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直享受高油价红利的我们，现
在却感受到空前的压力，盈利空间亦
步步压缩。随着中石化内部行业壁垒
的打破，越来越多的咨询评价单位挤
进中石化市场，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增
大，市场份额也被逐步蚕食。

“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更大的出
路。只有依靠改革创新来开拓市场，
才能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环境工程
部年初就对今年的市场形势和现有业
务类型进行了分析，对油田市场深入
调研，了解业主单位咨询需求，并依据
国家、地方新出台的法律、法规和政
策，为其提供现有问题的解决思路。

“对商品生产者来说，他们不承认
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
对于咨询成果，也同样适用。”为了抢
占市场先机，环境工程部2015年上半
年相继打出了两记有力的“组合拳”。

【从“逼出去”到“闯出来”】

环境工程部发展定位不再局限于
东营市地方评审项目（尤其是市级、县
级评审），而是立足于省评、部评项目
承接。目前，环境工程部新承接了中
石化天然气分公司鄂尔多斯—安平—
沧州输气管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和
社会稳定风险分析专章的编制，济南
—青岛二线输气管道变更环境影响报

告编制等部评、省评项目。
三年磨一剑。随着新粤浙管道、

文23地下储气库、重庆天然气管道有
限责任公司涪陵白涛—石柱王场输气
管道工程和天然气川气东送管道分公
司川气东送管道增压工程等项目相继
顺利完成，环境工程部从外部市场的
试水尝试者到让竞争对手都刮目相看
的市场弄潮儿，环境工程部从“逼出
去”到“闯出来”，实现了质的飞跃。此
外，咨询人员的技术水平在省评、部评
项目承接开拓中亦得到了大幅提升。

环境工程部用业务口碑赢的成熟
市场份额外，还积极开拓其它省域环
评市场。今年 3 月份，环境工程部承
接了四口新勘公司的探井单井环评和
新春采油厂四座注汽站的改造环评。
为了能顺利完成项目咨询评价的交
付，环境工程部先后委派两人前往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行经克拉玛依市、塔
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踏勘现场，与当

地环保主管部门进行业务沟通，克服
了工期紧、各地区环保部门要求不一
致，工作协调难度大等困难，圆满完成
了相关评价工作并已拿到政府批复文
件，并为下半年新疆市场的开拓奠定
了坚实基础。

【积极实施业务类型开拓】

为了拓展生存空间，环境工程部
密切关注政策导向，积极开拓业务类
型，用创新抢占市场。2015 年 1 月 9
日，环境保护部下发了《企业事业单位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
（试行）》。环境工程部敏锐的嗅到了
该管理办法的实施将会拓展新的业务
类型，为此部门组织咨询人员对该管
理办法进行了两次内部学习，同时收
集了与此相关联的《企业突发环境事
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山东省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估导则（试
行）》等资料。

皇天不负有心人。前期的努力，
环境工程部终于在四月底承接了第一
个应急预案（黄岛输油管道迁移工程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工
作。此项目是黄岛区11·22事故的隐
患治理重点工程，甲方对此要求高、时
间紧，为了保证该工程顺利试运行，环
境工程部积极部署，与业主、设计院和
黄岛区环保局、黄岛区黄岛街道办等
进行反复沟通对接，确定风险应急防
范措施，制定应急预警分级等。通过
项目组成员的不懈努力，该应急预案
已在黄岛区环保局进行了备案。

黄岛输油管道迁移工程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的顺利编制、评审、备案
完成，既积累了环境工程部针对预案编
制的经验，同时也了解预案备案的流
程。目前，环境工程部正组织咨询人员
编制《山东液化天然气（LNG）输气干
线工程》和《济南-青岛二线输气管道
变更工程》等风险应急预案标书，做好
该工程风险应急预案编制的准备。

半年的拼搏，环境工程部挥毫绘
制了浓墨重彩的华章。面对未来市场
的激烈竞争，环境工程部将用积极拓
展多元化的咨询服务类型，为客户提
供差异化的服务咨询，用改变赢得未
来，用创新赢得口碑。

（环境工程部一室 赵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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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适应 创新发展

“赵主任，非常感谢你们项目组的每
一个成员，今天已经完成了应急预案的备
案，在我们提出的近乎无理的工期内你们
顺利完成了项目，确保了整个工程的试生
产，谢谢。”这是管道储运有限公司黄岛储
运工程建设项目部王总在5月29日下班
后打给赵凯主任的感谢电话。

