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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6 年开展环境工程咨询以
来，环境工程板块经过不断拓展，已从
最初的环境工程可研、环境工程评估
业务，发展成以环境工程可研、评估、
环境影响评价、清洁生产审核为主要
业务的综合性工程板块。目前，从事
环境工程业务的专业人员有21人，硕
士及以上人员15人，人员平均年龄32
岁，已初步形成人员素质高、专业构成
合理、富有战斗力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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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内容

※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行业环
境技术推广、环境工程可研、环境工
程评估、环境工程课题和HSE咨询工
作。

※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采掘
类、石油化工医药、社会区域、一般环
评报告表”）

※ 油气田环境保护、环境治理领
域的专利（专有）技术研发

※ 清洁生产审核
※ 环境工程相关技术培训
二、业绩
自成立以来，环境工程咨询部

已累计完成各类项目建议书 72 个、
可行性研究报告 120 个、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 140 个、清洁生产审核 15
个、其它项目 62 个，涉及投资 150 亿
元。

※ 案例

《胜利油田套管气回收可行性研
究》；

《纯梁钻井固体废弃物处理场配
套工程可行性研究》；

《河口垃圾填埋场可行性研究评
估》；

《中心三号平台配套工程环评报
告书》；

《郑王油田黄河南（坨826块）区块
开发环境影响报告书》；

《东营市亚通石化25万吨/年芳烃
项目环评报告书》；

《石大胜华20万吨/年丙烷脱氢装
置项目环评报告书》；

《锦华西区房地产开发环评报告
书》；

《现河采油厂房地产开发环评报
告书》；

《胜利油田桩西采油厂强制清
洁生产审核》；

《胜利油田石化总厂强制清洁生
产审核》；

《西北油田分公司清洁生产审
核》。

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森诺五大业务板块介绍：（四）环境工程板块

6月1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姜传胜，总经理赵明奎，副总经理吴
风柱、张洪臣及相关部室负责人到
地质科学研究院参观学习企业文化
建设工作。地质院党委书记孙喜
新、副书记于葆华陪同参观。

在地质院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大家首先观看了“胜利地质 引领
胜利”的文化宣传片。地质院思想
政治工作部主任潘为英详细介绍
了地质院的发展历史和胜利地质
文化从品牌梳理到品牌成果的建
设历程。随后大家参观了胜利地质品牌长
廊和计算机技术研究室基层家文化建设示
范点。在胜利地质品牌长廊，由每一位胜
利地质走出来的专家，每一项胜利地质的
科研成果，每一个优秀的基层团队支撑的
胜利地质品牌展现了深厚的底蕴和勃勃生
机，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在计算机技
术研究室基层家文化建设示范点，统一的
品牌愿景非常醒目，但每个班组的风采展
示、个性创意、环境布置又突出特色、精彩
活泼、温馨和谐，让人们感受到“努力工
作、快乐生活”的良好氛围。

参观后，双方就企业文化建设进行了
沟通和交流。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姜传
胜简要介绍了我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企业文
化建设工作情况，对地质院多年来持续的
文化品牌建设和取得的成果表示敬佩，公
司的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一定要认真学习地
质院“求实、创新、超越”的理念，做好森诺
文化品牌的定位和体系建设，要立足胜利
文化大背景，结合企业自身，不断创新、不

断发展，作为胜利油田改制企业文化建设
的“试验田”，真正的做好这项工作。地质
院孙喜新书记表示森诺公司改制以来从小
到大、由弱变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取得
了非常好的成绩。而且森诺文化理念日渐
清晰，文化内涵不断丰富，更重要的是公司
始终将文化建设工作作为重点，以文化活
动凝聚员工思想，以文化建设推动经营发
展，企业文化理念同样值得地质院认真学
习。他建议，森诺文化应结合好企业实际，
将展现先进的管理体制、机制，促进技术创
新，打造和谐的员工团队作为重点，彰显森
诺的经营优势和团队风采，使森诺文化品
牌不断丰富发展。

