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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华北局石油上产步伐，加快
《洛河油田综合地质研究及方案部署》项
目进展，进一步搞清楚延长组的岩性、含
油性和沉积特征，需要对岩芯进行详细
观察描述。项目组成员主动放弃节假
日，加紧对洛河油田岩芯资料的录取。5
月 31 日，郭振廷和章尚帅背负简单的行
囊和岩芯描述的工具，从郑州赶到位于
新乡的华北局老基地岩芯库。

洛河油田主力层系延长组属于低孔

超低渗储层，以细砂岩、粉砂岩为主，胶
结致密，孔隙度极低，因坚固致密人们形
象地称其为“磨刀石”。目前华北局所开
发的该油藏低渗透程度堪称世界之最。

一进新乡岩芯库，第一感觉就是特
别满当，岩芯都没有上架，只能码在角落
里，要找到目的层的岩芯就得层层倒开，
致密的“磨刀石”岩芯特别沉。项目组成
员把目的层岩芯按井段一字排开，仔细
清洗完每块岩芯，立即展开观察和描述，
从韵律到构造、矿物含量到含油性、孔隙
发育到裂缝分布，对照测井解释和录井
显示逐块解剖、观察、描述、记录、拍照
……

经过 4 天的连续作业，项目组共完
成 7 口典型取芯井约 260m 岩芯描述，搬
运岩芯近 400 盒次，完成描述记录达 35
张，岩芯照片达 212 张。目前，该项目正
在加紧岩芯描述与测井解释、录井显示
及试油试采资料的结合，为沉积相研究
与测井二次解释工作做好准备。

（海外工程部 姚坤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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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大小项目之中，常
常是任务急、时间紧，
无暇停下脚步做一番深
入研究，颇有些入不敷
出之感。但细细想来，
自有番收获在其中。

接手一个紧急的项
目，常常会迫使自己在

短时间内想尽各种办法
获取各种信息，并于各
类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汲
取有用的知识，以便能
够及时的为业主提供服
务。

跳 出 做 项 目 的 圈
子，我想到我在学习的
其实不仅仅是做项目的
能力，而是获取信息的
能力。在有限的时间
内，通过各种渠道，包
括 查 阅 规 范 、咨 询 师
傅、参考以前类似项目

等获取各种和项目相关
的信息，并进行分析、
综合。其中，我窃以为
师傅的指点至关重要。

师者，所以传道授
业解惑也。我之前参与
的苏家屯油田十屋 33
区块产能建设项目，涉
猎内容超出了我的知识

面范围，但是时间又相
当紧迫，专业室成员过
半出差在外，留守人员
又忙得不亦乐乎。为了
给业主提供及时快捷的
服务，我只好在知识空
白的情况下，通过查阅
各类规范和书籍拟写了
一篇初稿。直到项目汇
报前，内审过后提出方
案需进一步深入。在师
傅李蔚的精心策划与指
导下，完成了方案的修
改与细化。之后，师傅

李蔚又放下手中繁多的
项目，精敲细推的带我
完成了报告更进一层的
细节完善，并对方案中
各个难点逐一讲解。通
过这个项目，不仅弥补
了专业知识的空白，同
时也提高了自己获取信
息的能力，增进了师徒

交流。
时间匆匆，不能因

为项目的紧急而忘记了
思考，忽略了细节。项
目无论大小，追求做细
做全，对专业领域的深
入不可或缺，这也是我
应该意识化的。师傅领
进门，修行还是要靠自
己。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工程设计院 李帅龙)

近日，延长油田定边采油厂水平井项目传来
好消息，在主任闫爱梅的带领下，后评价部七名
同志经过连续五天奋战，一次性成功汇报通过14
口水平井的井位部署设计，同时还主动给甲方单
位提出了另外12 口水平井的意向井位，超额完
成合同要求设计任务。

自后评价部二进定边以来，项目组人员同心
协力，克服了当地气候、饮食不适等不利因素，与
甲方单位积极进行沟通协调，在综合前期3个月
现场开展地质基础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地质、开
发专业人员紧密配合，综合分析剩余油分布和井
网适应性，在延长油田樊学、罗庞塬等油区提出
近 30 口水平井意向井位，于 5 月 14 日汇报通过
第一批水平井位14 口。这期间，本着超值服务
的态度，项目组还利用空余时间又给甲方单位提
出了另外12口水平井的意向井位。

今年以来，公司延长油田项目喜报频传，此
次定边项目组全体成员在圆满完成此项工作任
务后，又将奔赴靖边采油厂协作甲方开展工作，
继续奋战在延长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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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2 年 2 月 17 日《延长油田污水处理课题
研究》项目启动会成功召开后，项目组成员按照计
划对延长油田 23 个采油厂的污水处理站和清水
处理站进行现场调研。历时 100 多天，项目组行
程 15000 多公里，共现场调研 104 座水处理站场，
顺利地完成了现场调研阶段的工作。

