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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4 日，2014 年第一期新员工培训奏响了
“森诺培训品牌深化年”的第一个节奏。为了使新
员工们快速地融入森诺大家庭，更好地接受企业文
化，全面的适应企业环境，人力资源部为大家奉上
了丰富的学习盛宴。

本期培训除了延续公司发展历程、企业文化宣
讲、制度讲解、质量体系讲解等模块的培训，在课程
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宽，主要新增了
为期两天的油田主专业流程与工艺培训，并增加了
商务礼仪与户外拓展训练。

通过新员工入职培训，使大家在最短的时间内
对公司有了较为全面及更深入的了解，增强了新员
工对公司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向心力，激发了大家
的主人翁意识，有助于新员工们更自信的投身到今
后的工作中去。

入职培训是新员工们了解公司、融入公司的一
个重要渠道，人力资源部将不断完善和优化入职培
训的工作，力争为每一位新同事提供最实用的培
训、最有价值的帮助。希望新员工珍惜森诺这个优
秀的平台，放飞梦想，迎接挑战。

（人力资源部 杨 敏）

放飞梦想 迎接挑战
——2014年第一期新员工培训

前几天微信群中有一句话感触特别深
——“任何事业的成功不是想出来的，一定是
去行动，一心向着目标行动的人，整个世界都
会为他让路”。

含油污水资源化利用，目前在国内没有
几家成功运行的先例。原因就是各个油田地
质条件复杂而不同，污水处理和设备运行的
难度大，不确定因素多，需要具备对油田污水
情况的准确把握，并且要掌握当前国内外污
水处理的先进技术。

胜利油田的春风油田污水具备高温、高
硬、高矿化度的特点，处理难度非常高。由于
富余污水一直未能进行资源化利用，新疆环
保厅2013年对新春采油厂排601-20、排612
产能下达了暂缓审批环评的通知。这直接影
响了春风油田的开发，造成该油田日产能减
少500吨。

为此，新春采油厂决定在春风油田开展
含油污水资源化工作。面对这个技术难度
大，且类似工程建设和运行模式在国内并无
先例的项目，很多国内研究机构和技术企业
因担忧项目棘手而踟躇不前。

“有挑战就有机遇”，这是董事长姜传胜
经常强调的一句话。森诺的发展就是在不断
挑战自我的过程中，赢得了客户的认可，春风
油田污水资源化项目就是森诺打破瓶颈，赢
得市场的一次难得机遇。

承接项目并不意味着项目的成功。客户
首先就对项目运行的结果表现了“过度”的担
忧，从新春采油厂、采油工程处到油田领导都
对项目运行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个项目不容
有失。

公司抽调了最精干力量组成了项目组，
做了周密的前期策划，从人员分工、技术协
作、节点控制、产品选购的“大计划”，到数据记
录、资料收集、天气环境、交通住宿的“小准
备”，尽可能将项目的运行的每个环节做好。

从2013年10月中旬承接这个项目开始，
项目组从研究基础蒸发技术开始，与国内知
名商家进行多次技术交流，甚至从参考书、网
络搜集海量的资料，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完
成产水1200m3/d的工程方案，成功解决了污
水除硬加药量计算、结垢趋势分析、蒸发器尺
寸设计、压缩机设计、换热计算、能耗计算、交
易水价等难题，这些技术参数的取得更成为
项目总体方案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在项目运行的最重要阶段，项目组20天
内完成17版次的修改，并且组织污水、热工、
电气、造价多专业协作，进行了连续三周的高
强度会战，最终项目总报告得到了油田领导
的高度认可并顺利通过中石化总部组织的方
案审查。

春风油田污水资源化项目不仅及时解决
了油田富余污水的出路问题，还作为BOO类
项目外包，实现油田污水处理方式上的新突
破，这将树立森诺在油田污水资源化方面的
行业领先地位。

“品牌来自客户的认可”。目前森诺又全
面承担起春风油田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的后
续工作。

