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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二月份第3周为春节假期，每周之星轮空一周；2.管理和信息化部实
行新的考核标准由年后实行，故第1、2周未评选；3.工程设计院规范填报制度，未
及时填报的不允许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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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杨华平

刘春明

隋汝科

段志刚

王枫秋

王继成

蒋培明

安秋英

郭海春

宋 振

卢 强

路 敏

王 琦

李成敏

杨书环

陈友先

张 征

戴成林

赵砚青

张立栋

齐元建

邵 峰

张海涛

吕展辉

李帅龙

许钦一

苏 乐

高 健

第二周

郭振廷

刘春明

燕春如

袁聿力

吴成利

李 梅

栾熙明

隋卫卫

张 娜

杨云鹏

李 炎

孙加国

赵浩浩

王春岚

彭霄汉

刘 辉

王志恒

崔光涛

张嘉会

张立栋

张秋华

邵 峰

李帅帅

王长春

于小洲

第三周 第四周

郭振廷

韩德辉

姜 凯

罗炼刚

张同秀

林金生

郭 丽

冯 帆

周伟强

隋卫卫

张亦彬

马 菲

王素贞

曹 刚

赵浩浩

梁文豪

侯 静

陈友先

刘晓雨

张世英

王松浩

刘 洋

张秋华

邵 峰

李帅帅

吕展辉

王学良

胡向阳

刘 英

胡希东

小草打败狮子

每到年底我们都要述职，总结
一年的工作，回顾一年的成绩，找
出存在的问题，制定下步工作和努
力的方向。

通过述职交流，更能看清自
己，也学习和分享其他人得失，这
对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是有很大帮
助。

是啊，工作总结很重要，朋友
们，你有没有想过对一年的生活也
做一下“述职”呢，总结一下这一年
我们忙于工作是不是忽略了一些
事、一些人呢？对家人、对朋友是
不是尽了我们该尽的责任和义务
呢？是不是给予了我们应给的孝
心、爱心、关心呢？同事间是不是
发生过矛盾，有过隔阂呢？所有这
些，如果不总结、不思考、不认识

到，来年还是会出现同样的事情，
工作中我们尽可能的不犯同样的
错误，生活也应该一样。

我回顾过去一年自己的生活，
也有出现很多不该出现的问题。
因为有了孩子，我少了对父母的关
爱、少了与朋友的交流；因为工作
忙，我曾经对老公发脾气，对孩子
训斥；因为工作，也曾经和同事有
过争执。回想一下，所有的这些其
实可以避免的，只需要统筹安排工
作和家庭事情，改变与家人、朋友、
同事间交流方式、说话语气。

朋友，为了能够真正快乐工
作、幸福生活，让我们进行一下生
活“述职”，对自己进行一下剖析、
反省吧。

（勘探开发部 邓新颖）

生活生活““述职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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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之星（2月）

姚贝娜和张万年，一个娱乐明星，一
个军队高级将领，若不是二人前后离世，
谁也不会将他们联系到一起。姚贝娜走
了，几天内各大媒体不乏悼念她的文章；
相反，张将军的去世却没有得到这样的

“待遇”。这时候，小部分人以这个为切
入口大肆讨伐部分人的爱国情怀。说实
话，第一次看到那些激昂的文字，我也被
感染了，内心也在谴责那些只知道悼念
娱乐明星，却对国家功臣冷淡的人们。

姚贝娜去世的消息渐渐被人遗忘
了，回过头来仔细想想整件事情，我始终
觉得，没有失去理智的群体行为有它的
必然性。姚贝娜，给大家带来欢乐的人；
张万年将军，一个保卫国家安全的人，两
个人目前的受关注程度为什么会有如此
大的差别呢？现在是和平年代，大家在
安逸的环境中，必然是较多的关注娱乐
明星，若是战争年代，我们自然会把目光
投到将军身上。有些东西不是不重要，
而是环境不同，大家的注意力倾向有所
不同而已。

那些扯着嗓子骂大家不爱国的人，

也许刚从新闻上知道了有张将军这个
人；那些谴责大家不悼念张将军的人，也
许整天娱乐八卦不识国事；那些高举着
爱国大旗的人，也许只是愤青，除了会喊
口号一无是处。那些人，也许并没有这
般的高度，只是借着机会炫耀“众人皆醉
我独醒”，事实呢……

