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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部作为集团公司重要的监督检查部门，为进

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将督察工作落到实处，集团各单

位、各部室如反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或自己有好的

建议，可直接到集团公司 20F督察部反映。如有不便，

也可拨打电话或发送邮件。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邮箱：

hjjtduchabu@163.com

联系电话：

15835603374（集团小号：66110）（张慧智）

13835653990（集团小号：66990）（赵姝媛）

上，在希望与失望中辗转着，

看不到任何出路。

一天，那位老师再次打

电话来说，有个给主演配音的

机会很适合她，邀请她前去试

音。她犹豫了半天，最后终于

将这些天来的困惑一股闹儿

地倒给了老师。

老师沉默良久，说：“一颗

钻石原石，即使扔到马路上也

不会有人注意，因为钻石本身

不会发光。我们看到的钻石

之所以熠熠发光，那是因为经

过了仔细的切磨，是切工赋予

了它第二次生命。你的声音

就像一颗钻石原石，如果经过

你的努力打磨，它一定会闪烁

生辉的。当你真正成为钻石

时，即使把你藏在暗处，也遮

盖不住你的光芒，一样会闪亮

而夺目的！”

“真正的钻石即使藏在

暗处，也一样能闪亮夺目。”这

句话在季冠霖的脑海里不停

地闪烁着，纠结良久的心终于

有了奋斗的方向：要先把自己

磨砺成一颗钻石。

第二天，她直奔北京，用

实力接下了那个给主演配音

的工作。从此，她踏上一条虽

艰辛但冲满斗志的配音路。

这是一个很不固定甚至有点

朝不保夕的工作，有活时通宵

达旦累得要死，没活时心急如

火郁闷不已。

为了得到工作机会，季

冠霖主动出击，到各大影视剧

拍摄现场推销自己，无奈之下

还曾打出过免费配音的招牌。

慢慢的，她凭借优质的嗓音和

扎实的台词功底，在配音圈站

住了脚跟，人脉也越来越广，

得到的工作机会也越发地多

了起来。

此后，季冠霖的名字渐

渐被一些知名导演熟知，甚至

一些著名影星也开始主动点

名让她来配音。几年间，季冠

霖配过的影视剧作品多达三

百多部。她终于成为一颗闪

耀在配音圈里的钻石，并被圈

中人尊为“配音界的一姐”。可

是，这颗隐匿在舞台后面的钻

石仍然不为观众所熟悉，仍然

停留在“只闻其声，不知其人”

的阶段，甚至压根就不知道还

有她这么一个配音演员。

不过，此时的季冠霖早

就看开这些了，她已经不是那

个因是个幕后英雄而耿耿于

怀的小丫头了。因为，随着生

活的磨砺和阅历的丰富，她已

经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找到了

成就自己的舞台，这本身就是

一种巨大的成功。

是啊，季冠霖用自己的

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当你成为

钻石，即使在暗处，也一样能

闪亮夺目。

为提高集团医院医务人员急诊急救意识, 强化

院前、院内急诊应急能力,增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

指挥调度、协作能力及急救信息的处置能力，11月

22日下午 3点，集团医院组织开展了重大突发事件

医疗卫生救援演练，由院长司海宁担任总指挥，医院

总经理郑毅协调配合，医务部、护理部、院感科、急诊

科、临床科室、医技科室、策划宣传科、办公室等多部

门协同配合开展。

准备就绪的医护人员乘坐救护车奔赴车祸现

场，院前救援人员在观察现场并确认环境安全后，根

据患者血压、呼吸、脉搏、意识等基本生命体征对 4

名伤员进行现场检伤分类，并迅速展开抢救，初步判

断“2人重伤、1人中度损伤,1人轻伤”。

返程途中，救援人员将伤员情况反馈给医院突

发事件医疗救援指挥中心，并通知相关科室做好人

员、床位、设备等准备。

随着伤员陆续送达急诊科，医护人员接到患者

后, 开通“绿色通道”,按照医院急诊急救流程，进行

病情评估、检查、会诊，并联系手术室做好急诊手术

的准备，全力投入到救治中。

演练结束后，所有参演人员在医院大厅集合，对

此次演练进行了总结。司院长指出：此次应急演练，

所有参演人员现场反应迅速、抢救措施应用得当，演

练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切实提高了我院医护人员的

急救反应能力和配合能力，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救

援奠定了良好基础。

最后，等级医院办公室主任张苏晋提出了演练

中暴露出的问题，并要求相关科室及时梳理和整改，

进一步完善各项应急预案和制度，提高医院应对突

发公共事件的应急救援水平。

集团医院院张亚楠

集团医院组织重大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演练

11月 13日下午，开发区园区企业党委检查组莅临集

团公司对党建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党工办主任成翠芳陪同

检查。

检查中，开

发区园区企业

党委检查组通

过听取汇报、查

阅资料等形式，

逐项对照检查

清单对集团公

司党建工作开

展情况进行了详尽而细致的检查，并对集团公司整体党建

工作给予了肯定，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开发区

园区企业党委检查组也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检查结束后，开发区园区企业党委鲁所长作了总结讲

