不藏
血养血，五脏六腑失却滋养。有以上因素者
都会表现出“春困”征象。还有专家解释春
困主要是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其它动物一样，
也有“冬眠期”。在寒冷的冬季中，人体的各
个器官为了保护自己，都处于一种休眠的状
态，和其他季节相比不是那么的活跃。现在
刚刚进入春季，我们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到真
正春天时那种充满活力的状态，而到 5 月份
以后，才是身体真正复苏的时节。所以在此
之前，人们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疲乏的表
现。

改善“春困”诸症，我们提倡“起居有
常”。起卧有常，能调养神气，使人精力充
沛，生命力旺盛；起卧无常，日久必致神气

受伤，精神萎靡，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下降，容
易导致各种病症。春季阳气升发，而阳气的生
发和闭藏与睡眠密切相关，清醒时，阳气行于
表；睡眠时，阳气行于内。适当减少睡眠时间，
“夜卧早起”，有利于阳气的升发。引起春困
的主要原因并非睡眠不足，而是神经细胞不
够兴奋，睡眠过多易使人体阳气郁滞，进一步
降低大脑皮层的兴奋性。我们还提倡调摄身
心，疏肝解郁。中医认为，肝喜条达而恶抑郁，
要保持肝脏的疏泄功能正常，需顺应肝的生
理特性。肝之疏泄功能正常，则全身气机畅达
不易患病。肝主疏泄，有疏通、畅达全身气血
津液的功能。其生理特性是主升发，若升发作
用正常，则气血津液疏通和畅达。气血通畅，
清阳得升，上荣于脑，脑得其滋养，就不会
“春困”。故春季要保持心情舒畅，避免暴怒
忧郁伤肝。

人民网

春困虽不是病但需如何改善？

今年的 3 月 21 日为二十四节气中的 “春
分”，佛山市中医院针灸科主任中医师钟伟泉
指出，由于春分节气平分了昼夜、寒暑，此时的
节气特点是阴阳平衡，故养生也要顺应此特点，
保持人体的阴阳平衡状态，尤其要注重调和五
脏阴阳。“春分属仲春，此时肝气旺，肾气微，养
生要平抑肝阳、育肾养阴。由于肝气旺，易克脾
土，同时也要注意健运脾胃。”

钟伟泉指出，春季是人体阴阳交替的季节，
很多传染性疾病、流感、慢性疾病，往往在这期
间发生，所以这一时期，适度调摄精神、起居、饮
食等方面是养生保健的根本。

1、防病：孕妇防呼吸道病毒，儿童警惕过
敏。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刘怀昌提醒，对于
特殊人群———孕妇，在春季应警惕呼吸道感染。如
感冒、鼻炎、鼻窦炎、咽炎、支气管炎、甚至肺炎。

刘怀昌说，孕期感染性疾病在不同时期对
母体及胎儿的影响不同：孕早期 3 周到 8 周，
受精卵开始有丝分裂。此时的感染尤其是呼吸
道病毒导致的严重感染，如持续高烧不退等，会
干扰细胞分化过程，导致畸形。

孕中晚期的感染对胎儿的影响集中在脏器

功能的变化，严重感染会导致流产。某些病毒
感染如麻疹、水痘导致流产的几率非常高，患
系统性红斑狼疮疾病会对母体及胎儿生命都
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孕期感染发烧应尽早
选择到正规的医院就诊。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咳喘门诊主治医
生陈亮表示，随着气温上升，过敏性结膜炎、
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及各类过敏造成的
皮肤炎症患者比往常明显增多，平均一天能
接诊十多例该类患儿。“春天咳喘门诊中
30%的患者是患了与过敏有关的疾病，如过
敏性皮炎、急性荨麻疹、急性湿疹等等。”

“时下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最常见的
过敏原就是花粉。再加上今年广东春天来的
早。这样的气温和湿度，非常适合尘螨的生长
繁殖。从临床上看，约 60%—80%的儿童过
敏性哮喘都与尘螨有关。在铺床、叠被子、打
扫卫生时，尘螨极易飘散于空气中，被人体吸
入。”

2、养生：衣物增减有度。钟伟泉介绍，春
分养生要顺应春天阳气生发，万物始生的特
点，重点体现“生、升”的自然规律。在精神调

养方面，要做到心平气和，保持轻松愉快、乐观的
情绪，切忌大喜大悲、情绪波动剧烈。起居方面，
虽然春分天气日渐暖和，但日夜温差较大，而且
不时仍会有寒流侵袭，天气变化较大，雨水较多，
甚至阴雨连绵。此时，要注意添减衣被，穿衣宜下
厚上薄，注意下肢及脚部保暖，还建议多在天气
晴朗时到户外锻炼身体，增强免疫力，可逐渐开
始晨练，以散步、慢跑、打太极为宜。

