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室内呆久了，总想出去转转；看多了
荧屏中的探险，总想有机会亲身体验。6月
22日，这一小小的想法实现了。虽然青州小
雨，但这并没“淋湿”设计党支部广大同事前
往岸青峡谷“驴行”的热情。大家一早在百
合广场集合，兴致勃勃的踏上了徒步之旅。

岸青峡谷，坐落于青州岸青村，呈东西
偏南北排列。整个峡谷深邃幽秘，悠然恬
静；峡谷在郁郁葱葱的山林中若隐若现，山
林隐藏在如烟似雾的细雨中朦胧飘渺，一幅
水墨山水画尽收眼前！如此之美景使大家
忘记了坐车的疲劳，开始迫不及待的向峡谷
进军。

“驴行”不同于旅行，这里没有人工砌好
的台阶，我们只能沿着前人踩踏过的痕迹前
进——时而拨开草枝，时而嬉水过河，时而
踩石登高，对于这步步有景，处处有情的大
自然，我们怡然自得、乐在其中。

不知不觉已由峡谷来到上山路，相对的
攀爬难度也变大了，每一步的山路都变得湿
滑，步履越来越慢，两旁的风景也顾不上看，
只顾喘气了。但每到难走的地方，都会有身
强力壮的同事们停下来帮忙。大家手牵手，
你拉我一把，我扶你一下，就这样我们翻过
了一座又一座头，用我们的勇敢、团结坚持
了下来，完成了对自己的挑战。

不因路途遥远而灰心丧气，不因道路艰
难而停滞不前，这是大家在一起的力量。我
们一路前行，一路互助，乐观向上，这就是我
们的精神！

雨中“驴行”，山美、水美、人更美。
（工程设计院 王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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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细 管 理 促 发 展 团 队·责 任·成 长
——济青二线环评项目有感近日，公司连续组织两场物资采购招标活动，

在进一步加强精细管理的同时，为公司有效降低
了经营成本，提升了管理水平。

公司新办公区今年下半年将进行室内装修工
作，为加强此项工作的规范管理，公司在确定办公
区内部装修设计方案后，便着手准备大宗装饰材
料的招标采购工作。经过前期工作筹备，由工程
设计院造价室负责组织市场考察，落实材料供应
商资格及推荐工作，并最终落实14家供应商参与
投标。4月21日，由公司领导、经营、财务、纪检和
造价等相关人员组成的招标委员会进行了现场评
标，整个评标过程规范、透明。评标人员通过综合
对比材料图案、品质和价格等综合因素，采用无记
名投票方式现场评出了中标单位，并第一时间发布
了预中标公告。东鹏三种规格的瓷砖、德国爱仕两
种型号的壁纸和TATA木门分别中标。

按照公司员工工作服定制工作要求，上半年由
工会牵头组织了工服定制招标工作。通过前期对
比考察，工会落实了三家服装供应商参加现场投

标。最终由公司领导、财务、纪检、工会和职工代
表等相关人员组成的招标委员会按照评标流程通
过综合对比服装颜色、面料、做工和价格等综合因
素，现场评出了中标厂家并第一时间发布了预中
标公告。喜尔得服装公司中标。

确定中标单位后，公司财务、造价、工会等相
关人员分别组织与中标的各厂家就单价、增值税、
安装、工期及损耗等内容进行进一步的谈判。经
过谈判，各厂家均在投标报价的基础上再次进行
了价格优惠，并于5月底前全部与公司签订了供
货及施工合同。

通过规范组织物资和项目招标工作，公司靠
科学运营持续提升管理水平，用精细管理有效降

低经营成本，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万薛峰 白雪 曾勤）

今年年初，公司承接了中石化天然气分公司济
青二线环评项目，这是继新粤浙项目之后环境工程
部承接的又一交通运输类环评项目，我有幸成为项
目组的一员。在项目运行的这半年时间里，我学到
了很多东西，积累了不少经验，感受到团队的温暖
与鼓励，同时也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

