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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十一届省委第二轮巡视
工作部署，按照省委第二巡视组开展
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要求，集团公司
党委第二巡察组于2022年10月9日
至11月 10日，对铜冠机械公司党委
开展巡察。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巡察对象
铜冠机械公司领导班子及其成

员和下一级主要负责人。
二、巡察内容
（一）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及省国资
党委、集团公司党委工作要求情况

1.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
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推进
政治建设情况；

2.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情况；

3.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内部
治理情况；

4.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情况；
（二）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

略部署情况
1.党委履行主体责任情况；
2.纪检监察机构落实监督责任情

况；
3.企业领导人员遵守纪律、廉洁

从业情况；
4. 作风建设特别是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情况。
（三）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

路线情况
1.领导班子自身建设情况；
2.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情况；
3.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
4.干部担当作为情况。
（四）贯彻落实巡视、审计等监督

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1.党委落实整改主体责任情况；
2.纪委和组织人事部门落实整改

监督责任情况；
3. 整改实效和建立长效机制情

况。
（五）根据巡察工作职责，巡察期

间主要受理反映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以及下一级主要负责人有关问题的
来信、来电、来访。对其他不属于巡
察范围的信访问题反映，按规定转交
有关部门处理。

三、反映问题的渠道
巡察期间，设立信访接待点、摆

放意见箱、开通举报电话和互联网电
子邮箱等接受来电、来信、来访。

(一)信访接待窗口: 安徽省铜陵
市义安区建设东路铜雀台金陵大酒
店一楼玉龙阁A101；

(二)巡察举报箱设置地点（共三
个点）；

1、铜冠机械公司办公主楼一楼
大厅

2、铜冠机械公司食堂门口
3、铜冠机械公司加工分厂职工

休息室门口
(三)举报电话: 0562-5827032，

19556521602（只接收短信）;
(四)电子邮箱:DEXCZ@tlys.cn;
( 五)通信地址:安徽省铜陵市

A007号邮政信箱。
受理信访截止时间为2022年 11

月 5日。其中接待来访、接听来电时
间为工作日上午 8:00-12:00，下午
14:30-17:30。

欢迎针对上述巡察内容反映问
题、提供线索。

集团公司党委第二巡察组
2022年10月9日

巡察公告

现在已进入寒露节气。这是二
十四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
气，此时天气将由凉爽向寒冷过
渡。我们该如何养生呢？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余学庆在接受人民网记者
采访时表示，寒露时节起，天气干燥，
昼夜温差较大。气候最大的特点是
燥邪当令，而燥邪最容易伤肺伤胃，
养生应注意以下几点。

宜食酸性和热饮食物
在饮食方面，宜食酸性和热饮

食物，少吃辛辣刺激、香燥和生冷
食物。由于天气干燥易出现口渴、
咽干、唇燥、皮肤干涩等秋燥病，宜
食梨、苹果、葡萄，以及银耳、莲藕、
百合等具有润肺、益胃、生津作用
的食物。

保持室内湿度
秋季气候干燥，要经常打开门

窗，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同时要注
意室内保持一定的湿度。

适时添衣 注意保暖
寒露过后，气温逐渐下降，天气

寒冷，老年人、儿童和体质较弱的
人群要注意防寒保暖，逐渐增添衣
服。但注意衣服别换得太快，最好
厚薄搭配，以保暖为主，“不穿单
衣”也是寒露养生的重要一点。

早睡早起 适量运动
寒露过后昼短夜长，自然界中

的阳气开始收敛、沉降。早睡可顺
应阳气收敛，早起可使肺气得以舒
展。 因此，养生就要做到早睡早
起。同时，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不同
的运动项目进行锻炼，如散步、爬