据悉，2008 年 11 月，地质院被中国企
业文化研究会授予国内首家“全国品牌文
化示范单位”。近日，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
组织的专家们又对地质院的品牌文化建设
进行复审，地质院继续被授予“全国品牌文
化示范单位”。

（万薛峰）

我公司到地质科学研究院参观学习企业文化建设工作
2010 年 10 月—2011 年 5 月国家环境保护部组织开

展2010年度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抽查工作。此
次抽查采用现场检查与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情况专
项检查两种方式，现场检查6个省市的24家评价机构和
抽查了15个省市的53家评价机构的155个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我公司被抽查了2009年度完成的《胜北
社区热电联供集中供热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东营市
枣园化工 2000t/a 氯乙酰氯、1000t/a 盐酸羟胺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王家岗油泥砂贮存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表》三个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过国家环保部
和地方环保部门的联合考核，三个项目全部顺利通过考
核验收。

我公司环境工程咨询部成立于2006年11月，拥有环
境影响评价乙级资质。自成立以来，环境工程咨询部严
格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和管理要求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他们不断完善环境影响评价质量管理体系，做好项目
质量控制全过程记录，始终强化内部工作人员的管理，落
实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的岗位责任制，规定环评师对所
负责项目必须进行现场踏勘，并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
制工作中真正起到技术组织和技术把关作用。同时，他
们在项目文件编制过程中还认真分析所引用资料、数据
的有效性，注重对主要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评价，提高环
境影响预测评价的针对性和环境保护措施的可行性。通
过严格的内部管理和质量把关，环境工程咨询部实现人
员技术素质的有效提升和产品质量的全面保障，客户满
意率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 （刘 明）

环
境
工
程
咨
询
部
顺
利
通
过
国
家
环
保
部2 0 10

年
度
考
核
验
收

6 月 20～21 日，中国石化国际勘探开
发公司邀请我公司勘探、钻采、地面工程与
软件设计方面的专家作为讲师,在北京举
办了“国外石油建设工程投资估算指标应
用二期培训班”。本次培训工作，公司袁聿
力、陈狄、崔春永、赵青海、陈君等5名同志
经过精心准备，分别就工程造价基础知识、
各专业投资估算指标的编制方法和投资估
算软件功能进行了详细讲解及实例演示，
培训获得了圆满成功。

国勘公司组织方认为，通过这次培训，
使学员对工程造价理论知识有了较为全面
的了解；深入理解了国外石油建设工程各

专业投资估算指标的编制方法；基本掌握
了估算软件安装及运行方法，并能够使用
投资估算软件进行各专业工程项目的投资
估算。培训对于提高国外石油工程项目招
投标管理、投资计划编制等方面的综合水
平，意义重大，并建议在2011 年底及明年
再与我公司合作举办两期培训班。

6月22日，5名同志还就“国勘石油工
程投资估算指标项目（三期）运行安排”与
国勘计划部相关领导进行了深入交流，甲
方提出了下一步工作建议及项目四期工作
设想。

（孙明磊）

2011 年 6 月 15 日，我公司特
邀北京中设认证服务有限公司张
崇武老师进行质量管理体系知识
培训，80多名员工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张老师以质量管理
体系第 7 章产品实现的过程为主
线，讲解中穿插国内顶尖设计院的
管理案例，他深入浅出的讲解开拓
了大家灵活运用质量管理体系的
思路。比如，怎样用输入的动态管
理为企业赢得客户的尊重及更多
效益；如何区分7.1产品实现的策
划以及 7.3.1 设计和开发策划；如
何使用专家权；评审、验证、确认的
区别以及如何根据项目大
小分级开展；如何进行卓
越模式下的知识管理；如
何激励员工满足客户的隐
含需求等等。学员们课堂
上不断互动交流，气氛热
烈，课后大家纷纷表示“受
益匪浅，每年都有不同的
收获”。

