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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召开2015年度工作会议

2月12日，公司组织召开企业合作交流座
谈会。旨在通过联系各家企业沟通交流，增进
相互信任，形成资源共享，产生优势互补，实现
大家合作共同发展。

受邀参加本次座谈会的有孚瑞特公司、新
大公司、高原公司、胜机公司、胜动集团、胜利
泵业等油田改制企业负责人。同时，北京新陆
兴业公司、辽宁华孚环保公司和东营新程公司
的负责人也受邀参加座谈。

为了应对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下跌的
影响，更好的整合行业内相关企业的产品、技
术、信息和市场资源，形成集中优势，实现“抱
团取暖”，共同发展的目的。在公司董事长姜
传胜的积极倡议下，邀请了孚瑞特公司等九家
企业进行交流座谈，通过商讨搭建合作平台，
共同应对当前严峻的市场环境。

会上，各家企业分别介绍了产品、技术和
市场情况，特别是针对各自在国际市场的经营

发展情况进行了总结和建议。同时，针对相互
间的业务合作意向也进行了初步交流，并共同
签署了联谊企业合作框架协议，为今后联谊企
业间的长期合作交流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谈到这次交流座谈会，孚瑞特公司董事长
马厚全表示，当前的市场环境，需要大家，特别
是油田改制企业间加强合作交流，形成资源共
享，这样有助于更好的集中力量，更容易实现
突破，促进各企业的发展。

新大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吴永太表示，油
田改制企业经过十年左右的发展，都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这个过程中因为市场环境较好，大
家总体上是各自独立发展，相互间缺乏沟通了
解。2014年以来，市场环境越发严峻，各家企
业都面临着很多发展的困难，森诺公司组织的
这次座谈会非常好，这个初步搭建的合作平台
也已经显现出效果。希望各家企业要积极建
立互信，尽快落实联谊企业合作章程，促进这

项活动长效开展。
董事长姜传胜在交流中指出，通过前段时

间与孚瑞特公司、胜动集团等企业在国际项目
运行中的合作，感受到企业间合作交流的重要
性。这次邀请各企业共同建设这个合作的平
台，就是希望能够整合各自的优势力量和资
源，交流大家市场开拓中的经验和信息，形成
我们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组合，共同走出去开
拓国际市场。

姜董在介绍公司情况时强调，森诺在面对
当前严峻市场环境的情况下，首先是积极开拓
现有市场资源，加强内部管理，做好“开源节
流”。同时，公司更强调要转变思想观念，将“低
油价”看作我们的发展机遇，积极练好内功，发
挥我们服务和产品的性价比优势，参与国际市
场竞争，积累经验，创建品牌，实现稳步发展。

会后，与会各企业负责人还参观了公司办
公区和文化展室。 （万薛峰）

2015年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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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工作报告，副总经理张
洪臣代表工会宣读表彰决定。

姜传胜首先对2014年工作进行了
回顾。2014年，全体员工紧紧团结在公
司党委和董事会周围，继续开拓创新，
努力提升核心竞争力，紧紧围绕“品牌
提升年”这个主题开展工作，促进森诺
胜利的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升，
党建企业文化建设再上新水平，综合实
力和整体水平再上新台阶，取得了精神
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丰收。

全年共完成各类咨询项目1394个，
超额2.51%完成了经营收入任务，比上
年增长了13.6%；经济总量连续十年以
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十年迈出了十大
步。回顾2014年的工作与取得的成绩，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业务品牌影响力逐步提升】
面对2014年市场大环境困难的情

况，勘探开发板块迎难而上，再创佳
绩。勘探开发部强化技术、经济、财务
分析的高度融合，深入开展了经济评价
方法的研究，通过分析研究赋予了经济
评价新的内涵和意义，为公司带来一部
分固定业务，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
点；勘探开发部和海外工程部在地质综
合研究业务上明显加强老区综合地质
研究与建模数模技术的应用能力，进一
步展示公司实力；后评价部改变以往后
评价报告以总结经验为主的方式，加强
了项目中存在问题的分析，真正体现了
后评价的作用和重要意义，得到了计划
处领导的高度认可，年底已委托我公司
开展后评价及项目考核库的建设工
作。经过六年发展，节能业务实现了从
无到有、由弱变强的突破性进展，他们
在不断提升钻采业务水平的同时，2014