油气管道是线性工程，动辄几百、上千公里，因
此踏勘现场肯定免不了沿线的长途奔波。虽然我
参加工作之前积累了一些野外工作经验，但对于线
性工程环评项目踏勘要点还一无所知。好在有我
们的总工王述彬带队，在他的指导下，从首站到末
站的四百多公里，我们用心的查看每一处河流、公
路、铁路穿越，详实的记录下每个站场的周边环
境。大开挖、定向钻、箱涵、爬升式穿越，这些词汇
的概念沿着管道路由在我们脑海中一一铺展开来。

现场环境并非如 GPS 上规划的航迹那般平
顺。比如一个站场设在养牛场附近，我们在牛粪上
步行数百米才到达；又比如车子陷到化冻的农田当
中，我们买铁锹然后一直挖到傍晚……在紧张的初

次野外踏勘期间，每一天都会遇到“突发事件”，但
我们总是能够团结起来“拯救自己”。无论身处农
田、河畔、路肩与道口，还是经历狂风、严寒、暴雪与
泥泞，项目组成员始终情绪高涨。因为在这些多变
的环境当中我们不仅学到了新的知识，还收获了更
加亲密无间的“战斗情谊”，这种精神状态使我们每
天早上都能够心情愉快的开始一天的工作。

踏勘后的资料收集与线路协调阶段，项目组成
员开始逐渐

“单飞”。这
时候往往要
独自与政府
官员、委托
方和其他咨
询单位讨论
结合。这个
过程冗长繁
琐，千头万
绪，考验我

们的除了“技术”之外更多的是“技巧”。很多重要
的事情需要自己在短时间内做出决定，给对方一个
交代。作为一名新人，起初忐忑的问自己“这种重
要的事情为什么会轮到我去做决定？我这样做行
不行？”直到——

公司领导说：“你们这些小伙子，一定要积极参
与这样的项目，大项目是培养锻炼的最好机会。”

寇玮主任说：“放手去干，你一定能行。”
王述彬总工说：“不要怕犯错，只要努力，大家

都会成为专家。”
这些都让我深刻的感受到公司对年轻人的信

任与期望，我们需要面对的事情既是考验也是历
练。

如今，济青二线项目报告的初稿已经成型，项
目运行逐步进入后期。通过这个项目，大家积累了
丰富的知识与经验，感受到森诺优秀的团队精神，
在未来面对同类项目时我们会更为从容，配合更加
默契、高效，这样成长的经历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宝
贵财富。 （环境工程部 康 蒙）

6月16日，是一个让我一生铭记的日
子。因为2003年的这一天，我来到公司，
成为了一名森诺人。这十年，森诺承载着
我人生梦想，美丽的梦想。

2000 年，梦想开始的时刻。由于工
作关系，我于 2000 年开始逐渐接触森诺
（原评估公司），并从内心喜欢上了这里的
工作。这开启了我成为一名评估咨询工
程师的梦想……那时候的我深知梦想与
实现还有很长的距离。尽管如此，这个梦
想仍悄然在我心中积聚着能量，我开始有
意识的关注和学习项目调研、可研编制、
财务分析、项目管理、英语等方面的知
识。

2003年，梦想成真的时刻。2003年3
月份，偶然间看到了胜利局域网上发布
的招聘信息，我的内心开始涌动和不安
起来。涌动，是因为进入公司的机会向
梦一样到了眼前；不安，是因为我无法预
知自己能否通过考试选拔，让梦想成
真。那真是一段坐卧不宁的日子……在

领导和组织部门的大力帮助下，我终于迎
来了 2003 年 6 月 16 日这一天。清晨的曙
光伴着清新空气，让我更加感受到梦想成
真的不易，所以也告诉自己要珍惜承载着
自己梦想的平台。十年来，为了能适应自
己的岗位，让梦想更加美丽，我时刻不放
松自己的学习，从最初注意学习相关业务
知识，满足项目专业需求，并最终成长为
行家里手；到走上中层领导岗位后，注重
学习管理知识，与我的团队共同成长；今
年我又在深入学习节能、钻采的相关知
识，以尽快适应新的岗位要求。我知道，
因为有美丽的梦想，让我在前行的道路上
身心更加强健、坚定。

