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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22日上午，公司在集输礼堂隆重举
行年终总结大会。会议由总经理吴风柱主持，董事长
姜传胜代表公司作2013年度工作报告，副总经理张
洪臣代表工会宣读2013年度表彰决定。

姜传胜首先对2013年工作进行了回顾。2013
年，全体员工在公司党委和董事会的领导下，继续团
结拼博，努力打造森诺胜利品牌，重点业务板块取得
新突破，以专业化、专家队伍支撑品牌建设初显成效，
公司基础建设和各项管理工作水平全面提升，取得了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丰收。在石油石化行业中
树立了森诺胜利特色的品牌形象。

公司全年共完成各类咨询项目1019个，经济总
量连续九年实现增长，各项重点工作均取得优异成
绩：

【品牌建设】
2013年，通过开展“品牌建设年”主题活动，公司

树立起了森诺胜利品牌，各子业务品牌建设也特色鲜
明。一是精心培育勘探开发品牌，石油技术经济研
究、经济评价和“4+1”方案品牌建设再上新水平；二
是创新驱动后评价品牌建设，创新性的开发了勘探项
目、节能降耗项目、环保项目、非安装设备购置项目后
评价，形成相应模板，拓宽了后评价领域；三是走出胜
利创建森诺胜利品牌，阿尔及利亚、华北分公司等市
场运营逐渐成熟，为公司走出胜利，迈向国际积累了
宝贵经验；四是专业专注打造节能工程品牌，钻采工
程造价分析、钻采工程方案、节能评估及能源审计等

新业务初具品牌优势，在各目标市场都树立了森诺胜
利品牌形象；五是工程设计品牌建设效果初显，河口
区集中供热工程、含油污水精细化处理、污水资源化
利用取得突破，东北、大港市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基
地建设、社区改造等项目展现了多专业配合的优势，
取得了胜利油田的设计市场准入资格，并成为中石化
资源库成员；六是环境工程品牌知名度逐步提升，新
粤浙煤制气线环评、济青二线环评、文23储气库环评
等多个中石化总部重点大型环评项目以及多个社会
稳定风险分析项目为公司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七是高
素质的团队铸造系统工程品牌，成功开拓了中石化东
北分公司、地球物理公司等新市场，迅速占领了中石
化石油工程板块物探装备咨询市场；八是信息工程板
块取得丰硕成果，“油公司信息化解决方案”在国外已
成功推向FIOC，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海外突破，并为
我公司在哈萨克斯坦的成功注册打下了基础，“技术
服务型企业管理信息化解决方案”已在中石油大港工
程咨询公司、胜利油田海洋技术检验中心等单位开展
项目实施获得良好效果；九是专业化营销团队为品牌
建设保驾护航，胜利传统业务市场得到巩固和拓展，
西北市场继续保持传统业务占有率，华北市场继续拓

宽业务渠道，西南市场打开了后评价类业务、投入产
出分析业务的新局面，东北市场成功推出了项目建议
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设→施工图一条龙服务，青
岛市场在环评、能评和清洁生产审核方面均取得了突
破，在哈萨克斯坦正式成功注册了公司第一个海外子
公司“哈萨克斯坦慧益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实现了
海外市场的破冰。

【专业化、专家队伍建设】
2013年，各业务板块、各部门通过全面梳理近几

年完成的项目及项目负责人，把各业务类型中最擅长
的项目经理找出来，作为本专业的专家及优秀项目经
理来培养，为公司实施品牌工程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
础。

公司基本实现了项目自动下达。将同类型的项
目优先安排给“专业人”，既发挥其特长提高效率，同
时又提高了项目品质。为了方便服务，将服务某个客
户的人员相对固定，既增进了感情，又使服务更有针
对性，提高了客户满意度。

【中层管理队伍建设】
2013年初，公司进行中层管理岗位轮换，35个管

理岗位重新洗牌。一年来，这批新的中层管理者在新
的岗位上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公司的基础建设和各项
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党建思想文化工作】
2013年以来，公司继承光荣传统，以科学发展观

为统领，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把上级党委组织开展
的主题活动与公司的工作实际相结合，将党的建设和
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有机融合，不断向深入推进，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

一是党建品牌扎实落地，为公司和谐发展搭建平
台，公司继续深入开展党员责任区活动；二是做实文
化品牌工作，提升森诺文化影响力，引导全员参与文
化建设，促进文化理念深植落地。

【其他各项工作】
一是多项措施促进质量提升，超期项目大幅减

少；二是森诺培训品牌初步形成，绩效考核更加规范
高效；三是实现财务完全成本核算，积极落实国家营
改增政策；四是民主管理推动科学发展，构筑良好工
作环境。

姜传胜指出，2013年是公司继续发展、壮大的一
年。各种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全体员工的团结拼搏
和开拓创新，离不开家人的理解支持和无私奉献。
他代表公司党委和董事会向一年来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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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召开2014年度工作会议