年又取得了丰硕成果，完成了“五个一”
的节能业务格局。

2014年，工程设计板块共完成项目
763个。这支年轻的队伍，逐渐成为公
司中坚力量。产能项目、三年滚动计划
编制、隐患治理等项目在油田市场的占
有率稳步提升。延长水处理水质提标
示范站总承包项目确立了公司在油田
污水资源化咨询领域中的国内领先地
位。建筑结构施工图保障能力大幅增
加，承担了当年管理局全部的社区改造
项目。信控专业、地热供暖业务、指标
上网和测算对比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创
出了森诺胜利设计品牌。

在中石化投资程序不断规范化的
大形势下，“三同时，四评价”的政策要
求给环境工程部带来了更多机遇和挑
战。一年来，环境工程部在完成胜利产
能项目环评报告书的同时，还运行着新
粤浙管线环评和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文
23储气库环评、涪陵管线环评等多个总

部级的重点大型项目，连续赢得专家的
表扬和赞赏。这支风吹不倒，雨淋不垮
的队伍，将森诺胜利环评业务在中石化
和山东省环评界打出了响当当的品牌。

系统工程板块稳步发展，成绩斐
然。随着中国石化机构改革及投资管
理办法的调整，非安装设备购置可研等
传统项目编制难度进一步加大，审批程
序更加复杂，报告编制工作量成倍增
加，系统工程部全体员工面对困难，迎
难而上，顺利完成了本年度石油工程板
块非安装设备购置可研任务;在下半年
又完成了四个油田的矿区十三五发展
规划初稿，成为石油工程咨询领域的一
流队伍。

信息工程板块加大业务创新力度，
形成了流程梳理、投入产出效益评价系
统、管理信息化等多个新业务产品，逐
步从理念到方案，最后落实到产品，渐
渐走出了最困难的产品诞生阶段，实现
了油公司产品从无到有、咨询企业产品

从自用到推广的跨越。公司的管理信
息化成果先后分别荣获山东省以及全
国的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二等奖。这些
奖项的获得，使公司的管理信息化品牌
影响力得到大幅提升，对今后管理信息
化业务的推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市场开拓取得硕果】
在严峻的市场形势下，市场部及

时研究和调整工作策略，在目标市场
的深度挖掘和业务拓展两个方向上下
功夫，强化了项目运行信息的掌握和
回馈、项目过程中的联系和服务、甲方
要求的协调和解决等方面的工作，实
现了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是公司2014年
的重点工作，一年来，公司上下加大外
部市场走访及推介力度。年初，在哈
萨克斯坦设立子公司，展开了哈国市
场的拓展；与南苏丹最大的油气生产
企业DPOC联合作业公司进行了深入
的交流，为下一步的合作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阿尔及利亚技术服务项目是
公司第一个走出国门的长期技术服务
项目，这个项目服务顺利完成后，中石
化国堪阿尔及利亚公司特地发来感谢
信，这也是森诺胜利人在海外市场留
下的坚实的足迹。

【加强精细化管理】
随着公司规模的迅速扩大，员工队

伍的不断壮大，公司对管理工作的要求
也越来越精细，越来越严格，越来越规
范。2014年，公司加大项目质量考核力
度，扩大质量考核范围，加强项目运行
的节点控制，通过项目汇报客户意见反
馈单等措施，了解客户满意度，促进项
目质量持续改进。各业务部门也积极
想办法，采取了多项有效的管理措施，
通过各项扎实细致的工作，公司被中国
质量协会授予了“全国实施用户满意工
程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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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年味？年味就是全家团圆的喜乐气
氛,就是晚辈孝敬长辈围坐在桌前敬的那一杯
酒,就是屋外烟花闪耀飘进鼻内的一股幽香,就
是妈妈忙前忙后做的一顿年夜饭中的饺子,就是
逛庙会看着舞龙吃着糖瓜儿仿佛又回到童年的
一种享受,就是不管认识不认识，见面都说过年
好的那种友好感觉,就是家家户户都贴上喜庆对
联迎接新春，庆祝新的开始；就是满大街挂满了
红灯笼充满了祝福话语的那种气氛……这就叫
年味。

