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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在甘肃兰州饭店召开了新粤浙外
输管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甘肃段）评审
会，会议由甘肃省环保工程中心组织，我公司协

办。参会的有兰州大学教授吴军年、中科院
寒旱所研究员李丁华、甘肃省环保厅生态处
处长李军、甘肃省环科院及地方环保局等十
四家单位的17名专家；中石化天然气分公司
方浩副总工程师、张光华处长，公司总经理
吴风柱，相关设计、评价单位同时参会。

会上对项目路由的合理性、敏感点识
别、地下水监测、项目环境风险等问题进行
了深入分析探讨，并明确了保护区规划中
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我公司报告的修改完
善提出了具体要求，推动了新粤浙项目环
评工作的向前发展。同时也有效地锻炼了

我公司环评队伍在大型项目中的应变能力，积
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北京公司 张 文）

近日，中石化发展计划部在成都组织召开川
气东送工程后评价协调会。天然气工程项目管
理部、中原油田普光分公司、勘探南方分公司、勘
探开发研究院等多家单位参加会议。公司副总
经理张洪臣、副总工程师姜祥及后评价部、节能
工程部、工程设计院等部门10余人参加会议。

该项目我公司主要负责勘探开发部分评价
工作。会上，后评价部韩德辉对项目的阶段性成
果及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和下步打算进行了详细
汇报；中石化咨询公司、河南油田评估公司等单
位对项目中净化厂和管道工程的后评工作情况
及相关结算审计情况进行了汇报。

中石化发展计划部贾士超处长在听完汇报
后指出，川气东送项目重大且复杂，是一项优质
生态工程，中石化党组对该项目的后评价工作非
常重视。目前，各个评估单位工作进度不一致，
森诺公司承担的勘探开发部分内容复杂，工作量
大，但他们在工作进度的把握上却积极主动，阶
段成果工作细致，问题分析透彻。希望接下来各
业主单位与评估单位继续密切合作，评估单位采
取有效措施，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顺利完成评估
报告。

今年3月，“川气东送工程后评价（勘探开发
部分）”正式委托我公司承担。该项目工程量大、
数据量大、资料繁多、时间跨度大，与常规后评价
项目相比，还增加了前期勘探工程后评价和项目
管理后评价等内容。接到委托后，公司非常重
视，成立了包括勘探、开发、钻采和地面工程专业
人员的项目组，并认真组织了项目前期策划工
作。在4月召开的川气东送工程后评价启动会上，我们的策划内
容就获得了中石化发展计划部领导的认可。

从4月份开始，项目组成员克服种种困难，积极进行前期资料
的收集及分析工作。项目负责人韩德辉先后赴达州与成都，到普
光分公司及勘探南方分公司进行资料收集和现场交流；负责钻采
工程的翟永明和段志刚等人积极采用电话、邮件等方式与相关单
位联系；负责地面工程的陈龙军、王辅晓、李莎等人几十天的时间
里在普光分公司档案室翻阅了上千份纸质资料……

目前，项目组已初步理清了普光气田主体建设的相关内容，
正对普光气田大湾区块及周边区块的各类资料进行分析总结，各
项工作正按照计划进度有条不紊地进行。 （后评价部 刘春明）

7月31日下午，东营市市区国税局税源管
理一科周科长、孟科长一行8人来我公司检查
指导营改增工作，现场查验了税控设备并就营
改增所涉及到的问题和财务人员进行了交流。

按照财政部的要求，8月1日起山东省部分
现代服务业都要完成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工
作。公司财务资产部也按照市国税局的要求
积极进行了营改增的各项准备工作，对工作人
员进行统一培训并购置了增值税专用设备。

根据市区国税局的前期工作验收，我公司
各项营改增的准备工作符合要求，8月1日起可
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

8 月 1 日
凌晨一点，孟
科长一行现
场观看了我
公司开具发
票的情况，并
对公司营改
增工作的组
织开展情况
给予充分的
肯定，同时对我公司积极支持市区国税局工作
表示了感谢！ （财务资产部 张海波）

根据公司 2013 年客户回访工
作安排，市场部于近期组织了对重
点市场和客户的回访工作。

针对上半年各目标市场运行情
况，市场部在6月份制定了回访计
划表，筛选出“东北油气分公司秦家
屯油田集输及注水系统改造工程可
行性研究”“华北分公司洛河油田延
长组油藏综合地质研究及开发方案
部署”等近百个重点项目开展回访
工作。在回访过程中，我方人员与
客户通过面对面座谈或电话回访等
方式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广泛征求
客户的意见和建议，并请客户填写
了《客户回访记录表》和《项目满意
度调查记录表》。