爱国不是一句口号，不能因为没有
悼念谁就定义为不爱国，也不能因为喊
了几句中国万岁就是爱国了。作为学
生，好好学习，充实自己，就是爱国；作为
子女，尊敬长辈，孝敬父母，就是爱国；为
人父母，教育孩子真善美，就是爱国；作
为职员，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就是爱国；
作为领导，公平公正，任人唯贤，就是爱
国。

喇叭的存在可以告知大家有一辆
车，但是要有发动机、轮胎，方向盘，刹
车，电子系统……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
车，否则，喇叭就是喇叭。

但愿我们不要只做一个喇叭，更不
要被喇叭乱了心智。

（工程设计院油室一组 安秋英）

借着《中原油田石油化工总厂10万吨/年二
氧化碳节能评估》项目的机会，我们一行三人来
到北京，向国家发改委培训中心节能专家樊文舫
老师和中国石化咨询公司张国生老总两位专家
请教学习。

樊文舫老师就项目本身提出很多针对性的
建议，在语言表达和措辞上给予指导，要求我们
表达要完整、全面，并针对报告中的节能措施进
行了优化和补充。张国生老总则从国家层面、社
会层面、专家审查角度、国家的双控指标、能评的
基础等方面对节能评估工作做了剖析，这让我们
认识到专家的审查重点该如何把握；在遇到可研
和基础设计数据发生冲突矛盾的时候，教会我们
怎么去取值；在无参照、无标准的时候，教会我们
如何运用专家判断法和自我对比法；在可研深度
不够且无关键数据的时候，教会我们如何协商得
到双方认可数据。张国生老总还将最近一期的

国家节能中心的专家培训内容给我们做了短期
培训，也是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能评的专家评分
及格线已经从70分降到了60分。这些都是平时
电话咨询时很难得到的信息。

在去学习之前，我们自学了能评的2014版
指南，但是在听完课之后发现，自己的理解与指
南的本意存在极大的偏差。经过专家的讲解，我
们深入学习了指南的内容，针对日常工作中容易
出问题的点，也与专家进行了探讨。

在与专家沟通的过程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国
家的一些新的政策发展方向，这对我们今后的工
作起到先导性指引的作用。通过这次学习，我们
深深感觉到专家的重要性。专家知识层面的高
度和广度，是我们平时无法接触的，既然公司提
供了一个优秀的平台，我们就要借助专家，利用
好专家的有效资源，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断成
长。 (节能工程部 孙文娟 甘霖 张际国)

与 专 家 面 对 面

不要做个喇叭

前几天看到一篇小短文，讲的
是非洲一种小草的故事。在非洲
草原上，生长着一种叫做马尔台尼
亚的小草，它结出的果实，形状奇
怪，两端像山羊角一样尖锐，看起
来比较恐怖，有人干脆称它为“恶
魔角”。

“恶魔角”不仅长得吓人，而且
威力无比。在狮子出没的地方，也
会有“恶魔角”的身影。当狮子活
动的时候，偶然踩到它，就会被蜇
痛。狮子发起怒来，一口把“恶魔
角”吞下去，结果尖刺开始发挥作
用，就像铁锚一样牢牢钉在狮子的
食道里。很快，狮子再也无法吞食
任何东西，只能在痛苦的煎熬中活
活被饿死。

由此，我联想到我们的质量工
作。在报告中的各类错误不就是
一个个“恶魔角”吗？它们看起来

不起眼，但是如果我们不认真加以
对待，有的时候这些错误将给我们
致命的打击！“The devil is always
in the details”，魔鬼总是在细节
里。新年伊始，公司成立了质量考
核工作组，制定了质量考核工作细
则，加大了质量抽检比例，我们不
难看出，公司正逐渐加大对质量的
管控力度，我们在平时的报告编写
中，也要加倍仔细，避免低级错误
的产生。

岁末年初，正是我们回首过
去、展望未来的关键节点。人生的
旅途中，阻止我们前进的，有时并
不是高山，而是鞋里的一粒沙子。
作为一名咨询人员，积极应对新常
态，认真清理自己前进道路上的

“恶魔角”，才能走的更远！
（节能工程部 郭 伟）

根据中石化物资装备部的统一要求，中石化
下属所有企业设备物资采购要逐步实现集团化采
购方式。此次招标作为技术支持，我公司电信室

组成 7 人项目组，于 2 月 4 日从东营出发前往济
南。

中石化油田企业中低压开关柜招标于 2 月 5
日上午9点在济南胜利油田大厦二楼举行。主要
评审人员有中石化物资装备部等13家企业代表，
以及华南招标中心工作人员。招标分为低压开关
柜及中压开关柜两部分，分别有24家企业参加了
低压开关柜的投标，18家企业参加了中压开关柜
的投标。会议开始首先宣读了招标原则，随后各
位评审人员将标书分为技术标及商务标进行打
分。公司项目组分成两组，分别负责技术和商务
标评审，李蔚同时负责技术标及商务标两部分评
审。

