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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春分后，全国各地气温普遍
升高，近日惠州每天的最高气温更是
接近 30℃。惠州街头上，已有不少市
民穿起了清爽的夏装，也有很多人的
“换季” 行为被长辈制止了，理由是
“春捂秋冻”。

那么，“春捂秋冻”到底有没有科
学依据？春季养生应该注意什么？为
此，记者采访了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主任中医师、养生药膳志愿服务工作
室负责人陈文滨。

一、春天要防寒更要防流感
“春捂秋冻，不生杂病”，很多人

把这句话理解为春天要多穿而秋天要
少穿，认为这样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
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然而，陈文滨却
告诉记者，这是一种错误的养生方法，
“是对‘春捂秋冻’的误读”。

原来，“春捂秋冻”是指在天气变

暖时不要急于换掉棉衣，天气变冷时
也不要突然穿得过多。“春天是流感
多发季节，很多人看天气变暖，一下子
穿太少，就很容易感冒。”陈文滨强
调，人们应随着气温的升高逐渐减少
衣物，特殊群体包括老人、小孩、孕妇
和病患更要注意保暖，但这并不意味
着不顾气温的变化，一味穿着厚重的
衣服，“还要注意穿衣要宽松”。

除了穿衣指南，陈文滨还点出一
条春季养生秘诀———多梳头、少戴帽，
“春天是万物生发的季节，头部少捂
有利于阳气上升，多梳头有利于梳理
阳气，利于阳气升发”。

陈文滨告诉记者，春天是养肝的
好时节，“春天在五行中属木，主升
发，中医认为，春天是肝脾之时，要避
免肝气郁结。”他表示，人们在春天容
易感到烦躁，情绪起伏大，养生中应注

意精神调理，保持心胸开阔、心情愉
悦，可以使肝气顺畅、气血调畅。

那么，春天应该服用什么药膳？陈
文滨建议可以多喝灵芝茶，“灵芝具
有护肝养肝、扶正固本的作用，喝点灵
芝茶也是不错的选择。”

二、足浴疗法可缓解“春困”
到了春天，很多人常常 “犯春

困”，可是一到晚上却又彻夜失眠，陈
文滨告诉记者，最近他接诊了不少患
者，均是咨询失眠的调理方法。

“春天水分充足，温度适宜，湿气
容易在人体内淤积，”陈文滨说，这正
是人们容易在春天感到身体疲乏的原
因，同时，温暖潮湿的天气也很容易引
发传染病，比如儿童的手足口病正是
在春天高发的。

“春季养生的关键在于防湿祛
湿，除了内服中药，还可以适当结合足

浴疗法，能够更好地帮助提高睡眠质
量，” 陈文滨提供了外用和内服的两种
中药处方。其中，外用的泡脚药方为：艾
叶 10g、生姜 30g、丹参 30g、夜交藤
30g、茯苓 20g；而用于内服的茶饮药方
则为茯苓 5g、苡米 20g、扁豆 15g、木棉
花 5g。

从事临床一线工作20多年，陈文滨
碰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我的体质要用什么
药材，该煲什么汤调理？”然而，这些咨询
也给他带来困惑，“不少美味可口的汤其
实是药食两用的中药材汤，大多数人对药
膳不懂得吃、不会吃，适得其反。”

陈文滨说，很多人并不了解喝汤起
到什么作用，是否合适自己的体质，生病
后如何利用药膳来调养。为此，他坚持用
最时尚、最简单的药膳方式发挥最传统
的草本功效，并从此走上普及中医药知
识和中医药膳食疗的路。 南方日报

养生专家：人们误读了“春捂秋冻”

早春时节，随着时间的推移，气温
慢慢回升，春光明媚，是适合运动的好
时光。不过由于气温不稳定，若运动或
者增减衣服不当就容易生病，实践证
明：春天锻炼不当，会适得其反。因此，
专家建议老人锻炼时一定要注意“春
捂”。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
任医师楼慧玲说，老年人在春季常到
户外活动，能尽情地呼吸新鲜空气，荡
涤体内污气，增强心、肺功能，舒适地
沐浴和煦阳光，皮肤可充分吸收补充
维生素 D3，增加钙的吸收，增强骨骼
健康；杀死皮肤上的细菌、病毒，增强
机体的免疫力。不过，老年人在春天锻
炼身体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不宜早。初春，晨间气温低、雾
气重。过早出户，人体骤然受冷容易患
伤风感冒或哮喘病、慢性支气管炎急
性发作，寒冷刺激还易诱发心脑疾病
急性发作。所以，老年人应在太阳初升
后外出锻炼为宜，最好不要早晨五六
点就去做运动。