今年的回访工作覆盖了公司
所有项目类型，并且把正在运行的
项目也放入本次回访范围内。经
过近三个月的紧张工作，市场部共
组织回访了39家客户单位，较去年
增加了 8 家；涉及 98 个项目，较去
年增加22个；同时，有效回收到《客
户回访记录表》23份、《项目满意度
调查记录表》65份。接下来，市场
部将抓紧时间汇总好回访信息，交
由质量管理室进行顾客满意度调

查结果分析。
随着客户回访工作的开展，最终形成的顾客

满意度调查分析为公司更好的了解客户需求，持
续提升服务质量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市场部今
后将常态化开展此项工作，并设专人负责组织、
协调，进一步做好对客户反馈信息的登记管理，
将客户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给项目负责
人和相关部门。同时，还要形成回访信息处理程
序，对反馈时间和反馈对象明确要求，确保工作
的规范化运行，最终实现公司产品质量和服务水
平的持续提升。 （市场部 周志刚 吴丽丽）

7月份以来，海外工程部驻阿
尔及尔项目组通过对扎尔则油田
开展动态分析，制定油水井工作
量 79 口；其中油井工作量 56 口，
水井工作量23口。截至目前共实
施油井工作量 37 口，其中扶停 10
口，冲砂 13 口，除盐 14 口。随着
调整的实施，近期油田产量明显

上升，日产油水平由6月份的2424
方/天上升到8月份的2592方/天，
增加 168 方/天。接下来，项目组
将进一步加强剩余工作量的实施
与跟踪。

同时，项目组还在开展主力
层 F4 油藏底层的注水效果分析，
针对 F4 油藏底层停注水井多、局

部不对应，吸水资料少、井网不规
则等突出问题，从平面井组注采
比、纵向小层注采对应率、产量压
力保持状况等方面入手，评价整
体注采现状，分析重点问题井组，
制定具体治理措施，进一步夯实
扎尔则油田稳产基础。

（海外工程部 姚坤乾）

7月31日，集团公司科研项目
“中深海石油工程技术研究与评
价”中期验收评审会在北京吐哈宾
馆召开，我公司参与研究项目顺利
通过验收并获得评审组长何生厚
的好评，评审组认为项目研究内容
深入、成果详实，对开展中深海油
气项目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该项目研究周期长达3年，公
司参与了其中的子课题“中深海石
油工程（采油、集输）配套技术与安
全环保技术研究”，主要负责中深
海采油工程和滩浅海集输技术的
研究与评价。

项目研究内容为国内前沿领
域，目前国内中深海自主技术的应
用局限于300m水深以浅，300m以
深核心技术基本为国外各大公司
所掌握。研究工作面临着国内资

料少、应用案例少、国外资料收集
难度大的问题。

自2012年8月正式立项以来，
公司挑选对海上采油技术及外部
合作具有较强经验的人员成立了
项目组，项目组制定了详细的实施
计划，排出各研究部分运行节点，
采取多种方式开展研究。一是利
用地处胜利油田的优势，开展胜利
油田滩海采油、集输技术调研；二
是与合作方上海局结合开展了东
海春晓、平湖气田群采油、集输资
料调研；三是通过 CNKI、VIP、万
方、SPE以及国外石油文献数据库
等进行检索、收集；四是查询最新
出版的相关专业图书、科技报告；
五是参加2012中国海洋工程装备
技术论坛会议，了解新技术、新装
备。

通过研究查阅近三百篇国内
外相关研究与应用成果，翻译国外
资料近 3 万字以及参加国内相关
研讨会议，采用集中办公方式开展
工作，项目研究按合同计划完成中
期成果。目前“深水油气田开发对
采油工程配套技术及装备的要求”

“中国石化滩浅海油气田采油工
程、集输工程配套技术对深水的适
应性”“国内外深水油气田采油工
程配套技术现状及发展方向”“国
内外深水油气田采油生产设施及
施工装备现状及发展”“国内外深
水油气开发项目采油工程投资估
算及运行成本”等部分研究内容已
全部完成。“国内外深水采油工程
安全、环保技术现状及发展方向”
研究内容待按合同计划进一步开
展。 （节能工程部 李 英）