话，他讲到：首先合聚集团在公司领导的支持下，在员工的

努力下，党建工作一直保持在高度的领先状态。其次，在抓

好日常党建工作的同时，要与时俱进，突出党建工作亮点，

将党建工作和企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将党建工作深

入到企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中。

通过此次检查工作，集团党总支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党

建工作的重点方向。接下来，集团党总支将按照检查组的

要求，突出党建工作亮点，完善党建资料，不断提升合聚集

团党建工作整体水平！

2018年 11月 15日，由开发区税务局

李局长和陈斌科长两位领导组成的入企

服务小组莅临公司进行视察指导工作，集

团董事长杨肖峰、财务部徐登岭经理和资

金管理中心秦巧凤经理陪同参观。

首先，董事长杨肖峰代表集团公司对

两位税务局领导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董

事长杨肖峰向入企服务小组就我集团公

司未来战略发展方向作了简要汇报，入企

服务小组对我集团目前的企业文化和发

展思路给予了充分肯定，也对我集团的未

来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其次，李局长宣讲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时对税制改

革的相关政策以及社保统征的背景和意

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为民营企业增加了

捋起袖子加油干的信心，也为民营企业后

期的政策执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着，针对合聚各单位缴纳工会经费

的问题，入企服务小组提出了合理化建

议，在集团成立总工会的基础上增设各分

会，并履行好相关手续。

最后，入企服务小组对合聚各单位目

前与税务部门对接的便捷性和服务的满

意度进行了充分了解，我集团公司表示与

原来的办税流程和服务态度相比，无论从

速度上、态度上还是程序上都有了质的提

高，认领发票简单了，申报税款信息化了，

相信后期的国家政策会让民营企业享受

到更多红利。 集团党工办院于亚喃集团财务部院李俊芳

为解决康养小镇外部人员进出频繁、

面积大、不易防控的迫切需要，近日，设备

信息部帮助康养小镇在各重点防控区域

安装了监控。

在此之前，设备信息部在实地查看了

需监控范围、现有设备和网络条件后，立

即做出了具体方案，在没有增购任何设备

的情况下，完成了对各出入口、大棚、库房

等区域进行监控的设计。

随后，设备信息部在完成监控安装的

同时，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创新

形式。比如说在安装两侧大门和库房的监

控时，充分利用了集团闲置的监控主机、

摄像头，通过增设交换机的方式完成了覆

盖；在设置综合楼大厅门口监控时，使用

了有线智能摄像头，不仅能起到监控录像

作用，还可以直接用手机控制摄像头查看

不同角度；在设置大棚监控时，创新性地

运用了 4G信号无线传输方案，解决了距

离过远，网线信号无法送达的问题。

这下，康养小镇真的具备了“千里

眼”，不论人在哪里，只要能上网的地方就

可以实时查看和回放重点区域的监控。通

过这次施工，设备信息部也积累了更多监

控系统施工经验，一定将会为各单位提供

更好的服务。

康养小镇有了“千里眼”
———记设备信息部为康养小镇安装实时监控

集团设备信息部院赵敏芝

为提高广大市民对糖尿病的认识，切实做好糖

尿病宣传及预防工作，培养市民健康生活方式，我院

于 2018年 11月 14日积极开展了“联合国糖尿病

日”系列宣传活动。

11月 14日上午 8时，阴转小雨。步入立冬时

节，气温渐渐降低。但是寒冷的天气并没有阻挡我院

内分泌科医护人员开展活动的热情，她们坚持在泽

州公园南门学雷锋志愿者服务站，开展“咨询·义诊”

