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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品 牌 要 用 心 你 做 到 了 吗你 做 到 了 吗 ？？

2012 年 9 月下旬，国庆节前的最
后一个周，其他人都在计划节日里去
哪游玩的时候，华东后评价项目如期
而至。公司马上由后评价部牵头，组
成节能工程部、系统工程部以及工程
设计院等多部门多专业人员的项目
组。项目组在公司副总经理张洪臣、
副总工程师姜祥的带领下，认真讨论、

修改各单项汇报材料，并于9 月25 日
完成该次汇报的准备工作奔赴南京。
此次汇报共涉及产能、设备购置、安
全、环保和生产辅助等方面，范围涉及
广，各单项专业要求高。

26日的汇报整个过程气氛融洽，
各单项汇报得到华东分公司领导及专
家的认可，特别是《广山Ⅰ号一体化产

能建设项目二次评价报告》中提出的
问题以及下步工作重点、措施方向引
起了甲方专家的兴趣，并得到了专家
们的赞同；《注水泵房喝锅炉引风机房
噪声隐患治理后评价》中提出通过有
效的治理方式所取得的治理效果也得
到专家的肯定。针对华东分公司各领
导及专家在听取多媒体材料之后，提
出一些疑问，我公司项目组汇报人员
都一一的详细做出回答，同时各汇报
人员也认真记录了华东分公司各位专
家提出的建议，对报告进行进一步完
善。

总结此次汇报的成功经验，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司领导高度重视，严把关，
高要求

接到华东分公司后评价工作委托
后，公司领导非常重视，成立调研小组
对各项目进行调研，各部门主任对项
目运行的节点进度严格控制。完成初
稿后，公司组织审核小组进行讨论，详
细剖析每一个观点，对报告进行反复
修改以确保质量符合要求。

二、项目负责人认真负责、精益求
精

现场调研之后，各项目负责人在
报告编写的过程中，多次以电话、网络
对接的方式与甲方相关负责人员及时
进行沟通，对材料进行分析。为了让
汇报更加流畅、完美，在9月25日晚上
8点多到达南京之后，后评价部俞萍并
没有休息，仍然针对汇报技巧以及汇
报中应该注意的一些细节对吴杰、刘
春明进行指导。之后两人通过互相演
讲的方式找出不足之处，直至凌晨四
点。

三、各专业相互配合
针对此次项目数量多、涉及面广、

专业性强的特点，不仅项目负责部门
相互之间进行讨论，各专家也对项目
中的疑点、难点进行分析指导，各相关
部门配合，以专业的角度去分析问题，
完善汇报材料。

“打造百年品牌，创建百年企业”
的公司愿景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公
司的每一位员工为实现这个愿景，勤
勤恳恳的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以自
己的实际行动，完善自我、精益求精。
创品牌，要用心，以真心、诚心、责任心
对待每一件事情，实现公司、自我的共
同发展。

（后评价部 吴 杰）

“曹主任，多为我们争取几个名额
吧，我们支部这么多入党积极分子，都
很优秀，我们实在是太难选了，落下谁
都舍不得！”在公司党政办公室，工程设
计党支部的组织委员韩卫东缠着曹主
任，希望公司向上级党委多争取几个党
员的发展名额。

正是这样，长期以来，公司党委重
视抓好做实党建工作，在党员发展工作
中，注重发展骨干，积极争取名额，按照
既定程序，扎实推进工作，就以改制以
来发展的5名新党员来说吧，已全部成
为中层领导。通过充分发挥党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从而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今年，
公司又将党建工作再上新水平作为年
度三项重点工作之一，通过开展党员责
任区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党支部
的战斗力。

在公司的发展历程中，党员
同志以身作则，在急难险重的工
作任务中真正起到了先锋模范
作用。2004年公司改制之初，共
有31名员工，其中16名是党员；
现在公司总人数已达到 235 人
了，党员队伍也发展到了 122

人。公司团队几年来在迅速扩大，但党
员人数始终保持在全体员工总数的50%
以上，作为一家非公有制企业，党员所
占的比例，已多年来成为我们引以为豪
的一个数字。

在党员同志的带动下，群众积极向
党组织靠拢，踊跃递交入党申请书。现
在各党支部书记手中握有20份沉甸甸
的入党申请书，而其中有16份是2009年
以后递交的。这说明了什么，这不正是
说明了我们党组织的吸引力与日俱增
吗？现在，一批又一批充满朝气和活力
的优秀青年员工成为党组织的后备力
量，将源源不断地为党组织输入新鲜血
液。如今，这些优秀的年轻党员活跃在
工作一线，已成为公司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党政办公室 李文华）