2015年1月9日，环境保护部下发了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
案管理办法（试行）》，给部门环境业务带
来了新的机遇。《黄岛输油管道迁移项目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是部门承接的第
一个应急预案项目，项目谈判时甲方提出
了务必6月1日以前完成预案的编写，并
且在合同里面进行了明确，其实这个时间
点工期已经十分紧张了，仅有不到1个半
月的时间。项目涉及到中石化的4家单
位以及4家民营企业，风险物质多，8家单
位的联动机制复杂，周围环境敏感，预案
包括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环境应急资源调
查报告、环境风险应急预案、相关制度等
4大部分的内容。

由于是新类型项目，再加上时间紧、
任务急，赵凯主任亲自挂帅项目组长，带
领李梅、胡玮璇、孙刚、邓华卫紧锣密鼓地
开展工作，按照6月1日交付报告进行了
倒排计划。二十多天过去了，
项目按照计划顺利进行着，却
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
况。5月11日甲方打来电话，

说政府部门要求6月初务必开始试生产，
按照这个要求，一周后必须能够上会，才
能确保5月底备案。这段时间又赶上项
目组李梅、邓华卫等多名同志还在准备环
评工程师的考试，这简直是根本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甲方的要求都是合理的，我们
只有做到雪中送炭，才能真正得到甲方的
认可。”

赵凯主任马上调整工作思路和工作
计划，带领李梅、胡玮璇2名同志连续奋
战，5月18号顺利完成报告的编写、三级
校审及内审工作，5月19日上会顺利通过
评审，5月29号完成所有备案工作。

这个项目充分体现了赵凯主任作为
一个管理者对项目管理和运行的把控和
组织协调能力，李梅作为一个具有丰富风
险评价经验老同志对新类型项目的理解
和研究能力，胡玮璇作为一名新人所具备
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拼搏精神，他们都是
公司的脊梁，是公司新的业务和市场开拓
的主力军。

一个新的市场的起点是靠公司的即
有口碑以及市场人员的推介，新的市场的
开拓和巩固是靠优质的服务和雪中送炭
的精神。

（环境工程部 寇 伟）

汽车在急速的行驶，窗外是绿油油的一片，生机盎然。新
粤浙煤制气外输管道工程环保部评估中心技术审查会刚刚在
北京结束，我们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针对专家意见的修改工
作，三天，时间紧的让人窒息，因此当在修改完成后我们坐上
返程的汽车时，似乎重新获得了呼吸的权利一样，兴奋异常。

思绪随着这种异常的兴奋在回忆，新粤浙环评项目经历
了三年多的长跑，我们从白雪皑皑的雪山走向一望无际的平
原，我们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荒漠走向了“孤帆远
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荆楚大地，我们也从北风凛冽
的冬季走向了万物复苏的春天，我们从炎热无比的夏季走向
了硕果累累的秋天，我们从为人子、为人女走向了为人父、为
人母。时间在我们这种长跑中变得迅速，也变得缓慢。

时间变得迅速，我们长大了，时间变得缓慢，我们成熟
了。对项目组的每一个人而言，新粤浙带来改变，带来了收
获。我们失去了很多与家人、与亲人团聚的机会，我们也收获
了久别重逢的欢乐，收获了家人默默支持的那份感动；我们经
历了太多的不眠之夜，也收获了成功一小步的欣喜；我们失去
得少，收获得多，从新粤浙，我们收获了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
也收获了团队合作的力量，我们收获了朋友的信任，提升了我
们的业务水平，我们交了一批朋友，开拓了视野，我们在泪水、
汗水中变得坚强，变得勇敢……

望着邻座的同事们，都靠着座椅睡着了，他们为新粤浙所
付出和承担的，会在这种疲惫之后变成力量，变成勇往直前的
力量。

车，依然在前行，窗外的风景，也愈加美丽。
（环境部工程部一室 刘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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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用优质服务开拓市场
——记《黄岛输油管道迁移项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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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间在微信上读
到一篇文章——《老板，
您 能 请 我 父 亲 吃 顿 饭
吗？》读罢感触良多。

文章讲述的是一个
新毕业的大学生，在公司
默默的工作了大半年，因
为性格原因，与同事们的
关系比较冷淡。有一天，
单身的父亲因为放心不
下异乡的女儿，执意要来
看看。由于在这座城市
没有朋友，她决定向老板
求助。硬着头皮第一次
敲开了老板的办公室门，
无比尴尬之后她表述了
来访目的，想让老板或公
司的负责人“请”他父亲