2、不宜空。老年人新陈代谢慢，早

晨血流相对缓慢，体温偏低。楼慧玲建
议，在晨练前应喝些热饮料，如牛奶、
蛋汤、咖啡、麦片等，以补充水分、增加
热量，加速血液循环。糖尿病患者尤其
需注意不能空腹做运动。

3、不宜露。早晨户外活动，要选择
避风向阳、温暖安静、空气新鲜的旷
野、公园或草坪等，不要顶风跑，更不
宜脱衣露体锻炼。

4、不宜激。老年人体力弱，适应性
差，运动量一定要量力而行，循序渐
进，微微出汗即可。那种大汗淋漓的激
烈运动容易诱发心、肺疾病，对老年人
不适合。

5、不宜急。因为老年人晨起后肌
肉松弛，关节韧带僵硬，四肢功能不协
调，所以专家建议在锻炼前应轻柔地
活动躯体、扭动腰肢、活动关节，事先
做 5-10 分钟的热身活动，比如弯弯
腰、拉拉胳膊，让各个关节充分活动
后，再开始运动，以防止因骤然锻炼而
诱发意外事故。老年人一定要根据自
己的体力、自我生活能力和疾病状态
选择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从中医理论讲，“春捂”既是顺应
阳气生发的养生需要，也是预防疾病
的自我保健良方。“春捂”如何做：

1、把握气温：15℃是“春捂”的
临界温度。研究表明，对多数老年人或
体弱多病而需要 “春捂” 的人来说，
15℃可以视为捂与不捂的临界温度。

2、注意温差：日夜温差大于 8℃
是捂的信号。春天的气温变化无常，前

一天还是春风和煦，春暖花开，刹那间则
可能寒流涌动，日夜温差大于 8℃时是
捂的信号。

3、持续时间：1-2 周恰到好处。捂
着的衣衫，随着气温回升总要减下来。
气温回升后，得再捂 7 天左右，体弱者
或高龄老人得捂 14 天以上，身体才能
适应。

羊城晚报

老年人早春锻炼五不宜

中国用特定汉字表示高寿的说
法，由来已久、源远流长。最典型的当
属“米”“茶”二字。“米”字上下皆
“八”，中间为十，连起来就是八十
八；“茶”字上可看成二“十”相连，
下能拆作八十有八，相加正好一百零
八。于是，便有了“米”寿八十八 、
“茶” 寿一百零八之雅称。

中科院院士，我国著名教育家、
社会活动家、农村经济学创始人陈翰
笙，生于 1897 年 2 月 5 日，卒于
2004 年 3 月 13日，享年 108岁。横
跨三世纪，历经大变革，取得高寿的
同时，他也将“茶”寿进行到底。奇迹
背后，不禁要追问一句，陈翰笙在养
生方面，究竟有怎样的独特之道呢？
下面，我们就不妨和大家一道，来做
一详细地探讨。

饮食重清淡。起居有规律 日常饮
食上，陈翰笙最大的特点，便是重清淡。
如他所说，就是坚持每天“三个一”，即
早一个鸡蛋，晚一杯牛奶，中间来个大
苹果。由此可见，陈翰笙一日三餐虽然
以素为主，但同时却又注意多种营养的
摄取和搭配。正是因为有了科学的饮食
习惯，才让陈老吃得好，睡得香。每天晚
上，不迟不早，定时休息，而且一躺下即
能进入梦乡。高质量的睡眠换来的则是
第二天清醒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为一
天的忙碌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锻炼常坚持。思考永不停 陈翰笙
一生坚持“工作之外要多运动”的养生
观。陈翰笙热衷走步也是出了名的嗜
好。他每天早起第一件事便是到风景
优美的河边或公园走步。数十年如一
日，风雨无阻、从未间断。有一次，陈翰

笙不小心崴了脚。就在养伤的那几天
里，尽管连门都出不了，但他依然扶着
家中的墙壁桌椅，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其持之以恒的毅力，从中可见一斑。陈
翰笙曾经说过不仅身体需要经常锻炼，
而且头脑也不例外。说陈翰笙的一生是
思索的一生，丝毫也不过分。即使在百
岁高龄时，他依然喜欢动脑，常备纸笔，
以随时记录下所思所想。

个性显幽默。胸怀多坦荡 陈翰笙
的一生虽然博学多才、建树颇丰，但又
平易近人、风趣诙谐。有客来访，走时，
他非要把客人送到院外的马路边，亲眼
看着其走远才肯返回。冬天北风凛冽、
寒气逼人，家人劝他戴个帽子。陈翰笙
笑着说：“我从来不喜欢戴帽子，文革
时‘四人帮’要给我戴那么多顶帽子都
没有戴上，现在我更不用戴帽子了。”

谈及生死，他更显坦然地戏称道：“我
活到现在，每天都这么开心，怕是连阎
王爷都已经忘记我了！”