10月30日，工程设计院组织部分员工赴胜利
油田新大集团第六工业园参观学习，在水处理室
主任张晓云带领下40多名员工参加了此次活动。

新大集团是一家以玻璃钢产业为支柱，以机
械加工、管道防腐、采油井下作业、网络工程等产
业为辅的综合性企业。本次参观学习活动主要
围绕玻璃钢产品展开。

本次活动新
大集团方面非常
重视。他们组织
了多位技术专家
带领大家参观了
玻璃钢产品展览
厅、重点实验室
及加工车间，现
场给员工们讲解
了很多玻璃钢方
面的知识并解答
了 很 多 技 术 问
题，让我们的设
计专业人员对玻
璃钢产品从实验
到加工再到成品
都有了一个更加

全面崭新的认识。
参观学习人员都认为这次现场学习活动组

织的非常好，让大家对新型玻璃钢产品有了全面
的了解，这会为今后员工的设计工作提供很大的
帮助。

（工程设计院 窦 强）

十月，系统工程部非安装设备可研编制会战模
式比往年来得更早了一些。夜已经深了，腾讯通依
然在线上。或许他们已然习惯了这样的紧张节奏，
在精心的组织下，一切工作都显得那么按部就班。
十月份三项基础工作的夯实，对完成好非安装设备
购置项目起到了有效的助推作用。

首先在部门内部实施“1+1”结对子活动。一
是在抓新员工业务培养方面，为每位新员工安排
一名师傅开展一对一辅导。师傅从项目策划、调
研、报告编制、内审都全程参与，不但要扶上马，还
要送一程。二是做好思想工作。结合党员责任区
工作开展情况，实施党员和群众“1+1”模式，每位

党员针对新员工工作中的问题和思想波动，做好
有效的沟通和交流，保障了大家在高强度工作下
的思想稳定。

其次在质量控制方面更加严格。在加强质量
培训、典型案例剖析的基础上，又采取了三项举措：
一是实施《系统工程部咨询报告审查标准流程》进
行三级审核，严格执行退稿制度；二是强化部门内
审，主任、首席咨询师及有丰富经验的员工组成内
审组承担了内审工作，有效将存在的问题减小到最
低程度；三是审核内容更加多样化。从项目调研清
单、报告大纲、初稿、多媒体都逐一进行了审查，有
效保障了项目运行效率和质量。

第三抓节点控制，保障项目按期完成。一是做
好进度计划。从项目调研、大纲编制、初稿都有明
确的时间要求，做好各个节点的控制，每周部门例
会都要对项目进行督促和质询。二是做好项目有
序穿插。按照完成一个、审核一个的原则进行审
查，有效的节省了时间。经过近一个月的奋战，目
前胜利局14个非安装设备购置项目第一阶段交付
工作已经顺利完成。

汗水凝成荣耀，勤奋铸就辉煌。正是缘于这种
勤奋和付出，总结和探索，才确保了项目的顺利完
成。

（系统工程部 张同秀）

10 月 9 日，市场部召开三季度述职
会。会上，各市场负责人分别对三季度
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了述职，并就存
在的问题做了总结分析。

截至 9 月底，市场部已完成全年计
划任务的81.63%，其中三季度完成任务
量的31.17%，为全年计划任务的完成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本次会议对各市场开拓情况进行
了展望分析，特别对延长油田市场做了
重点研讨，与会人员结合各地区工作特
点对延长市场的下一步开拓提出了很
多客观的意见和建议，大家积极为延长
市场工作有序、健康、平稳的开展献计
献策。

市场部主任李明在会议中强调，
2012年前三季度，市场部克服了部分市
场项目减少，急、难项目增多，客户需求
不断提高和人力资源紧张等困难。大家
积极主动了解客户需求，协调人力资源，
开拓新的市场业务，较好地完成了年度
计划工作任务，成绩来之不易。但大家
通过工作分析，还要有清醒的认识，今年
以来，各市场承揽项目出现不均衡情况，
各市场人员要积极从自身查找原因，认
真总结分析，共同探讨工作心得，拿出解
决办法，并做好四季度工作计划，确保圆
满完成公司全年的生产任务。