只要我们敢于迎接挑战，心有多大舞台
就有多大！

（工程设计院水室 张晓云 孙 玮）

3 月 14 日，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北京组织
召开青海万泉油田技术经济评估项目招标会，共有
国内4家咨询机构参会竞标。

对于这次参与投标工作，公司非常重视。由海外
工程部和节能工程部组成了5人投标团队，并结合项
目情况和招标要求作了详细汇报材料。会上，项目组
完成投标汇报后还跟中植公司与会专家就技术问题
进行了深入交流，对万泉油田的勘探开发工作给出了
客观的意见，获得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可。

当天下午，在返回东营的大巴上，项目组便接

到中植公司的正式通知，我公司中标该项目，这个
消息让参与投标的所有成员都非常激动，大家辛勤
的付出终有收获，公司的综合实力又一次赢得市
场。

青海万泉油田项目的中标，是提升森诺品牌影
响力的良好机遇，相信公司会在本项目的执行过程
中，继续秉承“独立、科学、公正，为客户提供超值服
务”的经营宗旨，努力做好项目、交成朋友，为勘探
开发业务向外拓展奠定坚实基础！

（海外工程部 马国华）

3 月 22～23 日，公司选派我们参加了“启航
——新经理成长加速”高级研修班，由管理专家
莫小彦老师从“角色认知、管理绩效、管理团队、
管理协作”等四个方面入手，做了关于绩效、团队
协作的专题讲座。

莫老师认为：作为一名优秀的管理干部“主
动积极，战略思考”是其应该具备的特质。每个
经理的成长都会经历由新任期、成长期到成熟期
的挑战。因此，管理者应该快速适应角色转型，
提升技能，拓宽个人修行。

在课堂上，莫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一种新的管
理模式，即：目标一致—持续改善—庆祝成功，其
内涵的 SMART 原则、绩效目标合理分配的 8-2
原则、“五步法”达成“目标一致”原则、“复盘”原
则等，对提升绩效管理有很大的帮助。

在团队管理方面，针对不同类型员工的四种
指导方法、激励下属的三种技巧、做团队的人才
规划，全方面、多角度的指出了打造高效能团队
的方法。

在管理协作方面，“PDP沟通风格”对管理者
打造协同的团队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两天的培训时间非常短暂，我们俩仍意犹未
尽，在当晚回东营的大巴上，又聊起这次培训，感
觉收获颇丰，对团队管理有了系统化的了解，使
我们能够客观地观察自己以及工作，非常实用。
我们也打算马上自我“启航、加速”，哪怕只将培
训中感触最深的一点学以致用、融入团队管理，
期待着未来的收获……

（陈 狄 徐光明）

后评价部延长项目组到现场
开展工作已有一个月了，平日里
大家工作上分工协作，生活中相
互照顾，过得充实而有规律。家
里面有主任打电话过来询问工作
进度和生活中的困难，在外有市
场部的高健老大哥帮我们协调关
系，营造好的工作环境。

出差在外，想家不可避免，加
上老爸老妈一个个的电话，更加
深了这种思念。项目组中苟立平
和刘春明的孩子都小，每次跟家
人通电话都能听出来他们对孩子
对家人的想念。幸好工作之余，
苟姐和吴哥会用玩笑来调节气
氛，春哥虽然平时话不多，但偶尔

幽默一下也能戳中你的笑点，李
淼是捧场王，专业的。我就负责
给大家拍拍照，当然丑照多于美
照，你懂得。

上个周末，大家从采油厂回
了一趟延安，正好赶上李淼过生
日，于是商量着出去吃一顿，也让
我们两个年轻人品尝一下延安美
食。苟姐张罗着订了一个生日蛋
糕，说这样才有生日的味道。几
个人就这样吃着、笑着、吐槽着，
所有的不开心和工作的压力都烟
消云散了……当苟姐点上蜡烛，
吴哥拿手机放起生日歌，李淼戴
上寿星帽，春哥按下快门的时候，
我感觉我们好幸福。苟姐，吴哥，
春哥这些我平常叫的再熟悉不过
的称呼，有了新的含义，就像一家
人一样。