山等。既可调节精神，又可强身健
体。但要避免雾天进行室外活动，
秋雾会刺激人的眼睛和黏膜，容易
诱发慢性呼吸道疾病。

调畅情志
寒露时节由于气候渐冷，日照

减少，风起叶落，常使人情绪不稳，
易于伤感。因此，要保持良好的心
态，因势利导，宣泄积郁之情，培养
乐观豁达之心是养生保健不可缺少
的内容之一。

人民网

寒露节气如何养生？中医专家给出这些建议

同样是发胖，但脂肪堆积的位置
不同，对女性健康的影响也有着很大
差异。研究发现，苹果型身材的女性
更容易死于心脏病发作和脑中风。

女性在青春期由于雌激素的大
量分泌，会变得更加漂亮更有女性
味。但同时也促使体内大量脂肪囤
积在腹部、臀部和大腿。因此，女性
到了一定的岁数不注意保养就会发
胖，其后果是不但影响形体美观，而
且有害身体健康。

女性发胖，一种是上身发胖，主
要在腹部，浑身滚圆，称作“苹果型身
材”；还有一种是下身发胖，主要在臀
部，肩窄臀宽，样子像“金字塔”，也称
作“梨型身材”。虽说过于发胖都会
影响身体健康，但是相比之下，苹果
型身材危害更大。

苹果型身材的人腰腹部过胖，状
似苹果，细胳膊细腿大肚子，又称腹
部型肥胖、向心型肥胖、内脏型肥胖，
这种人脂肪主要沉积在腹部的皮下
及腹腔内。

美国斯坦福特大学生理学研究
员理查德·泰瑞研究发现，腹部发胖
和臀部发胖两者虽说储存的都是脂
肪，但是其特性是有很大差异的。她
曾把腹部脂肪细胞放在试管中观察，
发现它比别的脂肪都活跃。令人担
忧的是，腹部脂肪是分布在腹内的，它
可以把脂肪细胞不断地排进血液，而
这些带有脂肪细胞的血液就一直冲入
人体的肝脏。当人的肝脏被过多的脂
肪酸包围之后，它就加快了低脂肪蛋
白的产生，并迅速把它排除血液，而低
脂肪蛋白原本是可以进入心脏、肺和
动脉的。这种状况会促进高胆固醇、

脂肪硬化和心脏病的多发和发展。
由此，可根据腰围和臀围的比例

来测试自己是否会患上述之病。其
方法是，站着量腰围，然后用腰围除
以臀围，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腰臀比。

研究认为，女性可接受的上限是0.75
至 0.80；而男性则是0.85 至 0.90。若
超出上限，就有致病之虞。

此外，瑞典一项研究发现，苹果
型身材的女性不仅容易死于心脏病

发作和脑中风，还更容易患痴呆。研
究人员发现，腰围大于臀围的中年女
性到老年患痴呆症的几率是常人的
两倍还多。

北京青年报

女性苹果型身材对健康危害更大

心脏可以说是我们人体器官中
的一位“劳模”，这个拳头大小的强
力“泵”每时每刻都在工作，在人的
一生中可以跳动超过20亿次。运动
员的心跳速度会比普通人慢一些，于
是“心率越低表明心脏越强壮，动力
足”的说法便慢慢流传开来。那么，
真的是心率越慢越健康吗，理想的心
跳数值在什么范围之内？今天北京
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汪芳，就来跟大
家聊一聊怎样才是健康的心率，并
教大家自测脉搏的正确方法。

心律≠心率 理想的心跳数值看
这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
历：心跳突然加快或变慢，像是打
拍子漏掉一拍，或者脚底踩空了，
无法预知下一秒又会怎样，给人一
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郑阿姨在门诊上如此描述，坦
言自己很不舒服。这种感觉有时候
只是几秒钟，有时候则会持续更久
一点。经过仔细检查，我确定这种
现象属于“心悸”，心律出现了异
常。郑阿姨也担心是心脏本身出现
了问题，我们安排了进一步的检
查，最终一一排除。大概是季节变
化，而最近家里又有烦心事，休息

不当所致。
不过郑阿姨仍“心有余悸”：“大

夫，心率异常怎么判断呢？”
在讲心率之前，特别介绍另一

个概念——“心律”，很多人将心率
与心律混为一谈。心律是指心脏跳
动的节律，包括节奏和规律两个方
面，其中的节奏即“心率”。所以当
医生说一个患者心律异常的时候，
可能是心率异常，也可能是心跳不
够整齐均匀。