3、饮食：省酸增甘，多吃时令食物。春分时节
正是调理体内阴阳平衡，协调机体功能的重要时
机。我国古代名医孙思邈说过：“春日宜省酸增
甘，以养脾气。”因此，春季饮食调养宜选辛、
甘温之品，忌酸涩。钟伟泉指出，蜂蜜是春季最
理想的滋补品。中医认为，蜂蜜味甘，入脾胃二
经，能补中益气、润肠通便，蜂蜜还含有多种矿物
质、维生素，还有清肺解毒的功能，故能增强人体
免疫力。另外，春分时节可多吃春季时令菜。中医
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说要“食岁谷”，意思就是
要吃时令食物。春天里植物生发出新鲜的嫩芽，
其中，可以食用的春芽有很多，如香椿、豆芽、蒜
苗、豆苗等。

南方日报

春分养生：多食用蜂蜜、时令蔬菜

根据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党委统一部署，铜陵
有色集团公司党委第二巡察组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至 3 月 30 日对铜冠建安公司党委进行巡
察。

巡察对象和范围是铜冠建安公司党委领导
班子及其成员。同时，了解掌握铜冠建安公司下
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管理
人员问题线索。主要任务是对铜冠建安公司党委
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党的建设，履行主体责
任、监督责任，遵守党的“六大纪律”，选人用人，
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党委、集团公司重大决策部署
以及公司管理规定制度执行等情况进行监督。

巡察期间设值班电话，专门受理职工情况反
映和违法违纪举报，电话:0562-5864155（值班
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4:
30-17:00）

不设专门邮箱，反映问题的信访件也可邮寄，
邮寄地址：铜陵市长江西路铜陵有色集团公司机
关大院纪委转党委巡察办第二巡察组 （邮编：

244000）
设立电子举报邮箱：jw-jb@tlys.cn
同时，在铜冠建安公司办公楼二楼楼梯口、

公司基地大门口、建材公司办公楼门口设置举报
信箱 （有效期为 2017 年 3 月 19 日至 3 月 30
日），信访举报接待地点设在铜冠建安公司办公
楼一楼（原武保室），接访时间：3 月 21 日下午
14:30-17:00,3 月 28 日下午 14:30-17:00）

根据巡察工作职责，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铜
冠建安公司党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
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管理人员问题
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以
及违反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
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和违纪违法方面的举报和反
映。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
定转给被巡察单位和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党委第二巡察组

2018 年 3月 19日

巡察公告

根据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党委统一部署，铜陵
有色集团公司党委第三巡察组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至 3 月 30 日对铜冠有色（池州）公司党委
进行巡察。

巡察对象和范围是铜冠有色（池州）公司党
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同时，了解掌握铜冠有色
（池州） 公司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
和重要岗位管理人员问题线索。主要任务是对铜
冠有色（池州）公司党委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党的建设，履行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遵守党的
“六大纪律”，选人用人，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党委、
集团公司重大决策部署以及公司管理规定制度执
行等情况进行监督。

巡察期间设值班电话，专门受理职工情况反
映和违法违纪举报，电话：0566-3380605,
0566-3397065 （值班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8：
30-11：30，下午 2：30-5：30）

不设专门邮箱，反映问题的信访件也可邮寄，
邮寄地址：铜陵市长江西路铜陵有色集团公司机

关大院纪委转党委巡察办第三巡察组 （邮编：
244000）

设立电子举报邮箱：jw-jb@tlys.cn
同时，在办公楼、锌澡堂、港航公司办公楼门

口设置举报信箱（有效期为2018年 3月 19日至
3月30日），信访举报接待地点设在办公楼一楼东侧
信访接待室，接访时间（3 月 21 日下午 2：30-5：
30，3月 28日下午 2：30-5：30）

根据巡察工作职责，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铜
冠池州公司党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
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管理人员问
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全面从严治党不
力，以及违反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组织纪律、群众
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和违纪违法方面的举报
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
按规定转给被巡察单位和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党委第三巡察组

2018 年 3月 19日

巡察公告

根据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党委统一部署，铜陵
有色集团公司党委第四巡察组于 2018 年 3 月
19日至 3月 30日对铜陵有色天马山黄金矿业有
限公司党委进行巡察。