平时大家出差在外都把公司
叫做“家里”，我想说在全国各地
的一个个办事处正因为有我们这
样一群人也变成了一个个家，家
庭成员时常有变，不变的是家的
感觉。 （后评价部 王 龙）

3月9日，经过近八个小时的紧张工作，25名
评委和7名统计人员最终完成71个中层以上管
理岗位及行政岗位的综合评价。至此，公司管理
及行政岗位评价工作通过了关键一环。

我作为一名行政管理人员全程参与了这次
岗位评价工作，对公司开展这项工作有一些体
会。

公司目前实行绩效工资制，专业技术岗位的
绩效工作量标准通过持续的完善，基本实现公
正、合理。但是管理及行政岗位的绩效考核并没
有充分参考岗位难度、管理幅度和管理强度等问
题，而是一直沿用了原先国企考核办法，相同级
别岗位采用相同的考核指标和基本相同的岗位
工资系数。这种粗放的考核模式随着公司经营
规模和人员队伍的不断扩大，其弊端已经显现，
主要表现为：一是岗位贡献度没有准确评价，造
成薪酬分配不公；二是考核指标单一，不能调动
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三是行政管理岗位职责界
定模糊，造成岗位与工资系数不能完全对应，不
符合公司按劳分配的原则。

针对这些问题，公司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开

展管理岗和行政岗的岗位评价工作，科学测定不
同岗位的贡献度，调整绩效考核指标，充分体现

“多劳多得”的分配理念。
为了更加客观、准确地进行岗位评价，公司

前期经过细致的对比选择，决定由北大纵横管理
咨询公司协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今年2月份项
目启动以来，经过北大纵横项目组人员的培训辅
导，公司先后完成了管理及行政的岗位说明书梳
理、岗位说明书汇编和岗位评价工作。在这个过
程中，公司各部门都组织人员全程参与，对各岗
位的工作职责和任务、管理幅度和强度以及任职
资格要求等逐一梳理，并选代表参加最终的岗位
评价工作，以确保各岗位的最终评价结果公正、
准确。

截至目前，岗位评价工作已进入岗位评估报
告编制阶段。北大纵横项目组将根据各岗位评
价结果，结合行业特点、公司战略、组织结构、劳动
力市场供给和地区消费水平等因素分析完成公
司各管理及行政岗位综合评价报告，为公司进一
步完善岗位绩效考核办法，推动薪酬分配改革提
供科学依据。 （万薛峰）

今年以来，公司陆续
承接了40个油田区块产能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和10多个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表，同时还承接了青岛
石化两个管线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书。

工作量几何式增长让
环境工程部员工都感到压
力颇大，紧张的工期和加
班的疲惫使每个人都有点
身心憔悴。为此，部门采
用编制产能区块环评模
板，安排专门人员收集整
理相关法规和制度等措施
来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工
作负荷。

说到工作压力，首先
我认为公司处在发展期，
工作量大的压力客观存
在，大家要以积极的态度

面对；其次，化解压力也需
多管齐下，如通过开展娱
乐体育活动、低对抗的竞
赛游戏、或者偶尔的集体
聚会可让我们在繁忙枯燥
的工作中找到短暂的调整
时间，有效减缓压力；最
后，建议学着“随它去”，在
工作时间里全心投入，提
高效率；在休息时间里则
要尽情放松，千万别在看
电影、睡觉朋友聚会等环
境中想着工作。

下周，环境工程部将
组织一场内部篮球对抗
赛，为大家创造一个放松
交流的机会，相信在赛场
中能看到大家欢乐的笑
容。

（环境工程部一室
赵 凯 王继成）

三月，北方还是乍暖还寒时分，成都
确是另一番景色：鸟语花香，芳草鲜美，落
英缤纷。

为了西南分公司项目，勘探开发部的
徐永欣、隋汝科、郑继龙已于二月份赶到
了成都，首先是去年新场和马井两个可研
项目的汇报，接着是探转采项目的策划、
收集资料，以及2013年度的经济活动分析
和 2015～2017 年西南分公司三年滚动计
划两个项目的开展。