吃顿饭，饭钱她自己来付。没等女孩说
完，老板便回应：“周五晚上一起吃饭，可
以吗？”女孩激动的答应着哪天都行，老板
接着安排她休假，好好带着父亲转转，并
安排公司的司机开车陪同。

这顿饭安排在当地非常豪华的一间
饭店，不仅仅是饭菜丰盛，还有老板亲自
带的好酒，并且公司的中层领导都参加
了。大家在欢乐融洽的氛围中吃完了这
顿接风宴,接下来的两天由司机陪同转
遍了这座美丽的城市。两天后，老父亲
就买了回城的车票——看到了女儿生活
的很开心，公司领导同事对她如家般的
照顾，因此打消了要住一段时间照顾女
儿的计划。

这件事过后，老板召开全体员工大
会，会上就对大家缺少关心和关注表示了
道歉，并感谢女孩的提醒，让他认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他说，作为一个集体，公司
不仅是工作的地方，也是每个人相互关心
和爱护的大家庭。除了竞争、除了上进，

除了利润和发展，还应该有着寻常家庭的
温暖。之后大家的关系逐渐的变得和谐
起来，同事之间相互关心，如同亲人，公司
就如一个大家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公司平稳度过了2009年的金融危机。

读完这个故事，我仿佛看到了现实生
活中的自己。我们公司的宗旨是“快乐工
作、幸福生活”，领导对员工的关怀，谁还
举不出几个例子呢？就如我自己，印象比
较深刻的就有好几件事：由于工作原因，
我找姜总签字的次数比较多，去年怀孕期
间，每次姜总都是尽快帮我签完，若他实
在没空会让我把单子放在那里，然后签完
了找人送给我；今年过完春节，公公、孩子
相继生病住院，婆婆高血压在家躺着，我
和老公忙得不可开交，当时市场部正是忙
着整理合同和发票存档后续事宜的时候，
周主任不仅跑前跑后替我忙活工作的事
情，还去医院看望病人，带去了领导的关
怀和慰问；后来我工作调动转到了设计
院，殷院长、崔院长、尤总也是尽力的帮我
适应工作、照顾家里。事情过去了3、4个
月，有次碰到姜总，他还问我公公的身体
怎么样了，要老人家注意休息。一个300
多人的公司，每天都发生那么多大大小小
的事情，姜总还能记得好久之前的小事，
我心里真是非常的感动。类似这样的事
情还有很多很多，这一切如家人般的关怀
和帮助，使我感到了家一样的温暖。

算算来到公司已经6年4个月，算得
上是公司的“老人”了，见证了公司从 70
多人壮大到300多人的队伍，业务发展逐
步覆盖多个领域，服务范围扩大到了整个
中石化的上中下游甚至海外市场。我们
如家人般，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努力，一
定能够抵御当下的“寒冬期”。相信我们
也会像故事中描述的那样，平稳度过寒冷
的冬天，迎来春暖花开的春天！

（工程设计院综合管理室 吴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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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7号，秉承着公司“快乐工作，幸福生活”的文化理念，同
时为了缓解工作压力，提高部门凝聚力，勘探开发党支部第五党员责任区
——经济评价部组织了“迎七一”郊游活动。

活动筹划许久，最终郊游地点定在孤岛槐花林。本次活动，除了部门
员工，还包括员工家属。总负责人姜晓健对活动进行了详细策划，前期的
地点考察、出发前的车辆安排、路线规划、户外用品以及各家需要准备的
物品清单，均于出行前一周全部安排妥当。

槐花林的花期刚过，茵茵草地上随处可见掉落的串串槐花，经济评价
部的一家人顺利到达预定地点。孩子们欢呼着冲进了林子，大人们各司
其职，搬运准备的物品、拉吊床、搭帐篷、铺垫子，很快，一个“安乐窝”就搭
建完毕。接下来就是快乐的烧烤露营时间，踢毽子，吹气球，撕名牌，为几
个孩子准备的游戏已经火热开始，槐花林里欢笑阵阵，伴随着烧烤架上飘
来的阵阵香气，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开始享用美食了。

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吃饱喝足，玩尽兴，天色渐晚，到了郊游结束
的时候，大家又是一齐动手，将吊床卸下，帐篷收起，垃圾清理，还槐花林
一个来时的模样。回去的路上，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大家都
非常尽兴，尤其是几个孩子，都在追问着下次什么时候能再来。