（市场部 吴丽丽）

工程设计院组织员工赴新大集团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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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三项基础工作 助推非安装设备项目初战告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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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在去公司的路上看到
西三路科怡小区的路边上描绘了“二
十四孝”的宣传图片，内容表现的丰
富生动，有使人面貌一新的感觉。近
日又从网上看到了有关“新二十四
孝”的内容。自己一对比，居然能够
做到的才10条左右。俗话说：“百善
孝为先”、“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
也”，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照顾好、关心好自己家的老人，是
做人的道德底线。

回想这许多年来，时光如白驹过
隙，飞纵即逝。在自己为事业而忙碌
的日子里，不经意间父母已经从两鬓
斑白变成了满头白发。自己在父母
身边的时候也曾经有过十几天不照
面的时候，在闷头忙活自己的事，反
倒是到公司以后，只要不出差必“回
家看看”，通过与父母一起体检、一起
出游，做到了“新二十四孝”里面的更
多内容。对于父母，一些子女也常回

家看看，但是仅仅是看看、转转，眼里
没有活，表面上是孝敬父母，实际上
是给年迈的父母添麻烦。当然对于
如今绝大多数的老人而言，老人们更
渴望的是子女带来的精神愉悦，更需
要的是和子女的顺畅沟通，可能也就
不会太在意这些。公司有些同事一
年大部分时间会出差在外，对此也会
深有体会。在这方面我媳妇做的非
常好，她更多的是“常回家干干”，动
手洗衣服、做饭和搞卫生等，还经常
与父母一边干活，一边拉家常，因此
也受到父母的赞赏，经常在别人面前
夸奖媳妇的能干。

其实每人都应好好的珍惜这幸
福，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再
后悔莫及。孝敬老人也就是在好好
对待自己。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在
这里也祝愿大家父母安康。那么“新
二十四孝”你做到了多少呢？

（工程设计院 王传新）

天渐渐转凉，秋越来越远，每天行
走在上下班的林荫树下，看落叶纷飞诠
释着秋的含义，思绪随之飘扬。

秋天是个感伤的季节，更是感恩的
季节。它没有春天的鸟语花香，没有夏
天的绿树成荫，也没有冬天的白雪皑
皑，秋是独特的，是落叶归根的季节，是
收获的季节，秋天教我懂得了感恩奉
献，教我学会了谦逊不卑。

“落叶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
花”，秋天的落叶是神圣的，尽管落叶已
没有了春叶的可爱，夏叶的蓬勃，但在
枯萎之下，是落叶最可贵的奉献精神。
经过了春天的洗礼以及夏天的茂盛，在
秋日来临，生命将尽的秋叶仍然以黄金

火红装点着大地，为天地
展现自己的最后一次美
丽。秋风吹过，落叶归
根，为感激大地母亲给予
的滋养而全身回报。秋
叶坦荡而安详地融入泥
土，化为养料，孕育春的
希望。

“稻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一年好
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
时”秋天就是这么的热
闹，这么的令人向往，但
是瓜果遍地的秋天更多
的是谦逊。在人们一片
赞叹声中，秋却用那挂满
了果实的枝丫诠释着谦
逊，用丰收了的庄稼诠释着含蓄，喜获丰
收却不骄不躁，面对褒奖却含蓄内敛。

喜欢秋的感觉，是惯于心的、久违
的，在金色的季节，在秋的含义里，愿我
们都多一些感动感恩，多一些奉献与无
私。当想做什么就去做的时候，多一些
酣然，少一些浮躁与喧嚣，少一些失落
和后悔。

（工程设计院 王素贞）

今年，因华北分公司洛
河油田项目需要，我们项目
组成员常驻郑州，在永威西
苑公寓“安家落户”。长期出
差最大的煎熬是想家，想念
家里饭菜的味道、想念家里
亲人的唠叨……

公寓就是咱们的家
好在公寓里电器、炊具、

餐具……应有尽有，一如家
的温馨与便利。渐渐地，公
寓就成了咱们的家。工作之
余，大家“各显神通”，做上一
桌 家 常 菜 ，围 在 一 起 唠 个
嗑。吴德亚的粉蒸肉、郭振
廷的可乐鸡翅、唐红军的酸
菜鱼……那都是你买不到的
美味！