新粤浙外输管道工程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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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国税局来公司检查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工作

川
气
东
送
工
程
后
评
价
工
作
顺
利
推
进

做
好
回
访

持
续
提
升

扎尔则油田动态调整初见成效

“中深海石油工程技术研究与评价”
项目顺利通过中期验收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最近这一个月，东营的雨，一直下个不停，或
淅淅沥沥，或瓢泼大雨。睡梦中时常被轰鸣的雷
声惊醒，打个哈欠，抱怨着明天小区门口又要积水
了，想想路上撑着伞被淋的样子，心中好不痛快。

STOP!STOP!谁让你跟这儿煽情抱怨的，要知
道比起革命老区延安的雨，咱东营这点儿雨只能
说是“洒洒水”。

7月3日至27日，延安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持续
强降雨袭击，引发洪涝、滑塌、泥石流等特大自然
灾害，这次持续强降雨是延安自1945年有气象记
录以来过程最长、强度最大、范围最广的降雨，延
安境内公路、铁路由于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
害一度全部中断。

自然灾害面前，人们不只是感到无奈，更多
的是积极适应困难。工程设计院水室的段夕强
和市场部的高健就还坚持工作在延长油田的
现场！

今年工程设计院水室组织开展的超滤膜撬块
小试进展顺利，该技
术 的 市 场 调 研 和
BO 模式推广也在
胜利油田和延长油
田积极开展着。段
夕强和高健此时正
身处延安，从事为延
长油田提供超滤膜
撬块技术的现场调
研工作。

由于调研工作
时间紧迫，段夕强、
高健和延长油田的

技术人员只能冒雨驱车赶往位于延安市区150公
里以外的黄陵县和旬邑县两个区块进行污水处理
现状调研。山路崎岖难行，再加上强降雨的袭击，
随时都有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危险！车辆必须非
常缓慢小心的行进。为了节约时间，他们晚上就
借宿在当地村民家中，山区里手机没有信号，无法
与管理区人员做详细沟通，段夕强和高健就冒雨
在泥泞山路上跑前跑后，尽量将调研记录做得更
周全、更充分。最终，他们克服恶劣的天气状况，
在甲方要求的两天之内完成调研任务。

森诺人身上的“德”和“行”，体现了“森诺”名
字的意义——森立稳健，诺行德远。再大的雨水
也冲不垮我们坚强的工作意志，再恶劣的环境也
阻挡不了我们对客户信守的承诺。

衷心的祝福在外奔波的森诺人工作顺利，一
路平安！也祝福延安灾区的人民早日重建家园，
坚强安康。

加油，森诺人！加油，延安！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延平兮归故乡，安得猛
士兮守四方！

（工程设计院 孙 玮 陈友先）

今天是我的生日，早上收到白雪
的会话，说公司送我一个生日蛋糕，杨
敏也来话说：“这是你来公司的第一个
生日，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还习惯
不？祝你生日快乐！”

工作的日子过的很快，看到会话
我心中一跳，这么快就又老了一岁！
来到公司第一个生日，两位姐姐的祝
福让我感到了温暖和快乐。

离开了生活 20 多年的家和爸爸
妈妈，没有人会不伤感的。

记得第一次来东营面试，下飞机
已是晚上，我看着窗外陌生的风景感
觉哪里都不如长春的好，心里哇凉哇
凉的，想着以后这就是我工作生活的
地方，心里的迷茫都不知道怎么表达。

面试过程中，杨敏、曹铮老总还有
姜董，都出乎意料的随和，跟我谈生
活，谈爱好，都是很随意的话题，我整
个人很快放松下来，对公司的初印象
真的是极好的。

被录用后，造价室的领导、前辈和师姐师哥们让
我很快找到了家的感觉。曾勤、闫筱歌还有苏乐比我
大几岁，但他们工作上已经很职业干练了，还有工作
之余大家爱说爱笑的性格，让我感觉时刻都有欢乐陪
伴；我的师傅宋敏，有问题时她总会细心的给我讲解
并且举一反三，陈龙军是宋姐的师傅，和蔼亲切，对待
工作很认真，是公司造价专业的骨干；韩卫东主任工
作经验丰富，知识面非常广，但是人却很亲切。平日
里，大家在紧张的工作中互相照顾，相互影响，让我在
初入职场时心中有了更多的力量和勇气。