延长油田共有各类水处理站场559座（污水处
理站场238座、清水处理站场321座），站点多山区
分布。基于本次调研站场多而分散、资料量大、站

场道路崎岖且需要延长油田各个采油厂积极配合
等诸多困难，项目组成员明确分工、确定了详细的
调研计划和工作方式：

一是调查前集中熟悉采油厂反馈的资料，熟
悉站场工艺流程，做到心中有数，明确调研方向和
任务。根据处理工艺、处理规模和投产时间等诸
多方面，本着不同工艺调研到、大站现场到、处理
效果好坏对比到的原则，谨慎筛选、确定调研对
象，确保调研站场具有包容性、代表性。

二是确定采油厂总体汇报+现场调研的调研
方式（现场调研过程中，黄松芝负责沟通交流，段
夕强负责调研内容记录，吴宗新负责场站、设备照
相）,力求调研资料真实性、完整性，满足后期评价
需要。

三是每周及时整理调研资料，以减轻后期编
制报告的工作负荷。

经过缜密的前期准备后，2 月 21 日，项目组从
青化砭采油厂开始现场调研工作。在三个多月的
现场调研期间，项目组成员不畏山路艰险、黄沙侵
袭，风雨兼程的奔赴各个场站。每到一处场站，项
目组成员同站场工作人员悉心沟通，在摸清现场
的同时，也提出自己的建议；其中黄松芝对很多设

备选型与使用提出的合理建议，得到了采油厂注
水开发部门的一致好评。

5 月中旬，在该项目立项审查阶段，项目负责
人黄松芝向延长油田领导汇报了已调研站场的情
况，得到了相关领导的高度肯定。本次延长油田
注水工作的首次摸底，对延长注水工作开展起着
至关重要指导作用。

（工程设计院 段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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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司成功将腾讯企业邮箱集成到协
同办公平台之中。每一位员工，都拥有一个企
业邮箱（@slofzx.com）。

企业邮箱集成于腾讯通工具中后，用户名
身份同步登录，将为我们的办公带来的更多便
利，可以实现：

实时接收实时接收、、查看邮件信息查看邮件信息。。当我们需要发
送邮件的时候，不再需要打开五花八门的邮箱
地址，录入繁琐的邮箱及密码。仅需要点击腾
讯通就可以实时查看。

发送邮件更加便捷发送邮件更加便捷。。只需要在腾讯通上
选中人员，右键使用“用企业邮发送邮件”，便
可以直接进入发送邮件的页面状态，非常便
捷。

邮箱目录汇总邮箱目录汇总。。在邮箱的联系人中，已经

收录了公司内部所有人员的邮箱地址，方便我
们查找。

其它邮箱代转其它邮箱代转。。也许在此之前，您已经拥
有了一个常用邮箱，为了方便统一管理，使用
其它邮箱的设置功能，自动收取外部邮箱信
件。

企业网盘分享企业网盘分享。。在企业网盘中，存放着公
司所有员工的资料分享。当我们有需要分享
的资料时，可以轻松上传分享。

我们的企业邮箱还有非常多的便捷功
能。当然，企业邮箱的集成不仅为了方便员工
的日常生活，它更是森诺员工的一个身份。所
以，希望大家可以将我们的企业邮箱充分的利
用起来，让企业邮箱也成为我们对外宣传企业
的一种便捷方式。 (信息工程部 李志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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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粵浙”管道是将新疆煤质天然气自西北（起点
为新疆）输至东南（终点为广东），线路总长约8000km
（其中甘肃段约1300km），总投资约1400亿，是我国“十
二五”期间建设的又一条大规模国家基干管道，涉及到
沿线13个省份的天然气用户，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
义和政治意义。

2012年2月，公司承接了该项目中甘肃、宁夏、陕
西、河南、湖北、山东6个省份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这
是我们接手的第一个国家级环境影响评价项目。

截至目前，甘肃省段由于路由变更原因，已踏勘项
目现场共2次，行程约4000余km。

2月22日，环境工程部的王述彬、赵凯、王继成、刘
夫生四人同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及其它评价单位一行
共40余人分两路开始了对甘肃省段管道的第一次踏
勘。由于业主要求本次踏勘结束后，环评大纲即刻编
制完毕，这一次踏勘时间很紧张。白天都是现场踏勘，
晚上要及时整理出当天的录像、照片和文字记录，并对
当天设计路由出现的环境问题作出总结，由于每天的

资料较多，通常都要忙到凌晨一两点。于是，几名同志
在白天坐车的时候都会抓紧时间补觉，这种状态就像
旅游中的人们“上车睡觉，下车拍照”，踏勘就是这样，
只不过少了些闲情，更多的是忙碌和责任。

经过近20天的忙碌，甘肃省段的第一次踏勘工作
顺利结束。工作随即转到环评大纲的编写上，在青岛
疗养院环境很优美，也少了野外的颠簸，但每天从早晨
8 点一直忙到凌晨 3 点，是一种近似“拼命”的工作状
态，就像战士在战场上冲锋，因为大家都明白肩上担
负的责任。最后，大纲上会，评审顺利通过，专家们对
此次汇编成果给予极大的肯定。

根据评审会上专家的意见，项目组在4月份又对
管道调整路由进行了二次踏勘，主要对6处重要的环
境敏感区重新进行排查，进一步降低了管道对沿途自
然保护区的环境影响，并有效减少了项目的经费和施
工难度。

（让我们重温一下，在广袤的西北大地上，森诺踏
勘人真实的点点滴滴。） （环境工程部 王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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