百度百科描述的是如此体贴入妙，令我不禁
想起儿时巴望着过年念着新衣服、压岁钱的心
情，浮现出一家人围着笨木桌吃着热腾腾饺子的
幸福劲，回想起家家户户走街串巷问好的喜庆
劲，飘荡着带着鞭炮火药味甜醉的气息……。儿
时的衣服没有多么的贵，都是朴素的布料，但是
穿着确无比的幸福喜悦；儿时的压岁钱没有多
少，仅仅只有几元，但是心里确无比的期盼；儿时
的年夜饭并不像如今美味佳肴，但是简单的饺子
吃到的是一家人的温暖；儿时的伙伴没有多少，
但是彼此之间是如此的天真烂漫……。想想儿
时的年味是如此的醇厚，脑海中的记忆是如此的
深刻。

而如今，岁末了，新年开始了倒计时，我却发

现这年味淡了，不再像儿时那么浓厚了。
工作之余便百度看看“为啥现在没有年味
了呢？”其中百度贴吧里面有一帖写的特别
好。

“知道为啥现在没有年味了么？因为
小时候过年还有一个星期爸妈就会给你买
一身红衣服，只有过年那天才许穿。而现
在你天天淘宝天天拆货，过年只不过又多
了几笔订单。以前过年爸爸牵你手上单位
转一圈，兜里就会塞满糖果和压岁钱。而
现在这种不大不小的年纪，吃腻了糖果少
了压岁钱。以前过年你是爷爷奶奶辈的宝
贝孙儿，现在不知你身边的亲人还剩几位，

又多了几个不懂事的小屁孩要你看管。以前过
年你放炮看春晚玩到嗨，现在过年你坐在电脑前
聊天玩网游在空间倒计时……。不是过年少了
年味，只是你的年龄不再是过年最开心的人。”

我想这个帖子道出了同龄多数人的心声，我
也不例外。但读了却感觉莫名的失落，难到真的
是我们的年龄不再是过年最开心的人，我想不仅
如此。

年是带着希望和寄托的词语。以前过年是
总结过去，迎接新的一年，对新年有着无数的憧
憬和向往，有梦想的期待。而如今，生活水平高
了，我们却丢失了希望，生活平平稳稳就好，没有
了儿时那种迫切的期望，对生活也少了些期许，
生活也就慢慢缺乏了乐趣，不再五彩斑斓，年味
也自然渐渐变淡了。

我想今年大家可以抱起梦想，对新年、对工
作、对家庭、对孩子……充满期待，也许就会有惊
喜出现，让今年的年味也会浓烈起来！又或者回
家过年时，少些聚会，多陪陪爸妈亲人，一家人团
座饭桌，多听听父辈们怀旧的话题，他们等了你
一年……！让我们用行动让这年味儿变得更浓
烈些！

（工程设计院天然气化工室二组 王春岚）

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圣诞颂
歌》。开篇吸引我的是一句话：“假如，你
突然能拥有了一个机会，可以清晰地看
到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你还会像现在
这样生活吗？”

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埃比尼泽·斯克
里奇是一个超级守财奴，“令人讨厌，吝
啬、冷酷、没有人性”。但在1983年的平
安夜，他先后遇到了四个异灵——他已
逝的合伙人雅各布·马里的鬼魂、圣诞过
去之灵、圣诞现在之灵和圣诞未来之灵，
从而看到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比雅
各布·马里还要恐怖的命运。这奇异的
经历令斯克里奇一夜剧变，从吝啬鬼变
成了一个仁厚、宽容、宽容而热情的慈善
家。

这部影片改编自英国小说家查尔
斯·狄更斯的同名作品，正是因为狄更斯
的这部杰作，才有了“Merry Christmas”
这句流行语，并且圣诞节中的许多祝贺
节日的仪式也是因为他这部小说才开始
广为流传。

最近，我去了西南出差，到公寓已
经晚上11点多了，又下着小雨。我想，
这么晚了，公寓的同事应该已经休息，
得打扰他们给我开门了。在公寓的电
梯里，镜面一样的电梯墙印出了头上湿
漉漉的、神情疲惫的我。敲门之后，经
济评价部的燕春如给我开了门，第一句
话就是笑着说：“吃饭了吗？用不用给你热点？”温暖的
话语好像一缕阳光照射在我心里。和我身边许多设计
院的同事一样，在与他们相处的日子里，我觉得他们的
心态特别好，好到有种感染力——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
会积极面对。因为有阳光般的心态，我想，他们也会有
明朗的生活。