探转采项目由于涉及南方公司，加上
原始资料中的井数很多，所以收集资料是
重中之重；而经济活动分析，客户要求分别
计算不同气价、不同总成本，含与不含元坝
气等条件下的12套方案增量资产与存量资

产的效益。为了充分了解客户对项目的要
求，西南分公司的办公区经常看到项目人
员与客户交流的身影；为了不耽误项目进
度，几位同志几乎每天都会工作到深夜；有
时为了一个客户新提出的需求，他们在来
回公寓的路上都会不断的交流。

当精益求精的态度和吃苦耐劳的作
风换来了客户的一致认可时，项目成员并
没有过多欣喜，而是马上又积极的投入到
下一个项目当中，就像一个人过着平淡、
自然的生活。是的，工作本就是生活的一
部分，这让我想起了在新员工培训时，姜
传胜董事长说过的一句话：喜欢上你的工
作。喜欢上工作，就是生活的一种态度。

（勘探开发部 姜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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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之星每周之星（3月）
部/室

勘探开发部

后评价部

海外工程部

节能工程部

系统工程部

环境

工程部

工程

设计院

管理和信息化部

市场部

（一室）

（二室）

（油气一室）

（油气二室）

（天然气化工室）

（水室）

（电信室）

（造价室）

（建筑结构室）

（热工室）

第1周

周灿

苟立平

杨华平

李 英

祝 磊

李晓娜
孔 英

康 蒙
郭 丽

王田田

王 芳

王 琦

姜芃菲
提 阳

李帅龙

曾 勤

唐 红

李 娟

陈 君

迟修全

第2周

徐永欣

苟立平

马国华

王文忠

刘 智

王继成

康 蒙

杨云鹏

赵玉红

徐吉展

王伟伟
黄松芝

张宏伟

苏 乐

迟寰宇

钱 猛

朱启胜

吴丽丽

第3周

郑继龙

韩德辉

马国华

王海波

宋少君

林金生

栾熙明

王素贞

周志峰

徐吉展

侯 静
田建平

王学良

宋 敏

张秋华

王 海

王洪浩

刘开元

第4周

刘春明

马国华

罗炼刚

张同秀

邓华卫

蒋培明

王艳宁

郭海春

梁文豪

刘 辉
杨书环

乔 静

王长春

张嘉会

李帅帅

杜继风

初志刚

近日，公
司多个基层
部门和个人
受到油田表
彰。

董 事 长
姜传胜同志
被 评 为 2013
年度胜利油
田劳动模范；

节 能 工
程部被评为
2013 年 度 胜
利油田优秀
科室；

环 境 工
程部被评为
2013 年 度 局
属经济实体管理部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同时，付林、吴成利两位同志被评为2013年
度局属经济实体管理部文明建设先进个人。

（张 沛）

公司荣获多项荣誉公司荣获多项荣誉

女人是世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生活因
为你们而丰富多彩。

上天在给了女人美丽容颜和温柔善
良性格的同时，也赋予了你们巾帼不让须
眉的胆魄和勇气。

你们的美丽，绝不仅仅是漂亮……
有在外连续奋战几十个日夜的坚持；
有汇报会上理性、睿智的辩论；
有面对家人倾心而出的温柔和亲情；
还有那在公司每个角落都会遇到的

一张张美丽的笑脸……

在你们的节日，女
同胞们请收下全公司的
祝福：

珍爱生命、永远美丽、温柔智慧、乐观
豁达，永远保持你们发自内心的微笑。

今天，95位女同胞们用自身的实际行
动，充分展示了森诺女性的风采和骄傲。
在各自的岗位上以我们特有的细腻、聪
慧、精神和力量，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
也创造出森诺“半边天”的荣誉，展现了女
人独特的美。 （万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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