而心率是指健康人在安静状态
下，每分钟心跳的次数（也叫“安静
心率”），传统认为正常心率的范围
为 60-100 次/分，目前认为 50-80
次/分更为理想。

掌握心率 先学会“自测脉搏”
不过受年龄、性别及生理因素

的影响，心率也会产生个体差异。
比如幼儿的新陈代谢速度更快，心
率会相对高一点，可以达到 120-
140 次/分。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心率值也会逐渐趋于稳定。正常情
况下，女性比男性的心率值有所偏
高。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心率也
会变慢，一般在 55-75 次/分。当
然，普通人在运动、激动、愤怒的时
候，心率自然也会加快很多。

脉搏与心率本质上也是两个不
同的概念，不能直接画等号。但
是，正常情况下脉搏的节律与心脏
搏动的次数是一致的。因此，可以
通过检查脉搏来了解自己的心率。
具体操作如下：

找定位置坐好，一侧手臂放于
舒适位置，腕部伸展，掌心向上。
另一只手将食指、中指、无名指的
指端放在桡动脉表面，压力大小以
能清楚地触及脉搏为宜。一般情况
下测 30 秒，将所测脉搏数值乘以
2，即为脉率。若自测脉搏不整齐，
就要测量 1 分钟。平静状态下，脉
搏超过 100 次/分，叫心动过速；脉
搏低于 60次/分，属于心动过缓。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特殊的情
况下脉搏与心率并不对等。比如房
颤患者，自测脉搏 100 次/分，但是
实际心率已经高达 130 次/分；再比
如早搏患者，自测脉搏的时候往往
很难识别，会让患者误以为自己的
心率是正常的。

拥有“强大心脏”你需要改善
生活习惯

心率过快或过慢都属“异常”，
应引起注意，可能与某些疾病相
关。比如心室肥大、甲亢等可引起

心率过快，房室传导阻滞、脑梗死
和甲状腺功能紊乱等可引起心率过
慢。

如果是因为确切的疾病导致心
率异常，在明确诊断的前提下，遵
医嘱服药，使心率恢复正常，保护
我们的心脏。

另一种情况，比如我们的专业
运动员因为训练有素，心脏功能强
劲、效率高，用更少的心脏跳动次
数就可以满足泵血的需要，因此他
们的心率大都是偏慢的（平常可能
低于 50 次/分）——这是一件好事
情！

因此，我总是鼓励大家参加适
度的体育锻炼，让我们的心脏更健
康。比如每周活动 3次，每次 30-60
分钟。适宜的运动心率现在大家都
用“170-年龄”，不过这个标准并不
适合所有的人，最好依据心肺耐力
检测的有氧心率而定。

同 时 ，积 极 改 正 不 良 生 活 方
式。比如，戒烟限酒，少熬夜，保持
适当的体重；心态平和，情绪稳定，
遇事别激动。必要时可通过听音
乐、冥想等方式帮助自己恢复平
静。这些都可以促进心率健康。

北京青年报

心率是越低越好吗？过高过低都算异常

很多人感受到，每当自己长肉发胖
时，最显著的部位就是腹部膨胀。还有一
部分人，明明四肢纤瘦，唯独肚子上的脂
肪堆积过多。那么，为什么脂肪这么容易
在肚子上堆积呢？

重庆军美医疗美容医院整形外科主
任黄华表示，因为腹部与人类站立时的重
心位置接近，在这里囤积“备用能量”不会
影响人类坐、站、走、跑、跳时的重心变化，
所以腰腹部脂肪堆积速率一般比四肢
快。即使是四肢脂肪堆积，也是大臂内
侧、大腿内侧和臀部这些离人体重心更近
的位置沉积脂肪。

一点点腹部脂肪实际上对身体有
好处的，它可以保护你的胃、肠和其他
脆弱的器官，但是过多的脂肪是不健
康的。腹部深处的多余脂肪细胞（也
称内脏脂肪）会产生脂肪激素和脂肪
因子，它们会在你的血管和器官中堆
积从而产生内脏脂肪，让腹部膨胀的
同时危害身体健康。