我公司多年来始终坚

持狠抓质量工作不放松，自 2003
年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以来，每年接受中设认证公司质
量体系审核，针对每次审核中暴露
的问题，公司及时聘请相关专家进
行培训指导，以提升全员的质量意
识。特别是2008年以来我公司每
年都组织质量体系方面的培训，累
计参加培训400多人次，公司目前
有71人取得质量内审员资格。通
过持续的加强管理和培训学习，公
司质量管理水平做到稳步提升，产
品质量得到有效保障，客户满意度
不断提高。 （林杉杉）

用知识架起合作的“桥梁”
——国外石油工程投资估算指标应用培训工作圆满结束

公司举办质量管理体系知识培训

更正：本报3期第一版《迎难而上，再创森诺工程设计新辉煌》内容“年均20—
30%的增长”改为“年均20%—30%的增长”。在此，感谢读者王庆忠及时指出错误，请
继续关注本报。

国际石油勘探开发公司是中国石
化集团从事上游海外投资经营的唯一
化专业公司。2010 年 5 月，国勘公司
为了更好地发挥绩效考核的导向作
用，推动考核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信息化，委托我公司设计开发“绩效考
核体系及配套软件研究”项目。接到
委托后，我公司首席咨询师李子军带
领由海外工程咨询部和信息工程部人
员组成的项目组迅速开展工作。项目
组成员广泛借鉴中国石油、胜利油田、
中原油田以及BP、Exxon Mobil等国
内外油公司绩效考核实践，认真总结
国勘公司历年考核经验。在此基础
上，制定出切实可行并能持续改进的
考核办法，并开发了与之紧密配套的
软件系统。

绩效考核办法以“突出导向功能”

为首要原则。项目组在认真分析国勘
公司管理体制、业务范围、权责配置等
情况后，区分不同责任主体的业务特
点，突出重点考核指标。在海外机构
管理方面，设置了成果效益、进度执行
和成本费用3大类指标，以此引导海外
机构多出成果、加快进度和降本增
效。在公司部门管理方面，设置了除
日常工作外的年度重点任务指标，以
引导各部门牢牢抓好对完成公司核心
指标和促进管理上台阶的关键工作。
指标权重根据大项目、国家公司及专
业公司的实际情况设置，并制定了合
理的调整规则。

在配套软件开发中，项目组充分
发挥我公司专业配套齐全的优势，软
件开发人员与考核体系设计人员紧密
结合，确保了软件功能的实用、高效、

易操作。在海外机构考核方面，各部
门考核联络员根据职责分工，上线输
入各类考核指标的目标值及完成值，
系统管理员可对各海外机构的具体指
标、权重设置、难度系数、计分公式进
行灵活定制。待所有数据完整无误
后，对全部数据进行锁定，即可自动计
算并排名。对公司部门打分方面，评
价者上线打分，不仅能够准确高效地
计算考核结果，而且能够有效控制打
分比例，合理拉开考核档次。

“国勘公司绩效考核体系及配套
软件”在2010年底正式完成，并在全公
司范围内推广应用。目前，在对各职
能部门和海外机构考核实践中，这个
考核办法和软件系统都显示出较好的
合理性和实用性，受到了该公司上下
一致好评。

（文中内容部分引自《中国石化
报》2011年5月19日第三版“国勘公司
绩效考核突出导向功能”）

（付宝臣、李子军、张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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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司在外闯市场的过程
中，靠精湛的技术、过硬的质量，优质
的服务赢得客户信赖，充分发挥公司
专业配套齐全的整体优势，不断拓宽
业务范围和市场空间，为公司的健康
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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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3日，作为公司今年内部信息化建
设重点之一的“施工图协同设计平台”项目启动会
在工程设计院大会议室举行。总经理赵明奎、副总
经理张建荣及工程设计院、信息工程部、MIS系统
项目开发组成员、北京理正软件设计院副院长卢
华、市场总监曹秀龙等20余人参加了项目启动会。

启动会上，信息工程部主任董兴涛首先就本
项目的背景和前期工作历程进行介绍，北京理正
公司市场总监曹秀龙详细讲解项目的概述、项目
组划分情况及总体实施计划，工程设计院综合室
主任谭建武则结合本单位实际应用和需求情况谈
了项目总体方案规划。