技术标评审内容主要包括对24家投标企业的
研发能力、生产能力以及技术标书内的方案合理性
等方面进行打分，商务标评审主要包括对18家投标

企业标书内一次侧、二次侧元件总价及各回路元件
价格核算。这次评审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每家企业
标书内均包括上千个元件，公司项目组与现场领导、
专家充分配合，抓紧时间，在保证评审的质量及公平
的前提下，核算了上千个数据。经过2天的核算、评
分工作，于2月6日下午完成了全部评审工作。最终
低压开关柜有18家企业中标，中压开关柜有15家企
业中标。

本次参与中石化油田企业中低压开关柜招标，
公司圆满完成了评审工作，会后中石化物装部领导、
专家对公司的出色工作表示了认可并提出了表扬。
通过参与中石化油田板块的框架招标评审工作，公
司在中石化电气设备标准化定型与采购方面进一步
积累了工作经验，提高了技术水平，为今后运行好此
类项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工程设计院电信室一组 刘潇阳）

中石化油田企业中低压开关柜招标会议顺利召开

公司和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储建学院搭
建校企合作平台——“名师讲堂”系列课程在
新年伊始拉开序幕。自此，石油大学的专业
课程搬进了森诺胜利大厦，让我们可以在自
己的家门口沐浴名师的雨露。

第一堂课是李自力教授亲授，李教授首
先跟我们分享了《油气储运工程几个安全问
题》，让我们设计人员不仅仅只是关心目前工
程设计存在的安全问题，同时也能够站在世
界前沿领域，了解当前工程研究热点，抓住未
来设计立足点，开拓设计人员的眼界。

李教授精湛的教艺，先进的理念和独特
的设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教授关
于油气站场区域阴极保护设计、高压交直流
输电对埋地管道干扰腐蚀、声发射罐底板腐
蚀坑点检测技术、输气管道放空系统设置及
其安全评价四点工程领域前沿热点分享，让
我们对工程设计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让我
们认识到学习新课程、新知识必要性和重要
性。相信，这堂课不仅授予我们知识的一隅，
同时作为我们设计人员的开端，引导者，唤醒
我们对新知识的渴望，求知若渴的精神。

短短的一下午时间，李教授又向我们分享了《石油天然
气长输管道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安全专篇》编写要点，这一堂
课可谓是雪中送炭。最近设计院刚上报产能建设初步设计
安全专篇审查，由于是第一次系统接触初步设计安全专篇相
关项目，设计院遇到了跟头、坎坷。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时，
李老师可谓是及时雨，抚平了大家混乱的思绪。李老师基于

《陆上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安全专篇编写
提纲》向我们详细讲授了每一章的编写要点和注意事项，课
程中的讲授不仅仅是法律、法规、标准上的相关知识，还包括
他多年关于安全专篇审查经验的亲授，还有作为设计人员对
待项目、对待审查专家态度的传授。总之，李教授的讲授是
面面俱到、入木三分，让我们对安全专篇有了新的了解和认
识。相信，不久的将来，安全专篇也将作为设计院承担项目
中的亮点。

一年之计在于春，相信在公司搭建的平台下，我们会成
长的更加茁壮，不仅仅是经验的积累，还有知识的沉淀，创新
上的突破。正如姜董开篇欢迎词所言“争取森诺设计、咨询
在一些领域里走到世界前列”，相信在公司和员工的共同努
力之下，这一愿望将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

作为设计人员，我们期待森诺“名师讲堂”下一堂课开
讲！

（工程设计院天然气化工室二组 王春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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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常从济南路上路过，不
经意间对路口上设置的红绿灯进
行了观察，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规
律。

济南路中段有个限速标志，限
速为 40km/h，其它路段没有见到
限速的标志，那么可以理解为该路
行驶速度一般要低于 40km/h。以
西三路到西四路之间的这段路为
例，从济南路上西二路路口往西四
路口方向行驶，中间要经过 3 个红
绿灯，如果全程以 30－40km/h 的
速度行驶，那么你有很大的机率
（超过 80%）可以从西二路路口一
直行驶到西四路路口，如果直行，
那么还是绿灯。但是到这儿我向
南拐了，那么一般来说必定是红
灯。发现这个规律后，我一直在这
段路上以 30－40km/h 的速度行
驶，也经常看到从我旁边呼啸而过
的赶路车，但是最终他们也不过是
比我早到路口多等待了几十秒