您听说过“花山谜窟”吗，这可能是因为其知名度还
不够高吧。

花山谜窟风景区坐落在安徽黄山市屯溪区与歙县
交界处，是黄山山脉的延伸部分，景区的特色就是石窟，
现已探明的石窟有36处，面积达7平方公里，其宏大壮
阔、玄妙奇巧的石窟景象在全国实为罕见，其规模之恢
弘，气势之壮观，独具特色，国内罕见，令人叹为观止，堪
称中华一绝。它开凿于西晋年间，距今有1700多年的历
史，据说与埃及金字塔、百慕大三角、诺亚方舟等世界上
诸多鬼斧神工的神景奇观一道，都恰好处在北纬30度这
条神秘线上。

花山谜窟不同于国内外其他著名石窟，它不是天然
溶洞，而是古代人工开凿的规模宏大、形态奇特的地下
宫殿群。与举世闻名的敦煌石窟相比，花山谜窟洞内没
有壁画、没有佛像，也没有文字，更无任何史料记载，就
是在当地的民间传说中也难寻其踪影。所以，花山谜窟
的谜团在于，如此大规模的人工开掘石窟，而且又处在
新安文化的中心地带，居然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信息记
录，真是奇了怪了。

有关花山谜窟之“谜”的猜想已不下几十种。这些洞
窟究竟源于何时，如何形成，数以百万方石料往哪倒了，
又是怎么开采和运输的，那么多的“谜”您就去猜吧，大概
猜谜也算是参观之后的一大乐趣吧。说是花山谜窟自开
发后，引来游客和专家学者经久不衰的探谜兴趣，新谜不
断产生，猜想不断变化。可惜，谜底至今还没有揭晓。

看完这现已开放的少数几个洞窟，“不可思议”——
也许是最平常的想法了吧，很想在洞内多照几张照片，
无奈光线太暗，效果不佳，只得将就了。当然，如果你有
兴致，不妨前去探访一番，千年之谜，也许您能解开呢。

（曹 铮）

不知您是否知道《胜利油田》
邮票，《胜利油田》邮票是在 1990
年 6 月 30 日发行的 T152《社会主
义建设成就（第三组）》其中的第3
枚，面值20分，这在当时是寄一封
挂号信的邮资标准。

《胜利油田》邮票是第一枚，
也是唯一一枚反映胜利油田的邮
票，并且在我国发行的数十枚有
关石油题材的邮票中是唯一的一
枚以实物照片为图案的邮票，作
为一名胜利油田的职工，始终引
以为豪。

《胜利油田》邮票的主图为
“胜利二号”钻井平台全景。“胜利
二号”钻井平台是由顾心怿院士
主持设计的世界上第一座极浅海
步行坐底式钻井平台，1988 年 9
月19日建成下水。1992年被评为
全国十大科技成果第二名，1995

年获国家发明二等奖。
为此邮票的发行，时任中国

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的王涛
题词“骏马奔腾 石油振兴”。邮
票发行的当日，在胜利宾馆举行
了首发式，油田和东营市的领导
出席，邮票设计家、摄影师等为集
邮爱好者签名，同时，在当时的工
人文化宫举办了集邮展览，场面
十分热烈。东营市集邮公司为邮
票的发行印制了首日封，广受好
评。当时，油田订制了20万枚，用
于赠送给全体油田职工人手一
枚，现在，已经成为不可多得的纪
念品了。

在今年 1 月 25 日胜利油田勘
探开发 50 周年的纪念日里，我们
期望能有更多胜利油田的形象登
上国家名片。

（曹 峥）

附图：

图一：1990 年 6 月 30 日发行
T152（4-3）《胜利油田》邮票

图二：《胜利油田》邮票首日
封

湛蓝清澈犹如透明的大海，从脚下无边无际
地向远方铺开；高高的椰子树张开绿油油的怀
抱，迎接我们这些来自北方的客人。美丽热情的
海南，我们来了！

春节期间，我带着儿子与姐姐一家来到海南
三亚，度过了一个别样风情的新年。我们甩掉了
北方的雾霾与寒冷，几天里尽情享受着热带阳光
的抚慰（哈哈，晒爆皮了），呼吸着清新的海风，
累、热并疯狂快乐着！

我们于大年二十九晚抵达三亚。一天时间
里，我们经历了从冬到夏的时光穿越，儿子说感
觉好像时钟被拨快了。

游玩第一天，我们首选了“天涯海角”。虽然
满怀亢奋地奔了去，可也就是海边沙滩上大群石
头堆中，三块刻了字的著名大石头：“南天一柱”
比较矮，形状似圆柱体；“天涯”“海角”两块石头
都比较高。即便只是几块石头也够我们高兴的，
轮流着在人堆里抢着与大石头合影。然后孩子
们就疯也似的跑进了海水中，全不顾浪头打湿了
衣服，尽情地与白浪嬉戏，甚至爬到低矮一些的
石头上跳跃、呼喊！