总经理赵明奎在听取汇报后指出：1、施工图
协同设计平台的实施是提升设计工作效率和质
量，打造高水平设计院的必由之路，事关设计院的
未来，一定要转变观念，高度重视，做好安排，确保

项目的顺利实施；2、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协
同”二字，项目各小组要互相理解和支持，做到组
织严密、实施得力，由信息工程部牵头各协作事
宜，确保信息流转的顺畅；3、与理正公司的合作是
一次很好的学习和实践机会，将来还有更大的合
作空间，特别是智能化设计方面，理正公司的成功
实施经验会给我们更多的提示和帮助；4、标准化、
模块化设计是协同设计实现后的下一个重要目
标，公司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智能化设计，这也是达
到国际一流信息化水平的关键技术之一。

赵总最后强调，“信息化+专业化=公司的未
来”这一战略思想非常重要，大家在信息化建设的
推动过程中要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确保按计划实
现公司的信
息化建设目
标。（雷 明）

2011年6月23日，由中石化油田事业部组织，我公
司汇报的《川西地区中浅层钻井工程成本分析》项目，得
到与会领导的高度认可，石兴春副主任说：“这项工作很
有意义，报告做得很好，分析得透彻、全面，可以作为投资
管理、经济评价的依据”。公司对该项目组成员王睿、刘
爽、翟永明、胡永华、贾斐提出表扬。

2011年6月24日，在中石化油田事业部组织的产能
方案审查会上，我公司杨海燕汇报的《新场气田JS气藏
2011年重点产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姜晓健汇
报的《马井气田JP2气藏2011年重点产能建设可行性研
究报告》，两个项目均受到陈江之处长的表扬，他认为两
个可研报告内容完整、优化措施到位，充分体现出我公司
技术突出，专业配套齐全，员工敬业的整体优势。公司特
对两个项目组成员覃克、李英、崔杰、王田田、吴江南、贾
斐、邓新颖、郑继龙提出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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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阐释稻盛和夫经营理念的书。“敬天爱人”是
京瓷的社训，是稻盛和夫先生一生最为信奉的经营哲
学。本书是稻盛先生首次全面阐释这一经营理念，是他
50余年经营管理精髓的升华，是他最经典的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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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盛和夫
与松下幸之助（松下公司）、盛田昭夫（索尼公司）、

本田宗一郎（本田公司）并称为日本“经营四圣”，也是
“四圣”中目前唯一健在的一位，被誉为“当代松下幸之
助”。

1932 年出生于日本
鹿儿岛市，1955年毕业于
鹿儿岛大学应用化学专
业。27 岁创办京都陶瓷
株式会社（现名“京瓷”），
52岁创办第二电电（原名
DDI，现名 KDDI，目前是
日 本 仅 次 于 NTT 的 第
二大通信公司），这两家公
司都位列“世界500强”。

2010 年临危受命，接
掌日航帅印，同时被前任
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任命
为内阁特别顾问。

施工图协同设计平台项目启动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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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蛾子的世界里，有一种双翼长达几十厘米
的蛾子，名叫“帝王蛾”。这种蛾子的幼虫时期在
一个洞口极其狭小的茧中度过。当它要变蛾时，
娇嫩的身躯必须拼尽全力才可以破茧而出。如果
有成年蛾子怀了恻隐之心，想帮幼虫把洞口撕大，
幼虫则会极力阻挠。原来，那狭小的茧洞，恰是帮
助帝王蛾两翼成长的关键所在：穿越的时刻，通过
用力挤压，血液才能顺利送到蛾翼；惟有两翼充

血，身子才能振翅飞翔！那些不是奋勇破茧而出
者，终生只得爬行。

勇者才能飞翔！“帝王蛾”之所以称其为“帝王
蛾”，缘自它们幼虫时就有一颗勇敢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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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是人们都畏惧的；而能力是人们都向往
的。但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能力，只有在对困难的
克服当中才能练就。这种盲点就好比：人们都喜
欢升天堂，却没有人想死。

帝 王 蛾 破 茧帝 王 蛾 破 茧
能力出于战胜困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