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拥有正能量就是态度乐观、积
极向上、充满信心、怀有希望与信
念，这样的人就像是一个正能量磁
场，可以补充或改造四周较弱的负
能量磁场。

正能量是赋予在人身上的神
奇力量，它并不神秘，可以由自己
掌控。使用正能量并获得成功的
人不计其数，比如比尔.盖茨、巴菲
特、乔布斯等等。作为生活在这个
世界的凡人，我们在观察这个世界
的同时，却常常忘记了自己的能
量。

其实，我们现在生活是被正能
量支配着。4月20日雅安地震发生
后，公司上下心系雅安、传递爱心，
221名员工积极捐款，献出爱心，支
持灾区同胞度过难关。同样是在
今年，公司收到胜利职业学院一位
老教授的一封感谢信，专程感谢一
位拾金不昧不留姓名的森诺员工，
她就是工程设计院的王艳。还有
我们对客户的负责、对工作的热忱
以及亲人对我们工作的理解等等，
都是在无时不刻的传递着正能量。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生命，人
是银河星云中的一粒微尘，每一粒
微尘都有自己的能量，无数的微尘
汇集成一片光明。”诗人艾青曾经
这样说过。我们每一个渺小的人，
都是宇宙中的微尘，与生俱来都有
自身的能量场，只不过强弱不同，
内容各异。所以，我们成长的过程
就是发现自己正能量、挖掘自己的
正能量、传递自己的正能量，将我
们的正能量汇集到一起去削弱四
周的负能量。

成功的定义不仅仅是财富的
多少、名声的大小，还在于心灵的
愉悦程度。做自己喜欢、有助于社
会和他人的事情时，心灵会非常平
和舒畅，因为那是心灵之所系、正
能量之所在。在这个浮躁的社会，
我们必须让自己静下来，以寻求内
心的正能量。让我们以这样的心
境积极地投身于自己的工作和生
活，并且凡事做到细致、精致、极
致，在自己的生命旅途中感受别样
的风景和人生!
（工程设计院油气二室 周志峰）

在《方寸天地》中谈生肖邮票，这已经是第
三次了，十二生肖，和每个中国人息息相关，因
此，生肖邮票也格外引人注目。

今年是中国传统的农历马年，按惯例，中国
邮政发行了一套《甲午年》特种邮票，这已经是
中国邮政第三次发行马票了。中国邮政发行生
肖邮票始于1980年，而第一轮马票是1990年发
行的《庚午年》，全套1枚；第二轮马票是2002年
发行的《壬午年》，全套2枚；第三轮马票就是今
年的《甲午年》了，也是 1 枚。当然，和以往一
样，两岸四地甚至世界数十个国家都以此为题，
竞相发行马年邮票。香港邮政发行的马年邮票

中还包括了丝绸邮票小型
张。而有些国家已迫不及
待了，早早地就让马年邮
票闪亮登场了，这从中也
可以看出中国生肖文化的
魅力。

在全国众多的马字地
名戳中，大多虽与十二生
肖无关，但五花八门，丰富
多彩，把相同类型的组合
起来，倒也生动有趣，为此
收集的人也不在少数。据
说在山东除了 2 个地市，

到处都有马字地名戳。
在十二生肖中，若以美为标准

来选择，非马莫属。“甲午马”是喜庆
富贵马。邮票中的马，体态优雅，面
颊俊秀，神气轩昂，筋骨雄强，颈系
红缨和红铃，身着牡丹纹饰，红色马
鞍垫上绣有两只蝙蝠，寓意“马上得
福”，充满富贵喜庆吉祥之气，给全
国人民带来新年的祝福。

祝愿甲午马年人们吉祥如意，
幸福安康！

（曹 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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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年 致 辞
尊敬的森诺胜利广大客户、全体员工及家人、各界朋友：

大家新年好！
伴随着我们忙碌的脚步，不平凡的2013正悄悄从我们身

边溜走，充满希冀的2014已经迎面向我们走来。在这辞旧迎
新之际，我代表公司党委、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班子向大家致以
新年的问候：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幸福！身体健康！万事如
意！