而那些一直使人感到烦恼的赘肉，除
了内在的因素，还和日常的一些不良习惯
有关，比如：

不吃早餐
首先不建议以节食的方式进行减肥，

如果实在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也不应该忽
略正餐，特别是每天的第一段饭。早餐能
够促进新陈代谢，平衡血糖浓度，并且为
早餐到午餐这段时间提供身体必须的能
量。应确保早餐是含有高蛋白和高纤维
的食物，这样才能让你感到饱足。

没有少食多餐的习惯
一日三餐在许多年前就是饮食标准，

但这带来的问题就是，你会一直挨饿到正
餐时间，而用餐时就会吃得比平时多。最
佳的饮食是每日三餐加上1-2次健康零
食。将卡路里分几次摄入，每3个小时左
右吃一些零食，可以保持血糖，控制胰岛
素的释放，这样才能防止身体将更多的能
量以脂肪的形势贮存起来。

过度饮酒
少量或者不饮酒有利于健康，同时也

有利于腰腹曲线的塑造。饮酒会额外的
摄入几百卡路里的热量，因此，如果求美
者正在减肥，停止饮酒1个月左右，往往
会有意外的收获。

喜欢久坐不动
久坐导致过多的脂肪堆积在腹部，很

多人本身是四肢显得瘦，但是却有个小肚
子，也是因为久坐的原因。长时间的坐着
会影响到肠胃的蠕动，降低了食物的消化
和吸收的能力。

爱吃生冷食物
喜欢吃冷的东西，特别是夏天，很多

人喜欢喝冷饮和吃冰的东西，一般都是含
糖分比较高的，会导致身体摄入过多的热
量和糖分。再者，冷的食物会降低你的身
体新陈代谢的能力，让你消耗热量的能力
下降，从而导致更多的热量堆积在体内。

想要摆脱腹部赘肉问题，可以先从改
变日常的生活习惯开始，每天准时吃早
餐，多运动，多喝水，或者采取一些医疗手
法进行减脂。 人民网

为什么脂肪容易堆积在肚子上

（上接第一版）同时，冬瓜山铜矿大
型金属矿床三步骤连续开采技术成功
入选《矿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先进适
用技术目录（2022版）》，充分利用应力
缓释与动态平衡原理，改善盘区采场回
采的安全条件，控制区域地压，成功实
现多盘区同时回采。该技术具有回采
工艺简单、效率高、产量大、资源回收率
高等特点，有着较好的推广前景。

“过去，矿里上班的工人都戏称自
己是‘灰老鼠’。”冬瓜山铜矿采矿工区
区长苏青回忆道，“以前矿工需要在矿
井中手动打钻，用简陋的电耙收集矿石
块，工作环境粉尘多、污泥多，整个人都
沾满了灰黑色的灰尘和泥浆。现在整
个工作环境干净舒适多了，可以说发生
了天翻地覆地变化。”

无人驾驶、井下水泵无人值守……
十年来，这些曾经的设想，正在冬瓜山
铜矿成为现实。未来，矿山将朝着“智

慧矿山”的目标努力奋进。
履行责任构和谐

一直以来，冬瓜山铜矿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宗
旨，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准
则，切实履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为构
建和谐社会积极贡献力量。

在冬瓜山铜矿定点帮扶枞阳县钱
铺镇虎栈村，村民们在专业人员的指导
下，满怀希望种下一颗颗无花果幼苗。
该矿携手虎栈村立足无花果产业项目，
充分挖掘该村优质的自然资源、独特的
乡村文化大力开展乡村旅游，打造集生
态农业、民宿康养、休闲旅游为一体的
现代化田园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

从2016年开始，冬瓜山铜矿定点
帮扶虎栈村。秉着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的原则，该矿在虎栈村大力开展民生保
障工作，先后完成公路修建、光伏发电
项目、自来水改造工程、桥面整修等工