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总会有些事情让你感
到郁闷、彷徨、焦头烂额，心情受到影响，跌入谷底。俗
语云“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没有人事事顺心。
而你是选择低头看看脚下的沙子，还是抬头享受明媚
的阳光呢？

为了有个明朗的生活，时刻让心情晒晒太阳吧。
（工程设计院天然气室一组 王 琦）

1月21日，我和王继成踏勘鄂安沧管线至
山西省忻州市，晚饭后，突感心脏不适，遂去医
院看病，医生诊断为心律不齐，需住院检查。由
于人在外地，加上急诊室医生说情况较为严重，
致使我精神高度紧张，病情加重。

吴经理、寇玮主任、王述彬总工和赵凯主任
得到消息后，纷纷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有什么需
要，需要公司为我做些什么，得知公司为我这事
还要专门派车来接我，心情莫名的感动。

三天后，检查结果出来，医生诊断为室性早
搏，吃点药就可以，心情顿时开朗。公司领导得
到消息后，又为我安排去北京进一步检查，确保
诊断万无一失。

公司派张云明大哥专门从北京开车过来接
我，到达北京后，马总为我安排好住宿，张总也
已为我联系好了专家，看到平时连面都没见过
的领导为我这事忙前忙后，感触颇深，究其原
因，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是森诺人吧。

是啊，作为森诺的一员，我们是幸福的，有
喜事公司替我们高兴，有困难，公司尽最大努力
为我们撑起那一片天，身处这样的公司，我唯有
感谢。感谢王继成在我住院期间的悉心照顾，
感谢张云明大哥、赵凯主任、王述彬总工、寇伟
主任、马国华经理、张文经理、吴经理、姜董事长
为我所做的一切，感谢森诺选择了我。

由于个人文笔不好，无法准确的描写出内
心的感动，仅以此文表示感谢，谢谢你们，谢谢
森诺。

（环境工程部一室 孙 刚）

2月2日，我终于下定决心，走出国企的围

城。

我是油田子弟，从小衣食无忧，未来早已

被父母规划。我对人生道路从未作过多考虑，

曾认为有份稳定工作，守在父母身边即可。毕

业后，循着父辈脚步回到油田，进入井队。

工作之前并多想这意味什么。20天井队

工作，节奏紧张，体力透支，精神却空虚如野。

20天休假在家，精神懈怠，无节制放纵自己，

不知不觉我在工作技能和心理落后同龄人太

多。如此循环几年后，一个想法在心中迸发

——离开这里。“不，这里工作稳定，收入可观，

缘何离开？”我努力压制这个想法，试图杀死

它。但如任何人的感觉一样，妄图压制想法的

做法都是幼稚的。愈加用力说服自己，它愈是

有说服力；俞是用力忽视自想法，它就像眼球

晶状体的混浊物一样，在意识的焦点和边缘不

断显现。任何妄图杀死想法的行为都将使它

更为强大。

于是我开始考虑自己的特长、爱好及专

业，将目光锁定森诺，投了简历。面试顺利，收

到入职电话，心中无比兴奋。但此时却受到父

母与公司的双重压力。我不得不妥协，重回原

岗位。但经过第一次的尝试，我发现我的心境

已然改变，原岗位的任何事物都让我无法满

足。我对于原岗位的感情，就像斩断脐带的婴

孩，无法与母亲建立任何联系。最后同父母交

涉成功，感谢公司的宽容让我再得机会重新进

入。

对新工作的人文、环境和工作方式，我心

中溢现无数赞美之词。但我不希望这些仅是

因为两个工作环境差异的对照，也不希望仅仅

是初到岗位的三分钟热度。国情的变化，市场

的演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铁饭碗闯入私

企，而网上言论针对体制内外的争论与抨击也

是愈加热烈。我已工作将近5年，我不想说国

企的铁饭碗与当前相比是如何的黯然无光，我

不想为我曾经的无知与欠考虑的选择导致机

遇丧失而后悔，我也不想因为曾经的阴影而否

定过去，我更不想迫不及待的大声宣布这就是

我爱的岗位。我们的生命因各种各样的机遇

而变得有意义，甚至是那些错过的。我想抛弃

这一切浮于表面的情感，从理性的角度看待这

一切。在掌握工作所有细节后，从心底接受当

前工作，重心爱上当前的岗位。

（节能工程部 曾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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