即将过去的一年仍然是森诺胜利不平凡的一年：品牌建设
年活动成效显著，五大业务板块品牌形象全面提升，一大批项目
赢得上级部门和客户的好评，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党建、企业
文化品牌更加深厚，党建、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水平；海外业务
拓展迈出坚实一步，成功注册哈萨克斯坦子公司；专业化发展、
专家队伍建设走向正轨，人才成长、成才通道进一步明晰；取得
设计业务油田市场准入并进入中石化资源库，为可持续发展铺
平了道路；人才队伍建设成绩斐然：中层管理者轮岗效果明显，
激发活力；一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成为各专业首席咨询师；一
大批青年工程师快速成长为业务骨干、三十多名新员工加盟为
公司增加了新鲜血液，预示着森诺胜利工程公司事业蒸蒸日上、

后继有人；同时，依靠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公司顺利完成2013
年的经营任务。

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广大客户的信赖与支持；得益于各级管
理者的精心运筹、组织协调；得益于全体员工的团结奋斗、攻坚
克难，付出超常规的辛勤与汗水；得益于员工家属的无私奉献、
默默支持。在此，我代表公司向广大客户表示诚挚的谢意！向
关心支持公司发展的员工家属致以节日的问候！向全体干部员
工表示衷心的感谢！

新的一年马上到来，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正在等待着我们。
让我们认真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锐意改革，开拓创新，以
更加昂扬的斗志开创森诺胜利新的篇章，以优异的成果献给公
司成立二十周年和改制十周年！

2013年12月31日

 













































 

马年说“马”票

12月11～12日，公司组织召开“春风油田污
水资源化利用”技术交流会。油田采油处、计划处
等相关处室领导及新春采油厂领导班子成员到会
指导交流，公司董事长姜传胜、技术副总监付林及
水室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春风油田地处克拉玛依，是胜利油田在西部
大发展的重要阵地。目前春风油田的发展面临着
富余污水水量大，污水处理难度高的问题，西部新
区开发上产遭遇污水资源化利用这一瓶颈，且国
内外均没有处理该类污水的工程先例。因此，为
了掌握核心技术，解决开发瓶颈，由分公司采油处
及新春采油厂牵头，我公司组织邀请了当前全球
技术先进的水处理企业参加本次技术交流会，旨
在为后续工作提供技术参考及决策依据。

会上，来自加拿大、以色列、德国以及国内的
13家行业顶尖企业及科研单位以认真、客观的态
度，针对春风油田污水特点交流展示了国内外污
水处理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等，为春风油田污
水处理提出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技术方案。这些方
案内容新颖、技术先进，与会领导和专家组针对每
个技术方案发表了意见建议，通过交流讨论为春
风油田的污水资源化利用工作寻找新技术、新方
法。会后，与会领导专家一致表示，本次技术交流
代表了目前油田采出水处理工艺的最高水平。

历时两天近20个小时的技术交流，会议取得
显著成果。这次技术交流会的组织召开，对有效
改善春风油田采油污水处理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对实现胜利油田西部新区可持续发展意
义深远。同时，组织目前代表行业先进水平的各
国企业同时参加本次技术交流，不仅让我们站在制高点了解全
球先进水处理技术，也再一次确立了森诺胜利在油田水处理行
业的领跑地位，进一步提升了公司污水资源化的品牌影响力。

（工程设计院水室 孙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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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张照片您有印象吗？是的，在
3年前公司举办的“改制六周年员工摄影
作品展”中露过面。这个画面应该算是比
较经典的，大概网上有的是，但我还是比
较喜欢自己拍摄的这幅画一样的照片。

照片摄于安徽黟县宏村的“月沼”，宏
村的民居是徽派建筑的典型代表，是古黟
桃花源里一座奇特的牛形古村落，始建距
今约有900年的历史，2000年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时
也是全国首批12个历史文化名村之一，
享有“中国画里的乡村”之美称。

走进中国画里的
乡村，彷佛自己也成
为画中之人，更领略
到什么是融自然景观
和人文景观为一体，
作为“中国传统的一
颗明珠”名不虚传。
古民居群现存完好的
明清民居百余幢，其
布局之工、结构之巧、
装饰之美、营造之精
为世所罕见。就在村
边，遇见了一批大概
是美术院校的学生，
正展开画板在写生，

“画里的乡村”入画绝

对有魅力，但自己更想亲自动手在画板涂
抹几笔。另外，据说有《卧虎藏龙》等一批
影视作品就在这里拍摄，也就是下面这张
照片所处的位置，就凭这个，宏村早已成
为闻名遐迩的天然影视拍摄基地了。

