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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

专家提示：廉价防晒衣多数不防晒
夏季防晒可综合施策

大厂回族自治县
巡视巡察整改暨“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

整改“回头看”工作监督举报方式
为畅通举报渠道、强化群众监督，深入推进全

县巡视巡察整改暨“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整改

“回头看”工作，县巡视巡察整改暨“一问责八清

理”专项行动、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整改“回头

看”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监督举报方式，即日起受

理监督举报。

一、监督举报方式
（一）大厂回族自治县巡视巡察整改暨“一问

责八清理”专项行动、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整改

“回头看”领导小组办公室

举报电话：0316-8820191

举报邮箱：dcjwxfs@126.com

举报信箱：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安东街24号，县

巡视巡察整改暨“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基层

“微腐败”专项整治整改“回头看”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政编码：065300

（二）省委巡视和市委巡察反馈意见整改组

举报电话：0316-8362071

举报邮箱：dcxwyjs@126.com

举报信箱：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安东街 3 号一

层，省委巡视和市委巡察反馈意见整改组

邮政编码：065300

（三）县委巡察反馈意见整改组

举报电话：0316-8362397

举报邮箱：dcxwxcb1@163.com

举报信箱：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安西街 30 号，

县委巡察反馈意见整改组

邮政编码：065300

（四）“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基层“微腐

败”专项整治、“1+3”专项清理、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专项治理整改组

举报电话：0316-8820191

举报邮箱：dcjwxfs@126.com

举报信箱：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安东街 24 号，

“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基层“微腐败”专项整

治、“1+3”专项清理、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整改组

邮政编码：065300

二、各专项工作联系方式
（一）超职数配备干部、违规进人问题清理整

改“回头看”工作

牵头单位：县委组织部

举报电话：0316-8850902

举报邮箱：dczzbgbz@126.com

举报信箱：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安东街 6 号三

层，超职数配备干部、违规进人问题清理整改“回

头看”工作组

邮政编码：065300

（二）违规公费出国(境)、公款旅游问题清理整

改“回头看”工作

牵头单位：县政府外事办公室

举报电话：0316-8822114

举报邮箱：dachang2012@163.com

举报信箱：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安东街 3 号一

层，违规公费出国(境)、公款旅游问题清理整改“回

头看”工作组

邮政编码：065300

（三）乱收费乱摊派问题清理整改“回头看”工作

牵头单位：县财政局

举报电话：0316-8930240

举报邮箱：dczhzs@163.com

举报信箱：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安西街 29 号，

乱收费乱摊派问题清理整改“回头看”工作组

邮政编码：065300

（四）领导干部及其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

清理整改“回头看”工作

牵头单位：县委组织部

举报电话：0316-8850902

举报邮箱：dczzbgbz@126.com

举报信箱：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安东街 6 号三

层，领导干部及其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清理

整改“回头看”工作组

邮政编码：065300

（五）滞留、截留、套取、挪用财政专项资金问

题清理整改“回头看”工作

牵头单位：县财政局

举报电话：0316-8822254

举报邮箱：caizhengysg@126.com

举报信箱：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安西街 29 号，

滞留截留套取挪用财政专项资金问题清理整改

“回头看”工作组

邮政编码：065300

（六）县属企业违规配车、用车问题清理整改

“回头看”工作

牵头单位：县财政局

举报电话：0316-8822351

举报邮箱：dcczgzb@163.com

举报信箱：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安西街 29 号，

县属企业违规配车、用车问题清理整改“回头看”

工作组

邮政编码：065300

（七）招标投标不规范问题清理整改“回头看”

工作

牵头单位：县发改局、县行政审批局

举报电话：0316-8822202

举报邮箱：dcxmk@126.com

举报信箱：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安东街 3 号四

层，招标投标不规范问题清理整改“回头看”工作组

邮政编码：065300

（八）违规出让土地问题清理整改“回头看”工作

牵头单位：县国土局

举报电话：0316-8822824

举报邮箱：dcgtjbgs@163.com

举报信箱：大厂回族自治县荣昌北路203号，

违规出让土地问题清理整改“回头看”工作组

邮政编码：065300

（九）违反规划调整容积率问题清理整改“回

头看”工作

牵头单位：县规划局

举报电话：0316-8822321

举报邮箱：dcghj@126.com

举报信箱：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安西街108号，

违反规划调整容积率问题清理整改“回头看”工作

组

邮政编码：065300

（十）脱贫攻坚政策不落实问题清理整改“回

头看”工作

牵头单位：县扶贫办

举报电话：0316-8822871

举报邮箱：dcfptpbgs@126.com

举报信箱：大厂回族自治县永安路121号，脱

贫攻坚政策不落实问题清理整改“回头看”工作组

邮政编码：065300

（十一）“放管服”改革不到位问题清理整改

“回头看”工作

牵头单位：县政府办、县编办、县工商局

举报电话：0316-8822114

举报邮箱：dachang2012@163.com

举报信箱：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安东街 3 号一

层，“放管服”改革不到位问题清理整改“回头看”