今后，我们第五党员责任区还会积极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党员责任
区活动，工作上，我们是一个团队，合理分工，勠力同心；生活上，我们是一
个家庭，快乐和谐，幸福生活。 （经济评价部 姜 凯）

“第26式，单鞭”，随着张迎忠老师的
话语，我们这些平均年龄41岁的学员们
慢慢做出了要求的动作，这样的场景在这
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晚上都在公司 9
楼的场地内呈现。

今年上半年，为了增强员工体质，弘
扬传统文化，公司工会和人力资源部组织
员工以自愿报名、自费参加的方式学习陈
氏老架一路太极拳，总共18名员工报名
学习，历时一个月。

通过太极拳练习，我已经体会到了对
身体的好处，每天晚上2个小时的学习，
可以把筋骨拉开，原本的腰酸背疼、脖子
不爽的感觉都消失了，而且练完后精力旺
盛，可以有时间和精力来看书或工作，自
身受到了益处。

陈氏太极拳起源于陈家沟，它的拳理

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符合易经的
阴阳之道，它的代表图像也就是阴阳鱼图
形。中国传统易经文化中体现的阴中含
阳、阳极阴生、阴阳互补在太极拳的拳义
和招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通过演练更
加深了我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在实际的
生活、工作中，周易的阴阳文化也得到了
充分的应用，比如在不利局面的时候必然
会有一点生机，要学会善于利用好的苗头
和机会；在顺风顺水的时候更要谨慎行
事，防止局面毁于一旦；诸如等等太多的
文化理念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内心，融入
了我们的工作生活。

感谢同事们能够一起练习太极拳，希
望更多的同事一起来关注中国的传统文
化，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

（人力资源部 宋晓峰）

下午一上班，电话铃就响了，电
话那头是老妈的声音。

“上班了？”
“嗯。”
“我下午包包子，有槐花的和豆

角的。你们要是下班有时间来吃，
我就晚点蒸；要是忙，没时间，我就
早点蒸，你来拿回去吃。”

“嗯，妈，我去拿……”
短短几句话，不到一分钟时间，

说完了，我又开始习惯的忙自己的
工作。

时针快指向下午 5 点，我突然
想起老妈的电话，心里咯噔一下。
停下手中的工作，便急忙出了办公
室，开车奔向老妈家。

推开家门，迎面便闻到了那熟
悉的包子香味，老妈吃惊地问道：

“怎么上着班就来了，不忙了？”
“一会还得回去。”
“包子马上就好，我给优优（我女

儿）买的甜瓜，洗好了，你先吃个。”
“好。”
……

“包子好了，尝尝这个槐花的，
怎么样？”

“放韭菜了？”
“去年小红（我媳妇）说槐花的

香味有点重，今年邻居阿姨告诉我
可以少放点韭菜，就没那么重的香
味了，还行吧。”

看着老妈那高兴的样子，我心
里顿时涌出一股幸福的暖流。“妈，

别忙了，坐下咱们说
说话”，我看着老妈，
能够感到她脸上掠过
的一丝惊讶。

“妈，白头发又长
出一截了，该染染了，
这样显得太老。”

“就白着吧，都快
70了，无所谓了。”

“妈，咱村那个表
亲大妈身体怎么样
了？”

“上月28号刚走
了，我和你爸之前去
医 院 看 了 她 ，拿 了
1000 块钱，我说你工
作忙，没时间过去，让
我们一起捎上的……”

“妈……”
……

“不早了，你不是说单位还有事
吗，快走吧，别耽误工作。”

“我送送你，把这些东西带上，
都是刚做好的。”

回来的路上，我看着老妈给带
上的东西——一包热气腾腾的包
子，一桶刚泡好的蒜苔，一袋刚腌好
的香椿芽，还有那已经洗好的甜瓜
……。

都是妈妈的味道，妈妈的爱
……

愿天下父母身体健康，晚年幸
福！ （万薛峰）

太 极 文 化

编者按：
环境工程部成立于2006年,具有环评乙级资质，通过山东省清洁

生产审核机构认证。近年来，已完成“新粤浙”煤制气外输管道（甘肃、
宁夏、陕西、河南、湖北、山东六省）环评（总投资1399亿元）、济南-青
岛输气管道环评（总投资36.2亿元）、涪陵白涛-石柱王场输气管道环
评（总投资18.2亿元）等各类项目1000余个，现已形成环境影响评价、
清洁生产审核、油气田环境治理工程研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社会稳定风险分析与评估等五大业务板块。是中石化上游和东营
地区实力最强的环境工程咨询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