未来，梦想持续的日子。公司的平
台，给我带来了职业的尊严和个人的成
长，我热爱她，一如我梦想放飞的初始。
今后的日子，我将一如既往，在快乐中坚
守 ，在 前 进 中 收 获 ，让 美 丽 的 梦 想 持
续。

（节能工程部 徐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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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鲁明科研中心开展合作两年
多来，公司先后承接了“五号桩油田
桩23块特低渗油藏开发技术政策研
究”“广利油田莱87块新区产能建设
方案”“广利油田莱78块新区产能建
设方案”等3个产能建设方案项目。
过硬的技术、超值的服务，换来的是
鲁明公司高度的信赖。

莱 87 块作为鲁明公司 2013 年
的重点产能项目，按照滚评建一体
化思路，拟滚动建产能7万吨。从该
块完钻2口探井、1口油藏评价井开
始，项目组即进入边跟踪、边研究、
边优化方案设计的工作中，在初期
方案设计27口井的基础上，目前已
完钻7口产能井，项目组一直保持动
态跟进，不断深化地质认识，调整优
化方案设计，目前优化方案已进入
全面实施阶段。

“专业+服务”，使我们在6月份
的新一轮竞标中又赢得了莱87块方
案跟踪数模等后续服务项目：“莱87
块方案调整及优化研究”（同时要求
提供后续服务一年）。

该项目是我们公司首次承担的
跟踪数模类项目，既是对我们方案
编制科学性、实用性水平的检验，也
是对我们精细三维地质建模、数值
模拟技术应用水平的一次考验。

“莱87块方案调整及优化研究
项目”的组织开展还有其重要的意
义，它可满足鲁明公司滚动建产方

案及可视化开发管理的需要，利用地质模型开展数值模
拟工作，指导其实现该方案实施中的井位优化调整及后
续合理注采调配、可视化动态跟踪分析与开发效果预测
预警等目的，从而为中孔低渗高角度构造-岩性油藏提
高采油速度与采收率等提供技术支持，为鲁明公司数字
化油藏模型的快速有效推进建立样板，同时也会为今后
胜利油田推广建立数字化油藏工作起到促进作用。

勇于挑战，不断进取。做好“莱87块方案调整及优
化研究项目”将为公司今后开拓油田市场提供一项新的
技术服务支持，从而打开我公司在数字化油藏技术服务
领域的新局面。

（勘探开发部 吴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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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一辆载着个“大家伙”的卡车缓缓
驶入现河采油厂河50注水站。这个“大家伙”便
是刚刚加工成整装撬块的超滤膜试验装置。试
验装置进入现场，标志着该项课题研究向胜利
的目标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

公司“十二五”发展规划将油田污水处理和
资源化利用作为业务开拓的重点。随着油田低
渗油藏开发力度加大，给精细注水业务带来了
广阔的市场前景，因此公司领导审时度势，在继
含聚污水资源化利用取得技术专利后，又继续
利用国内外近几年迅猛发展的超滤膜技术，结
合油田含油污水的特点，提出了精细水处理的
试验课题。工程设计院水室通过反复研究对
比，决定采用国外 PTFE 超滤膜和国内耐高温
PVDF超滤膜进行试验推广。

该课题于2012年初启动，是首次由公司独
立投资开展的试验课题。项目启动以来，项目
组成员攻坚克难，历经超滤膜设备调研、编制开

题报告、试验方案设计、试验装置招投标、试验
装置加工等几个阶段，历时一年半的时间。本
次试验装置进入现场，标志着课题最关键的试
验阶段即将展开，我们期待着该课题研究在未
来的2个月里获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工程设计院 张晓云 朱悦 孙玮）

开展项目后评价工作过程中，所需资料填
报涉及部门多、内容广、数据繁琐、工作量大。
其中包括项目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形象工程
进度、自我总结评价报告等10项基础资料和26
张表格，涉及地质、油藏、钻井、采油、地面、投
资、财务、安全、环保、节能等多项内容。

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资料填
报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事关后评价报告的质量关
键。