工作组

邮政编码：065300

（十二）项目落地难问题清理整改“回头看”工作

牵头单位：县发改局

举报电话：0316-8822202

举报邮箱：dcxmk@126.com

举报信箱：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安东街 3 号四

层，项目落地难问题清理整改“回头看”工作组

邮政编码：065300

（十三）政事政企政会职责不分谋取不正当利

益问题清理整改“回头看”工作

牵头单位：县政府办、县编办

举报电话：0316-8822114

举报邮箱：dachang2012@163.com

举报信箱：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安东街 3 号一

层，政事政企政会职责不分谋取不正当利益问题

清理整改“回头看”工作组

邮政编码：065300

（十四）落实治霾措施不力问题清理整改“回

头看”工作

牵头单位：县环保局

举报电话：0316-8824975

举报邮箱：xjzx8362781@163.com

举报信箱：大厂回族自治县荣昌北路 52 号，

落实治霾措施不力问题清理整改“回头看”工作组

邮政编码：065300

（十五）设立“小金库”等违反财经纪律问题清

理整改“回头看”工作

牵头单位：县财政局

举报电话：0316-7045015

举报邮箱：dcczjcs@163.com

举报信箱：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安西街 29 号，

设立“小金库”等违反财经纪律问题清理整改“回

头看”工作组

邮政编码：065300

（十六）“懒政怠政不作为不在状态”和“不作

为乱作为慢作为”问题清理整改“回头看”工作

牵头单位：县委办

举报电话：0316-8822523

举报邮箱：416490398@qq.com

举报信箱：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安东街 3 号一

层，“懒政怠政不作为不在状态”和“不作为乱作为

慢作为”问题清理整改回头看”工作组

邮政编码：065300

中共大厂回族自治县委宣传部
大厂回族自治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关于“大厂风情”摄影展的征稿

启 示
为进一步推动文艺繁荣与发展，艺

术展示大厂风情、风采、风貌，喜迎全市

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我县召开，县委宣

传部、县文联拟于 2018 年 9 月上旬举办

“大厂风情”艺术摄影展并出版摄影作品

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作品。

一、征集时间
5月15日—8月20日

二、作品要求
1.摄影作品必须为在我县境内拍摄

的大厂风情、风采、风貌原始影像作品。

2.数码相机拍摄要求使用最高指标

（TIF格式文件不低于50M,JPE最高格式

压缩文件不低于7M）。

3.送选的纪实类作品不得对原始影

像画面内容进行增加或删除，风光艺术

类作品可对色彩进行局部转变，可对亮

度、对比度、色彩饱和度适度调整。

4.报送作品彩色、黑白不限，单幅或

组照（每组限4～8幅）均可。

5.作品需报送电子版，并标明作品

名称、作者姓名、单位、联系方式、拍摄时

间。

三、表扬奖励
入选作品将设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10 名，分别颁发获奖证

书。所有入选作品作者都将获得《大

厂风情》摄影作品集一套。

四、报送地点
县文联办公室

联系电话：0316-8822945

报送邮箱：dachangwenlian@163.com

时下，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些路边

摊贩在售卖一种半透明状的防晒衣，

不贵的价格和缤纷的颜色吸引着不

少爱美女士的眼球，此类衣服在淘宝

网上销售得也很火爆。但许多消费

者却不清楚，各种防晒衣的品质不

同，防晒效果也有着天壤之别，选购

时一定要多加留意。对人们来说，深

色长袖衬衫其实就是防晒佳品。

据了解，真正的防晒衣属于户外

用品中防紫外线服装的一种，由于使

用了特殊材料，具有防晒、透气、排

汗、防风、抗水的性能，因此价格不

菲。防晒衣的防晒原理有两种：一种

是厚处理，即通过增加织物的密度来

防晒；另一种是加设防晒涂层。人们

在街边看到的几十元的防晒衣，很多

就是用一些化纤材料做成的半透明

长袖衫，并没有特殊的防晒涂层，防

晒效果可想而知。

在医院门诊，医生经常会接诊一

些患者，他们就是因为穿了劣质的不

透气、不排汗的防晒衣，或者皮肤与

所谓防晒涂层直接接触，导致了汗疱

疹等皮肤疾病。

除了加穿防晒衣，日常防晒还应

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夏季中午11时

至下午2时紫外线最强，应尽量避免

外出；第二，阴天也要防晒，因为云层

是挡不住紫外线的；第三，防晒霜不

能每天只涂一次，因为防晒霜涂在脸

上 3～4 个小时就会失效，需要及时

补擦；第四，不要把遮阳伞当雨伞用，

遮阳伞如果经常淋雨，容易被雨中的

酸性或碱性物质侵蚀，导致防晒涂层

老化脱落，失去防晒效果。

（县卫计局供稿）

深入推进国家卫生县城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