公寓也是大家的家
每当“老家”来人的时

候，大家总是很兴奋，拉着问
长问短，公司有啥新鲜事？

东 营 城 区 改 造 进 展 如
何？……通过公寓这个平
台，其他部室原本符号化的
姓名，一个个生动鲜活起来，
大家增进了了解，也促进了
合作。

公寓还是“爸爸的家”
还记得端午节的时候，

媳妇带着儿子来郑州看我，
也住在公寓。不到3天时间，
儿子就和一同留守的吴德
亚、张丽萍、李进混得倍亲。
回去后还经常给我打电话
说，要来郑州“爸爸的家”，找
叔叔阿姨一起玩。

最 近 我 在 北 京 学 习 法
语，相对郑州的公寓热闹，北
京的公寓稍显冷清，但冷清
有冷清的好处，我可以安心
学习与思考。无论身在何
处，吾心安处是吾家。

（海外工程部 姚坤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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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心安处是吾家

左盼右盼终于盼到十一国庆长
假，本打算带妻子出去游玩一下放松
心情，后因一点小插曲决定回老家看
看父母。

正好今年十一跟中秋假期混搭
一起，又赶上国家施行高速路免费的
政策，9 月 30 日出门的时候堵在了东
营高速路口处，着急！归心似箭。看
着长龙似地车流，只能随大流龟进。
还好一路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走
走停停的状况，未进服务区休息，一
路奔驰回家。

刚到小区就见到母亲翘首以盼
的身影，下车总不免埋怨几句：我们
路上堵车，没必要出来迎我们，到家
自然就看到我们了。母亲听完总是

一句：“这么远的路，你们开车回来我
不放心，出来看着稍微心安一些。”其
实母亲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在我的
记忆里，母亲不管工作还是生活都很
严谨，在工作上为单位奉献了三十多
年，退休之后公司领导还经常过节的
时候来慰问；生活上也是如此。

记得小时候的我特别调皮，由于
父母工作的原因，我一岁半的时候被
送进托儿所，那时候不懂事，在托儿
所经常跟小朋友打架，结果晚上放学
家长接孩子的时候，母亲总是被告状
最多的一个，每到这时母亲总是给人
赔礼道歉，然后狠狠的教训我一顿，
那时候总觉得自己的母亲太“坏”，别
的小朋友的家长都是维护自己的孩

子，就我母亲教训我。十多岁的时
候，人家孩子都乖乖读书学习的时
候，我跟一群小朋友上山下海的到处
胡玩。有一次跟三个小伙伴趁放假
偷偷坐车去海边玩，结果一时玩得兴
起，忘了回家的时间，回家的交通车
没了，身上也没钱了，那时候也没有
手机这种便利的联系工具，眼见天黑
了四个小孩手足无措。还好认识一
位近处的阿姨，我带着他们三个去找
人家帮忙回了家，到家之后一顿胖揍
少挨不了的，事后才知道母亲为了找
我把楼上楼下的朋友都发动起来几
乎找遍了整个城区。类似的事还有
好多，比如跟母亲去蓬莱阁玩自己跑
着跑着走丢一事，再比如跟小朋友玩

捉迷藏躲到垃圾箱里最后臭哄哄回
家一事……长大之后母亲经常说起
我小时候的事，她都笑着说：“我就奇
怪了，我跟你爸都是挺正常的人，咋
当时就生了你这么个妖孽。”

等自己考上大学之后，母亲少了
些训斥，多了些唠叨，打电话过来就
是问问“工作（学习）上顺不顺心”、

“天冷了有没有穿足衣服”、“有没有
好好吃饭”……刚开始的时候还嫌母
亲唠叨，有些不耐烦的情绪，每到此
时，母亲总是沉默，然后匆匆嘱咐几
句就挂了电话，但慢慢的，也许是自
己真的长大了，自己能够体会到母亲
唠叨的时候那种关心、那种疼爱、那
种儿行千里母担忧的情感，学会了倾
听，静静的听着母亲那听似唠叨实则
关心的话语，整个心都是温暖的。

永远不要嫌母亲管着你，不让你
这样不让你那样；永远不要嫌母亲唠
叨，啰嗦；永远不要向母亲发脾气。
记住，天底下最关心、最爱你的就是
你的母亲。

（后评价部 吴 杰）

母 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