作，建立微型教学课堂，成立虎栈农贸
合作社。

枞阳县义津镇先让村为冬瓜山铜
矿结对帮扶村，该村留守居民多为老
人、儿童，一度被省委组织部定性为省
级后进重点村，驻村前无集体收入。

在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该矿党委
秉承“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工作
思路，激发村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
2021年6月矿山派遣一名科级干部赴
该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
帮助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完善乡村治
理，积极落实干部包户工作，采取“1帮
1”结对帮扶模式。

同时，帮助村谋划实施了昂丁鱼养
殖和莓茶种植两个农村产业项目，
2021年至今，该矿先后帮扶该村消费
农产品资金达147万元。此外帮助成
立了先让村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和枞
阳先让岛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搭建村

集体经济与市场经济融合发展的平
台，让留守的年老体弱人员就近得到
就业机会，增加了收入。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已带动就业约1600人次，工
资性收入近20万元，让村民得到了更
多的实惠。

“企业助农，科技兴农不仅让百姓
的腰包鼓了，还为地方农业发展提供了
有力保障。农民增产增收，企业发展共
赢，将成为乡村振兴路上一道最美的风
景！”毛荐新欣慰地说。

十年快速发展，十年沧桑巨变。站
在新的历史关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踏着喜迎党的二十大的激越鼓点，冬瓜
山铜矿正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奋斗
的姿态点“绿”成金，以“建设绿色矿山、
打造百年企业”为主题，将奋楫扬帆再
出发，锚定目标破浪前行，驶向更加壮
阔的远方。

汤 菁 朱 敏

冬瓜山铜矿：看一座矿山的“涅槃新生”

根据十一届省委第二轮巡视工作
总体部署，结合企业实际，在省委第二
巡视组领导和指导下，经集团公司党委
研究决定，成立专项巡察组，于2022年
10月8日至11月10日对集团公司招
投标、商务贸易领域开展两级联动专项
巡视巡察，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巡察对象
对集团公司涉及招投标、商务贸易

业务的主管监管部门、下级分子公司实
现专项巡视巡察全覆盖。

二、巡察监督重点
坚守政治巡视巡察定位，对照被巡

察单位的职能责任，紧盯主责主业，紧
盯全面从严治党主要矛盾，紧盯“一把
手”和关键少数，紧盯职工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确保集团公司稳健经营
和发展，重点聚焦以下方面：

（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及合规合法经营系
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中央、省
委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企业依
法经营、合规管理等重大决策部署情
况；

（二）招投标、商务贸易业务主管监
管部门履行管理职责、落实监管责任情
况；

（三）招投标、商务贸易业务部门执
行相关规章制度的情况；

（四）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
货物运输、产品购销等环节的廉洁风险
和作风情况；

（五）各类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的整
改落实情况。

三、反映问题的渠道
专项巡察组设立专门互联网电子

邮箱接受信访举报，其它信访工作依托
省委第二巡视组开展。

(一)信访接待窗口:安徽省铜陵市
义安区建设东路铜雀台金陵大酒店一
楼玉龙阁A101。

(二)邮政信箱：安徽省铜陵市
A007号邮政信箱。

(三)巡察意见箱:安徽省铜陵市义
安区建设东路铜雀台金陵大酒店大门
东侧、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长江西路铜
陵有色集团信访办南侧、安徽省铜陵市
铜官区长江西路铜陵有色机关大院工
会楼东侧。

(四)电子邮箱:DSXCZ1@tlys.cn
（招投标领域）、DSXCZ2@tlys.cn（商
务贸易领域）;

(五)举报电话：0562-5827032；
19556521602（只接收短信）。

专项巡察组受理信访时间2022年
11月5日截止，其中接待来访和接听来
电时间为工作日上午08:00-12:00，
下午14:30-17:30。

根据工作安排，专项巡察组主要受
理反映被巡察对象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来信来电来访，重
点是在招投标和商贸业务领域违反“六
项纪律”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对其他与
专项巡察工作无直接关系的个人诉求、
涉法涉诉等信访问题，按相关规定转交
处理。

集团公司党委专项巡察组
2022年10月8日

集团公司党委专项巡察组巡察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