大年初一，我们选择了南山寺。南山，面朝
南海，是我国最南端的山，历来被称为吉祥福泽
之地。这天来南山的游人格外多，我们随着人
流，缓缓走过漫长的“朝圣”路。经过了不二法
门，我们朝拜了“金玉观世音”，在“梵钟苑”撞了
祈福钟，在“长寿谷”与我国传扬千古的名句“梵
天净土，寿比南山”合影……印象最为深刻的是
朝拜举世瞩目的“南山海上观音”，这尊观音像伫
立在南海之滨，高108米，“一体化三尊”，造型挺
拔，通体洁白，气势恢宏。在这里，孩子们也变得
比在海边安静许多。在梵钟诵经声中，我们虔诚
地祈祷，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
太平盛世而祈祷！天色慢慢暗下来了，我们慢慢
向回走着。再回首，淡淡暮色中，观音圣像周身
笼着一层浅浅白雾，若有似无，愈显庄严、神秘，
其背后，没有任何景物，只有无边无际的深邃宇
宙。在这一瞬间，我似乎感觉到一种厚实而温和

的力量，心中充满了对生命
的敬畏，对自然的敬畏，对宇
宙的敬畏！

大年初二，我们游览了
“槟榔谷”。“槟榔谷”环境十
分优美，原生态的热带雨林
风光是一大突出特点。在这
里，我们观看了黎族风情文
化表演，欣赏了身上纹身的
黎族老阿婆织黎锦做手工艺
品，品尝了烤鱿鱼、黎家竹筒
饭，儿子狼吞虎咽，直嚷嚷好
吃地咬掉了舌头啦，夸张滑
稽的样子逗得大家哈哈大
笑。

大年初三，我们去了大
东海。大东海三面环山，一
面大海，一排排翠绿椰林环
抱沙滩。据说此处没有暗
礁，号称是我国南方地区最
理想的海滨天然游泳场，但
见水清沙平，轻风细浪。这里的海面显得更加辽
阔，晶莹如镜，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沙滩比之天涯
海角，那就细滑多了，细细的沙子白白的，干干净
净的，软软的、柔柔的，就像踩在白色绸缎上一
样。我们大人、孩子一律光脚在沙滩上疯乐。在
这里，无论孩子还是大人全都成了大海的孩子，
甩掉平日里一切的束缚，仿佛来到天堂，只有无
边的快乐。如此蓝的天空，如此蓝的大海，游泳
的人们、玩沙子的小孩、躺椅上晒太阳的老外、海
边吃着烧烤的游人，灼热的阳光下，一切都是沸
腾的，一切都是那么活力无限！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海南之行结束
了。与伸展着葱郁手臂的椰子树道别，乘着温柔
的海风，枕着摇摆的海浪，我们依依不舍地挥手，
再见！美丽的三亚！我们还会再来！

（系统工程部 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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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纪节”是伊斯兰教的三大节日之一，
阿拉伯语称“冒路德”节。相传伊斯兰先知穆
罕默德的诞辰和逝世都在伊斯兰历 3 月 12
日，穆斯林为了纪念他，在他诞辰和逝世的这
天举行集会，逐渐演化为伊斯兰“圣纪节”。

今年的“圣纪节”是公历1月14日，白天，
阿尔及尔穆斯林沐浴更衣、穿戴整齐，到清真

寺礼拜；晚上，张灯结彩，盛宴庆祝；夜幕降
临，烟花爆竹此起彼伏。我们的驻地正好位
于阿尔及尔的一个山头上，登上楼顶，全城的
夜景一览无遗。夜风习习，院内的椰枣树沙
沙作响，临街的路灯发出暖暖的光，远处的万
家灯火高低错落，如满天繁星，映着将满的
月。不时有五彩的焰火划破长空，噼啪的爆
竹声在山谷间回响，空气中仿佛透着隐隐的
年味，腊月十四了，中国年也近了……

在马年到来之际，我和章尚帅在阿尔及
尔给公司领导、同事拜年。预祝大家龙马精
神、阖家幸福！祝公司策马扬鞭、蒸蒸日上！

（海外工程部 姚坤乾）

没有谜底的“花山谜窟”

胜利人引以为豪的《胜利油田》邮票

 





























伊斯兰“圣纪节”

2013年底，由国务院国资委主管，中国企业联合
会主办的权威管理期刊《企业管理》杂志社发布“2013
年度中国企业管理榜”，公司从众多参评企业中脱颖而
出，被评为“2013年度中国企业管理榜最佳管理企业”。

经山东省企业家联合会、山东省企业家协会、山东
省工业经济联合会、山东省质量管理协会共同组织评
比，公司被授予“2013年度山东省企业管理优秀单位”。

经山东省企业家联合会、山东省企业家协会、山
东省工业经济联合会共同组织评比，公司被授予

“2013年度山东省最佳雇主”荣誉称号。
同时，董事长姜传胜荣获“2013年度山东省企业

管理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白 雪）

硕果累累迎新春 百尺竿头越前行
——公司喜获三项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