心境在豁达。生活贵多彩 豁达之
心是长寿之本。对此，陈翰笙曾有过一
段表述：“我视富贵如浮云，一向淡泊
明志，从不为名位利禄所烦恼。”就算
在当年视力骤降的险要关头，他仍不以
为然地戏说：“我像一部汽车，发动机
是好的，虽然两个车灯不亮了，只要是
熟门熟路，我这部汽车还是能走的。”
“精神空虚催人老，陶冶情操寿自高”
是陈翰笙自撰的一副养生联。他如此
说，也这么做。在紧张的学术研究和日
常工作之余，他依然坚持培养自己读
书、养花、听音乐等方面的闲情雅趣，从
而让生活充满五彩斑斓，精彩纷呈。

中国中医药报

陈翰笙：将“茶”寿进行到底

暖洋洋的新春佳节后，一股突如
其来的冷空气，让人感到有些猝不及
防，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
科副主任医师张红灵提醒广大心脑
血管患者，季节交替，血压容易发生
波动，容易引起血管痉挛，心脑血管
疾病进入高发阶段，注意预防。

一、心脑血管遭遇“倒春寒”
“心脑血管疾病是老年人常见

病，冬季是其高发季节，很多中老年
人在冬季都十分注意养护心脑，但是
春天气温回升后，很多中老年人就会
放松对心脑血管疾病的警惕。”张红
灵说。殊不知，早春的“倒春寒”会使
人体交感神经兴奋，全身毛细血管收
缩，冷热交替，血管就会收缩膨胀，心
脑血管负荷加重，血压升高，遭遇心
脑的“倒春寒”，如果自身心脑功能
脆弱，就很难适应气温骤升骤降的变
化，发生心脑血管的意外。

“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前，往往有
信号。”以脑血管意外为例，张红灵
指出，脑血管疾病发病前往往会出现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表现为一过
性的偏瘫，一过性的失语，一过性的
运动障碍等。但这些症状往往在一个
小时之内得到缓解，容易被忽视。所
以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需要早期干
预，加强重视，临床常用含有红花、冰
片、维生素 E 和 B6 成分的五福心脑
清，其中的维生素 E、B6 对血管内膜
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可以防治
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阻挡诱发心脑

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二、心脑“倒春寒”潜藏生活中

很多中老年人会选择在春天进行晨练，
但是在早晨暴露于嘈杂交通噪音环境
中锻炼，会增加患中风的危险。“对老
年人而言，噪音起点为 60 分贝，之后
每增加 10 分贝，老年人中风危险就会
增加 27%。”张红灵说，加之“倒春
寒”，早晨一般气温低、雾气重，易使血
管收缩过度，导致血压升高。对本身患
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非常不利，噪音和
污染随时会成为生活中袭击心脑血管
的杀手。所以锻炼时间最好是早上九
点或下午四点左右。运动过程中遇到
身体不适，应该立即停止运动。不要过
度疲劳和熬夜，尽量做到劳逸结合。

三、心脑“倒春寒”吃穿巧应对
“倒春寒，最需要重视的就是保

暖，尤其是年老体弱者和免疫力低下的
人要‘春捂’，以适应‘倒春寒’的气候
特点。”张红灵说，不宜过早脱去冬衣，
特别注意手、脸的保暖，尤其是口与鼻
部的保暖；饮食方面，节制烟、酒，低盐
饮食，多吃些大蒜、洋葱、芹菜等味道
“冲”的食物，可以侧重菌类食物黑木
耳、香菇等。这些菌类食物含有比较多
的膳食纤维，有利于降低血液黏稠度。
此外提倡早期使用维生素 E，在细胞没
有发生病变之前，提前使用维生素 E
进行干预，可以起到避免危险因素破坏
心脑血管的作用。含有维生素 E 的食
物，如坚果、花生、芝麻等，药物有五福
心脑清，都能阻止自由基对血管壁的损
害，从而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四、心脑血管疾病食疗方：
莲藕木耳汤。取莲藕去皮切片，黑

木耳数枚，冬瓜适量用水煮熟，连汤食
之。莲藕有降脂作用；黑木耳可软化血
管;冬瓜利尿降压。其用量可随个人食
量而定。

此方可用于高血压、高血脂病人。
分心木莲子心茶。取茶叶、分心木

各 10 克，莲子心 5 克，此为 1 日量，沸
水冲之当茶饮。分心木有理气止痛作
用；莲子心味苦性寒，是清心降压之良
品;茶叶提神醒脑，化痰消食。三味合
用，具有降压、凉血、止痛之效。适用于
高血压、高血脂引起的头痛、眩晕、郁胀
等。