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前来咨询的市民讲解了

糖尿病相关健康知识，发放了糖尿病健康知识手册，

并为他们免费测血糖、量血压。

同时，针对血压及血糖相比较高的市民进行了

筛查和登记，并提醒他们及时就医，做到早预防、早

发现、早治疗。活动现场，还发放了体检优惠券和精

美小礼品，呼吁更多的市民关注自身及家人的健康，

提高预防糖尿病的认识。

11月 14日上午 11时，我院内分泌科护士长受

邀做客于晋城广播 FM106.3频道，进行了“联合国

糖尿病日”健康知识宣讲活动，就“联合国糖尿病

日”的由来、今年的主题 --“家庭与糖尿病”、糖尿病

的病因、分型、临床表现、糖尿病的急慢性并发症以

及糖尿病的三级预防等知识，与听众进行了分享、交

流，并且呼吁广大市民关注糖尿病，提高对糖尿病的

预防水平。

11月 14日下午 3时，我院在医技三楼开展了

以“控制糖尿病、预防冠心病”为主题的健康知识讲

座，主讲人为我院副院长兼内分泌科主任苗世忠，吸

引了住院患者及家属、部分医护人员及周边社区部

分人员前来参加。

讲座现场，苗院长就“什么是糖尿病”“糖尿病的

危险因素”及“如何判断隐形糖人”进行了详细地讲

解，并将“高血糖对冠心病的影响”及“糖尿病患者如

何预防冠心病”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同时，针对部分

糖尿病患者及家属提出的问题，苗院长一一进行了

详细地解答。

最后，苗院长强调：糖尿病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

健康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其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

呈逐年增高的趋势。对于一个糖尿病患者及他的家

庭来说，糖尿病患者的健康状况常常改变着整个家

庭的生活、计划、经济等状况，甚至会拖垮一个家庭。

因此，预防糖尿病，从现在做起，从每个人做起，从每

个家庭做起！

据统计，活动现场接受咨询义诊市民人数 150

余人，发放糖尿病健康宣传手册 200余份、体检优惠

券 100余张，糖尿病健康知识宣讲吸引了众多市民

的收听和关注。今后，我院也将继续致力于开展多种

形式的健康系列活动，真正提高广大市民健康知识

的覆盖率和知晓率。

集团医院院牛丹丹

———我院积极开展“联合国糖尿病日”系列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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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资源合理有效的利用，助力爱心公益

事业，11月 24日，由集团采供部主办的“助力合聚

爱心基金 寻找最美晋城人”二手市场献爱心活动在

怡风小区小广场举办。本次活动由集团党工办张妮

和小贷公司郑剑锋担任主持人。

本次活动分为二手物品交易和二手物品拍卖两

个环节。活动正式开始前，集团工会主席张元太对活

动进行讲话致辞，张主席讲到：二手物品的交易是传

扬中华名族的勤俭节约的一次活动，二手物品拍卖

是作为奉献爱心的善举，希望我们大家传扬美德，奉

献爱心，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去帮助更多的人。

随后，在主持人的宣布声中，活动正式拉开帷

幕。二手物品交易活动中共有 30个摊位，昔日的玩

具、曾经看过的书籍、闲置的饰品、各类小电器……

这些在家中无人问津的物品在二手市场上“大显身

手”，每个摊位各有特色并且摊主们还为自己的小摊

取了响亮的名

字，变着花样地

招揽顾客，气氛

十分热烈。

紧接着就是

二手物品拍卖

活动，每个卖家

在场上介绍自

己的拍品，介绍

的形式各有特色，

很多买家已经等

不及介绍完要喊

价了，现场氛围火

爆，竞拍过程更是

激动人心。

活动即将结束

时，献爱心的人员

进行了捐款。活动

交易的物品全部将

用于合聚爱心基金

账户，帮助更多需

要的人！

通过本次活动的开展，不仅宣扬了一种勤俭朴

素的生活作风，充分展现了助人为乐的精神风貌，而

且为助力爱心聚集了力量。

集团采供部院李 丽

一锤定音 传递爱心

———“助力合聚爱心基金寻找最美晋城人”二手市场献爱心活动顺利举办

2018 年 11 月 25日，当大家沉浸在周

末的欢愉时光中时，合聚大厦 20楼 1号会

议室正在召开一场别开生面的宣讲会。此

次宣讲会由集团人力资源部组织，人力资

源业务总监李关青主讲，旨在通过宣讲的

方式让大家理解绩效和薪酬体系建设的具

体实施方法、工具和步骤。各单位、各部室

的负责人和班子成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李总监围绕绩效和薪酬体系建设的总

体思路、组织管理、薪酬管理、绩效管理四

方面内容，以价值链分析、战略地图、指标

设计和绩效激励方法为重点进行了阐述。

在讲解过程中，李总监旁征博引，采用

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现场问答、现场操作

演示等方法，让大家对绩效和薪酬体系建

设过程中的各类方式和方法加深了印象，

为各单位、各部室下一步制定绩效和薪酬

方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相信通过此次宣讲会，各单位、部室负

责人定会对未来的绩效和薪酬体系建设有

更加明确的方向和深刻的理解，从而设计

出符合部门需求的体系。

集团党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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