为进一步提高后评价报告水平，后评价部
结合近几年企业资料上报中存在的问题，编制

了企业后评价上报资料填报说明和注意事项，
通过提前组织到相关企业开展培训工作，促进
资料收集工作水平有效提升。

6月8日，后评价部曲秀娟首先来到新春采
油厂开展培训工作。她对照资料清单、相关表
格就资料录取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和资料的
具体内容作了详细的解释说明，并就采油厂提
出的问题进行了现场答疑。通过开展此类培
训，为今年后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后评价部 曲秀娟）

日前，由公司信息工程部承担的西北油田分公
司区块投入产出效益评价软件项目顺利通过阶段验
收。

今年4月份，西北油田分公司为提高生产经营
精细化管理水平，实现油田开发区块管理目标，委托
我公司实施区块投入产出效益评价项目。该项目涉

及生产经营数据多，业务梳理、数据集成、整合及建
模工作量大，需要从甲方现有多套信息系统中抽取
数据，数据整合、分摊及算法复杂。

接到项目委托后，于文辉和程世贵两名同志马
上赶赴新疆开展现场调研，他们与西北油田分公司
财务处领导和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入探讨，确定了项

目建设的总体思路和数据接口方案。
调研结束后，项目组成员于文辉、程世贵、赵燕、

张晓平牺牲休息时间，加班加点抢进度。最终，按照
甲方要求在两周时间内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软件开发
工作，并顺利通过项目汇报。

西北油田分公司财务处领导对项目在第一阶段
的实施效果十分满意，对项目组成员提出表扬，并鼓
励大家再接再厉完成项目后期工作。

我们将继续做好下一阶段工作，持续推进西北
市场的业务开拓。

(信息工程部 朱启胜)

精细水处理试验
装置进入现场试验环节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后评价资料填报培训工作启动

西北油田分公司软件项目顺利推进

动笔写这个题目，源于自己的一次“被感
动”。

前段时间到江苏太仓参加“业绩突破”培
训。从淄博坐高铁到达上海虹桥站已是下午 5
点，计划中我们需要再经过地铁、跨省公交车和
出租车的周转，约三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正着
急时，培训公司一个 85 后瘦弱的小姑娘马君，带
着亲切的笑容来到车站迎接我们。小马一路嘘
寒问暖，陪同我们辗转到了培训地点，帮忙办理
了入住手续，立在电梯门旁，送我们上楼休息。
从她靠近我们、略前倾的姿势，从她一路追随我
们身影的眼神，渗透出她真心服务的心意。我想
我是被感动了，以至于推介给朋友培训课程的时
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联系马君。

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令人感动的人。
王睿，长期在成都出差，忙碌时几乎每天熬

夜到两、三点钟，但从无怨言，她的执着和坚韧是
有目共睹的。因为她的敬业与付出，2012 年《新
场气田JS气藏2011年产能建设项目造价分析》项
目得到了中石化以及西南油气分公司各级领导
的一致好评。凡与王睿合作过的客户通常对她
的工作态度都会由衷地佩服。

姜晓健，默默无闻的热心肠。当你出差在

外，家里有需要运行项目、买机票付款、分东西之
类的杂事，找他帮忙很靠谱，也许他自己正忙于
手头项目，但还是会乐呵呵地说，放心，没问题。
与这样的同事在一起，我们永远都会感受到轻松
和温暖。

不能被动地接受感动，我们都可以成为感动
别人的人。

其实一句问候、一个关心、一个创意的小礼
品，可能都会成为感动对方的开始。我们在保证
产品质量、项目进度的同时，良好的职业素养、严
谨的工作态度和真诚的相互交流都可能会给客
户带来深层次的内心感受。同样，与身边同事在
一起也不仅仅是为了合作完成一项工作，相互的
理解、无私的指导和彼此的关注，可能才是维持
大家朝夕相处的纽带。

我们忙碌地工作着，希望有份好的收入，渴
望被大家认可。这就需要我们的公司健康稳定
地发展，有良好的工作氛围，被广大的客户信
赖。希望每个人都能有感而动，用心行动。

感悟良多，还是得知行合一，不知道如何做
起，就从学习身边好榜样开始吧！

（质量管理室 林杉杉）

有感而动 用心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