人参三七蛋羹。取红参粉 2 克，三
七粉 1 克，鸡蛋 2 个。鸡蛋打碎，加入
药粉，加入适量盐、味精，添水搅匀，放
锅内蒸成蛋羹状，每日食用 1次。红参
强心补气，三七活血止痛，两味合用，一
补一泻，加之鸡蛋的补养作用，特别适
用于素体脾胃虚弱又患有心脏病的患
者。

丹参枣。取丹参 30 克，红枣 15
枚，生姜片 10 克。将丹参与红枣、生姜
同煎，待枣半熟时，用牙签将枣扎几个
孔。枣煮熟后取出，去皮食之。以上为
1 日量。此方适用于冠心病兼脾胃虚
弱的患者。丹参为养血活血要药，是治
疗冠心病的主要药物之一; 红枣补益
脾胃之气，有“天然维生素丸”之称；
生姜具有驱寒健胃功效，与大枣配伍，
养气血，预防感冒。食丹参枣，可缓解
冠心病、心绞痛的发作，并可健胃，增
进食欲。 山西晚报

初春 如何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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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9 日至 4 月 20 日对铜
冠投资公司党委进行巡察。

巡察对象和范围是铜冠投资公司党
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同时，了解掌握铜
冠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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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任务是对铜冠投资公司党委贯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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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562-5861335,13705628416（值班时间
为工作日上午8：00-11：30，下午2：3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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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铜冠投资公司办公楼一楼楼梯处、
金神公司大门公告栏处、神虹公司门卫侧
边处设置举报信箱 （有效期为 2018 年 4
月 9 日至 4 月 20 日），信访举报接待地点
设在铜冠投资公司办公楼六楼会议室，接
访时间（4 月 12 日下午 2：30-4：30，4 月
19日下午 2：30-4：30。）

根据巡察工作职责，巡察组主要受理
反映铜冠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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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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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巡察组于
2018 年 4 月 9 日至 4 月 20 日对安徽铜
冠铜箔有限公司党委进行巡察。

巡察对象和范围是安徽铜冠铜箔有限
公司党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同时，了解掌
握安徽铜冠铜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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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是对安徽铜冠铜箔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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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566-3206836 （值班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8：00-12：00，下午 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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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公楼一楼、铜箔三、四工场门

口设置举报信箱（有效期为2018年4月9
日至4月20日），信访举报接待地点设在一
楼，接访时间（4月12日下午13：00-16：
00，4月19日下午13：00-16：00。）

根据巡察工作职责，巡察组主要受理
反映安徽铜冠铜箔有限公司党委领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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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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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9 日至 4 月 20 日对铜冠房
地产公司党委进行巡察。

巡察对象和范围是铜冠房地产公司党
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同时，了解掌握铜冠房
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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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铜冠房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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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965223857，0562-58618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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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巡察组（邮编：244000）

设立电子举报邮箱：jw-jb@tlys.cn
同时，在商务大厦一楼、置业公司一

楼、铜冠地产一楼设置举报信箱（有效期
为 2018 年 4 月 9 日至 4 月 20 日），信
访举报接待地点设在铜冠地产一楼，接访
时间（4 月 11 日下午 2：30-5：00，4 月
18日下午 2：30-5：00。）

根据巡察工作职责，巡察组主要受理
反映铜冠房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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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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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9 日至 4 月 20 日对金冠铜
业分公司党委进行巡察。

巡察对象和范围是金冠铜业分公司党
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同时，了解掌握金冠
铜业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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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是对金冠铜业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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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62-2308985 （值班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3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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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巡察组（邮编：244000）
设立电子举报邮箱：jw-jb@tlys.cn
同时，金冠铜业公司办公楼大厅西侧

处、奥炉厂区综合楼 1楼宣传栏对面、新
技术公司办公楼考勤处设置举报信箱
（有效期为 2018 年 4 月 9 日至 4 月 20
日），信访举报接待地点设在金冠铜业公
司办公楼 3 楼 303 信访接待室，接访时
间（4 月 12 日上午 8：30-11：30，4 月
19 日上午 8：30-11：30）。

据巡察工作职责，巡察组主要受理反
映金冠铜业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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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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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0日至 4月 23 日对安
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进行巡察。
巡察对象和范围是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党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同时，了解掌
握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下一级党
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管
理人员问题线索。主要任务是对安徽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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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62-266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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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工学院实训楼入口、第三食

堂东入口处、教学楼面向矿业之恋雕塑入口
处设置举报信箱 （有效期为 2018 年 4 月
10 日至 4月 23 日），信访举报接待地点设
在安工学院第一行政楼一楼 （原培训部办
公室），接访时间 （4 月 12 日上午 8：
30-11：30， 4 月 19 日上午 8：30-11：
30。）

根据巡察工作职责，巡察组主要受理反
映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领导班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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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0日

巡察公告

百 姓 生 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