而已。
从以上的经过可以得到以下

的启示。其一是必须要遵守规则，
既然是规定了限速，那就应该严格
遵守，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最高的
通行效率，减少等待的时间。如果
不遵守规则，那么你就会被若干的
红灯拦住，运气不好的话还可能收
到罚单。其二是要保持好速度，并
注意观察。如果你以低于 20km/h
的速度行驶，那么你很可能在第二
个红绿灯就会被拦下，或者你在午
高峰期间，那么上述规律也不好使
了，因为这个时间段红绿灯的停留
时间调整了，你在路口等待的时间
也就相应的延长了。

同样的在工作中我们也应该
遵守相应的规章制度，在干项目的
过程中要做好各类标准的宣贯，处
处按照规范的要求设计，避免造成
不必要的损失。

（工程设计院水室 王传新）

从济南路的红绿灯得到的启示

（上接第一版）在经营管理方面，经营管理室
通过不断优化调整项目运行管理、合同审核管理、
项目投标管理等流程，有效提高了管理和运行效
率，5月份公司又出台了《项目管理规定》，进一步
完善项目运行节点。2014年，人力资源不但多方
位开展招聘工作，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还扎实
开展培训，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经过逐步
完善绩效考核工作制度，其科学性、适用性得到加
强。财务管理更加规范，保证公司正常运行。
2014年，财务资产部以成本管理和资金管理为重
点，强化成本控制，加强财务预算管理，定期开展
成本分析。通过完善资金管理体系，确保营运资
金流转顺畅，认真做好公司咨询费结算与资金回
笼工作。全年在油田资金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资
金年回笼率达87%以上，保证了公司资金正常运
行。

【党建思想文化促进公司和谐稳定发展】
2014年，公司党委继续组织开展党员责任区

活动，并且坚持每季度检查评比。一年来，各责任
区扎实开展谈心活动，通过谈心切实解决实际问
题，真正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通过制作党员身
份桌牌，开展党员亮身份活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进一步显现，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
强。

公司结合“品牌提升年”主题活动，利用成立
20周年改制和十周年的契机，推进品牌文化建
设，提升森诺胜利文化的影响力。通过创新文化
宣传载体，完善制度考核机制，在进一步引导全员
参与文化建设的基础上，有效促进文化理念深植
落地。公司编辑出版了《森诺胜利的故事与哲
理》，重新拍摄录制了《公司形象宣传片》和《森诺
胜利发展纪录片》，为公司对外宣传提供了更具有
影响力的载体。

姜传胜指出，2014年是公司继续发展、壮大
的一年。公司上下团结一心，克服了种种困难，取
得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双丰收。这些成绩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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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董事会向一年来为公司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的全体员工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为公司的发展
辛勤付出的全体员工家属表示崇高的敬意！

随后姜传胜对公司2015年工作进行了部
署。他强调，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在
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大形势下，中石化2015年继
续压缩投资，油田板块处于“寒冬期”，我们要加强
宣传引导，增强全体员工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促进
观念转变，要敢于担当，抱团过“冬”，做到坚定信
心，适应新常态，奋力新作为，为公司持续稳定发
展做贡献。他提出2015年工作的总要求：以党的
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主动
适应新常态，积极应对低油价，深入开展“品牌推
广年，严格管理年”双主题活动，持续实施管理创
新，业务创新，全力开创公司发展新局面。

为此，他要求重点做好十项工作：
一是实施品牌推广年活动，将公司快速反

应，优质服务的品牌形象宣传推广出去；二是实施
严格管理年活动，严格成本费用管理，做好节流工
作；三是下大力气抓好市场开拓工作；四是强化业
务创新，打造专业品牌；五是队伍建设再上新台
阶；六是狠抓基础管理，全面提升管理水平；七是
取得实验室、工程测量和环境监测的资质；八是强
化科技创新创效；九是党建工作保持油田的一流
水平；十是文化建设创出新特色、再上新台阶。

姜传胜在讲话最后希望全体员工携起手来，
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共克时艰。以卓越的
表现为“十二五”规划划上圆满的句号，为开创森
诺胜利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大会还对公司2014年度先进集体和个人进
行了表彰。李炎等24名同志荣获“优秀新员工”
称号；姜晓键等75名同志荣获“文明建设先进个
人”称号；寇玮等6名同志荣获“优秀管理者”称
号；环境工程部等6个单位荣获“文明建设先进集
体”称号。

（张 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