为了拍这张照片，稍许多费了一些时
间，地方不大，游人不少，相机一般，拍不
了广角，只能直等到周围的人都离开才按
下了快门。遗憾的是老天不给力，阴天下
雨的，天空太暗，除了这张“标准照”，别的
照片效果都不尽如人意。

（曹 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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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应孩子学校的邀请，参加
了由孩子学校组织的“父亲访问日”亲子
活动。由于我一直沉浸在与孩子的互动、
亲子游戏当中，短短2个小时的幸福时光
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在与孩子互动的过程
当中，我感触也颇多。

在与孩子互动玩亲子游戏的过程当
中，我和孩子共同见证到了“团队”的力
量。俗话说的好，“集体的力量是无穷
的”，由于整个活动是分组的，每个小组
里面有10个孩子和10个家长，如果有一
个孩子和家长表现不好，整个团队的成
绩就会受到影响。所以
一个小组要想取得较好
的成绩，需要我们每个孩
子和家长的共同努力，需
要依靠整个“团队”的力
量。

在亲子的游戏过程
当中，也让我和孩子增强
了集体“荣誉”感。“加油，
加油……”，每当小组的
家长和孩子在玩游戏的
时候，我们小组的成员都
会大声为他们加油、呐
喊、助威，这种加油的劲

比自己上场还“带劲”。而当一个小游戏
结束之后，“我们是第一，我们是第一”的
炫耀声、争执声就会一浪高过一浪。

通过这次活动，也自然而然地让我
想到了公司和员工的关系，森诺的发展
与员工的辛勤付出是分不开的，森诺的
持续发展和壮大需要我们每一位森诺
人的共同努力，只有大家心往一块靠，
劲往一块使，拧成一股绳，森诺才会持
续稳定发展，才会实现百年企业的宏伟
目标。

（节能工程部 尹利国）

父亲访问日有感
——“团队”的力量▲1990年1月5日发

行的《庚午年》邮票

▲2014年1月5日发行的《甲午年》邮票

▲2002年1月5日发行的《壬午年》邮票

在 第 21 期《山
东省节能监察简报》
上，森诺胜利工程有
限公司被评为示范
节能服务机构。该
期简报专门刊发了
一篇名为“规范运
作、品牌至上、多措
并举，建设高素质人
才队伍”的文章，对
森诺公司的基本情
况、管理经验及工作
业绩进行了介绍，为
全省其他节能服务

机构提供借鉴参考。这是公司首次入选省级
示范性节能服务机构名单，是省节能监察总队
对我公司节能方面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

为了加强对节能服务机构的有效监管，进
一步规范服务行为，优化服务质量，推动我省
节能服务产业健康发展，省节能监察总队于
2013年9月至10月对省内77家承担能源管理
体系评价咨询的节能服务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对于此次检查，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张洪
臣副总经理细致指导了迎检准备工作，确保各
项材料详细、完善，并亲自带队参加东营市的
检查工作会议。随后，在检查组来公司的座谈
会上，吴风柱总经理向检查组介绍了公司的战
略规划、经营业绩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等相关情
况；节能工程部徐光明主任就部门在节能评
估、能源审计、节能量审核等业务领域开展的
工作及取得的成果向检查组进行了汇报。检
查组领导对公司本次迎检准备情况表示满意，

认为森诺公司迎检资料准备齐全、抽检的报告
编写规范、参加测试人员业务素质普遍较高，
展示了森诺公司在节能服务领域的实力。同
时，检查组对公司的发展模式、各项管理措施
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等工作都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

此次被评为山东省节能服务机构示范单
位，在山东省节能服务机构系统内推广森诺经
验做法，是省节能监察总队和东营市监查支队
对公司在节能服务领域所取得业绩的高度肯
定和认可。节能工程部将以此为契机，在巩固
优秀业务领域的同时，进一步加强节能相关专
业知识的学习和提高，打造一支高、精、尖的节
能咨询人员队伍，不断拓展节能业务新方向，
争取早日实现“节能业务中石化一流水平”的
节能子品牌建设目标和“引领石油能评、做强
工程工艺”的部门共同愿景。同时，也为“森诺
胜利”品牌建设与推广做出自己的贡献！

（节能工程部 马德强）

森诺胜利：

在实力中绽放的节能服务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