巡察对象和范围是铜陵有色天马山黄金矿业
有限公司党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同时，了解掌握
铜陵有色天马山黄金矿业有限公司下一级党组织
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管理人员问题线
索。主要任务是对铜陵有色天马山黄金矿业有限公
司党委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党的建设，履行主
体责任、监督责任，遵守党的“六大纪律”，选人用
人，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党委、集团公司重大决策部
署以及公司管理规定制度执行等情况进行监督。

巡察期间设值班电话，专门受理职工情况反
映和违法违纪举报，电话：5864667（值班时间为
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2：30-5：30）

不设专门邮箱，反映问题的信访件也可邮寄，
邮寄地址：铜陵市长江西路铜陵有色集团公司机
关大院纪委转党委巡察办第四巡察组 （邮编：

244000）
设立电子举报邮箱：jw-jb@tlys.cn
同时，在公司办公楼 A楼大门左侧、选金车

间办公楼入口处、选铜车间排班室门口设置举报
信箱 （有效期为 2018 年 3 月 19 日至 3 月 30
日），信访举报接待地点设在公司办公楼 A 楼
103室，接访时间（3 月 22 日上午 8：30-11：30，
3月 29日上午 8：30-11：30）

根据巡察工作职责，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天
马山矿业公司党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
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管理人员
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全面从严治党不
力，以及违反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组织纪律、群众
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和违纪违法方面的举报
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
按规定转给被巡察单位和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党委第四巡察组

2018 年 3月 19日

巡察公告

根据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党委统一部署，铜陵
有色集团公司党委第五巡察组于 2018 年 3 月
19日至 3月 30日对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物流
有限公司党委进行巡察。

巡察对象和范围是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物
流有限公司党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同时，了解掌
握下一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物流有限公司级党
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管理人员问
题线索。主要任务是对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物
流有限公司党委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党的建
设，履行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遵守党的“六大纪
律”，选人用人，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党委、集团公
司重大决策部署以及公司管理规定制度执行等情
况进行监督。

巡察期间设值班电话，专门受理职工情况反
映和违法违纪举报，电话：5860802（值班时间为
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2：30-5：30）

不设专门邮箱，反映问题的信访件也可邮寄，邮
寄地址：铜陵市长江西路铜陵有色集团公司机关大院

纪委转党委巡察办第五巡察组（邮编：244000）
设立电子举报邮箱：jw-jb@tlys.cn
同时，在铜冠物流公司办公大楼二楼楼道、

天马山车队、金园港埠分公司门口设置举报信箱
（有效期为2018年3月19日至3月30日），信访
举报接待地点设在铜冠物流公司办公大楼四楼会议
室，接访时间（2018 月 22 日上午 8：30-11：30，
3月 29日上午 8：30-11：30）

根据巡察工作职责，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
铜冠物流公司党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
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管理人员
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全面从严治党不
力，以及违反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组织纪律、群
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和违纪违法方面的举
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
将按规定转给被巡察单位和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党委第五巡察组

2018 年 3月 19日

巡察公告

根据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党委统一部署，铜陵
有色集团公司党委第一巡察组于 2018 年 3 月
19日至 3 月 30日对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党委进
行巡察。

巡察对象和范围是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党委
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同时，了解掌握张家港联合铜
业公司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
岗位管理人员问题线索。主要任务是对张家港联
合铜业公司党委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党的建
设，履行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遵守党的“六大纪
律”，选人用人，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党委、集团公
司重大决策部署以及公司管理规定制度执行等情
况进行监督。

巡察期间设值班电话，专门受理职工情况反映
和违法违纪举报，电话：0512-58533029（值班时
间为工作日上午8：00-11：30，下午 1：00-4：30）

不设专门邮箱，反映问题的信访件也可邮寄，
邮寄地址：铜陵市长江西路铜陵有色集团公司机
关大院纪委转党委巡察办第一巡察组 （邮编：

244000）
设立电子举报邮箱：jw-jb@tlys.cn
同时，在办公楼一楼大厅、职工食堂大门、电

铜库东门设置举报信箱（有效期为 2018 年 3 月
19 日至 3 月 30 日），信访举报接待地点设在招
待所 203 会议室，接访时间（3 月 22 日下午 1：
30-4：30，3月 29日下午 1：30-4：30）

根据巡察工作职责，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张
家港联合铜业公司党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
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管理
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全面从严治
党不力，以及违反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组织纪
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和违纪违法方
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
访问题，将按规定转给被巡察单位和有关部门认
真处理。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党委第一巡察组

2018 年 3月 19日

巡察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