再说公司送我的生日蛋糕，给我在远离家乡、有
点孤独的时候送来祝福，带来温暖；还有老妈收到公
司第一份森诺报时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里面还有一
封给家人的信，让她们心里多了一份欣慰，一份安心
……

这点点滴滴都让我为选择公司而骄傲。
其他的不多说了，女生的多愁善感，随笔记录一

下我此时的心情。希望公司可以永久的顺利的发展
下去，越来越好。

（工程设计院 刘 敏）

“家”是天底下最珍贵的东西。困难
时，她可以使我们同舟共济、共度难关；
孤独时，她可以给我们温暖亲情、幸福爱
心。我是山东滕州人，但我心中还有一
个远方的家——华北办事处公寓。

这个家，是一个传递温暖的地方。
每次经过十多个小时的火车颠簸，大家
在清晨时匆匆赶到公寓，进入家门看到
已经准备好早点热情迎接我们的同事，
心里顿时温暖了许多；再冲个热水澡，身
子也轻松了许多。在接下来出差的日子
里，大家一起工作、学习和生活，工作时
一起交流，做饭时一起帮忙，相互照顾、
和谐相处，就像一家人一起创造着家的
温暖。

这个家，又是一个充满亲情的地方。
工作中遇到难题，大家会主动帮你解疑
释惑；生活上碰到困难，很多人又会帮你
出谋划策。华北项目组的鄂南开发动态
分析子项目一直很忙，项目组不仅要按
照甲方要求一周内完成红河油田 219 口
井的产量预测和单井经济评价，还要编
写7口井投产地质设计，还有大牛地气田
1 亿方和 2 亿方产能后评价的研究工作。
为了帮助我们几个年轻人快速成长，部
门老师傅们就利用周末和晚上的时间，
在公寓为我们培训相关软件的应用知
识，介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和技

巧。前段时间，家里有事使我的情绪比较低落，陈狄主任和
郭振廷师傅很快发现了我的变化，分别跟我交流谈心，领导
的关心加上身边同事积极向上的氛围也感染着我，我的心
情很快“由阴转晴”。

在我们的外部市场，像郑州这样的“家”还有很多。这
些“远方的家”为我们在前线奋战的森诺人提供了舒适的生
活环境和快乐的工作氛围。我们要爱惜我们的家，因为温
暖的家让我们有了归属感。

（海外工程部 冯保华）

夏天是一个燃烧的季节，青春与梦想在这
里擦出灿烂而美丽的火花。

来到公司已有月余，我正在慢慢的适应这
里。以人为本的文化、富有挑战的工作、团结
友爱的同事，这里的工作生活充实而快乐。

入职培训后，我们被派往中石化华北分公
司的项目现场。在海外工程部师傅们的帮助
指导下大家很快进入了角色。前辈们对工作
积极严谨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时间紧、任务重”是对华北工作的最好概
括。这就需要靠严谨、细致、高效的工作来保
证任务的顺利完成。例如水平井地质设计
——跟踪——调整就是一项需要责任心又非
常耗时耗力的工作，大家为了能够准确地把握
钻井情况，除做好重点井实时跟踪分析，还要
工作到深夜，等待华北分公司的现场钻井数据
更新，然后对全天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研究，
解决出现的问题，并进行轨迹调整保证第二天
的正常钻井进度。

“复杂的事情要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要认

真做，认真的事情要重复做，重复的事情要创
造性地做”。这是海外工程部送给大家的一条
经验。工作不能生硬地照搬照抄，要勤于思
考、创造性地工作。这方面郭振廷师傅为我们
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在水平井水平段轨迹调
整、套管完井方面与华北分公司专家紧密结
合，积极推广胜利油田成功经验，在洛河油田
水平井钻井、完井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生产力”。不断
学习和积累，是这个团队的共同特点。无论新
老同事，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都在积极地学
习。部门在工作间隙也会经常性的组织业务
培训，比如近期陈狄主任对我们新员工进行了
石文软件的学习培训，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
好的帮助。

我很高兴能成为森诺大家庭的一员，在这
里大家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积极奋进。我也
喜欢这样的公司文化氛围，因为喜欢，所以热
爱；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我会脚踏实地、一步
一步的向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海外工程部 张志超）

风雨无阻 且歌且行

入职满月工作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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