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5 月 5 日，公司通过中国信息化和工
业化融合咨询服务联盟（简称两化融合咨询服务
联盟）批准加入联盟，这标志着由管信部负责的
两化融合贯标咨询服务业务工作取得阶段性成
果。

两化融合咨询服务联盟是由参与两化融合
相关工作的企事业单位自愿组成的全国非盈利
性社会组织。联盟在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
导下，联合各推进主体，以“合作共赢、各得其
所”为原则，以整合两化融合服务资源、提升服
务能力为目标，创新、共享和应用数据知识、方
法工具、案例经验和集成解决方案，全面推动我
国企业、产业、区域两化融合实现整体提升，促
进经济内涵式增长和跨越式转变。联盟的业务
范围包括：标准研制、贯标认定、评估咨询、培训
服务、活动推广。工业和信息化部杨学山副部长
担任联盟指导委员会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
化推进司徐愈司长担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联
盟拥有近 400 位知名专家资源，涵盖两化融合各
相关领域。

“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是国家工业和信

息化部推广的一种符合性认定标准，它借鉴了质
量管理体系的构建方法，适用于所有开展两化融
合工作的企业。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是规范
企业系统推进两化融合的过程管理机制和方法
论，是企业建立、实施和改进两化融合推进管理
的通用方法，有助于企业稳定获取预期的信息化
成效，引领企业打造信息化环境下的竞争能力。

年初，国家工信部信息化推进司和中企联企
业创新工作部有关负责人专程到我公司调研管
理信息化工作，并明确提出要在全国的“两化”
融合试点单位范围内积极推广森诺的管理信息
化经验。公司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是申请成为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服务机构，为贯标试
点企业提供有偿贯标咨询服务。主要服务对象
为石油化工行业开展两化融合贯标工作的企业，
包括工信部首批遴选的 502 家贯标试点企业中
尚未选定服务机构的企业、自行开展贯标的非试
点企业、即将遴选新增的第二批两化融合管理体
系贯标试点企业。贯标咨询服务可作为管信部
新开展业务,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管理和信息化部专业应用室 张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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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之星每周之星（（55月月））

近日，公司组织了QHSE的相关培
训，侯教授的《安全警示录》中一张张图
片令人震撼，一组组数据触目惊心，不
由令我想起5月22日参加油田高培党
校劳资人员培训《新常态下的压力危机
应对》课程中梁教授提到的一个案例
——巴西海顺远洋环大西洋号沉船事
故。

故事由海员理查德私自买台灯引
发，二副瑟曼看到了却没有干涉，服务
生斯科尼打开台灯却没有关灯就离开，
大副克姆普进行安全巡视却漏掉可能
肇事的房间。环大西洋启航时，三副帕
蒂发现救生筏施放器故障，二管轮安特
耳发现水手区的消防栓锈蚀，而船长在
启航时却没有看甲板部和轮机部的安
全检查报告。火灾发生之初，机电长科
恩发现跳闸，却对这个危险信号毫不在
意，机匠丹尼尔拆掉该房间的消防探头
却未及时更换，三管轮马辛闻到了焦糊
的气味却没有进一步追问来源；直到晚
上，医生没有巡诊，电工私自离岗没有
值班，最后一个自救的机会被放弃。最
后，大火被发现时，着火的房间已经被
烧穿，水手区的门被绑死，消防栓腐蚀
打不开，闭门器和救生筏也被牢牢捆
死，无法逃生，最后船上的人们无奈的
与船只一起被吞并到熊熊大火之中。

从这起事故我们可以看到，船上的
每个人都犯了一点点错，都把可能发现
问题的细节“恰巧”的疏漏，正是这些没
有被人重视的细节和无数的“巧合”最
后却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这种“巧合”其实就是侯教授在培
训中提到的海恩法则，是指事故的发生
看似偶然，其实是各种因素积累到一定
程度的必然结果。任何重大事故都是
有端倪可查的，其发生都是经过萌芽、
发展到发生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每次
事故的隐患或苗头都能受到重视，那么
每一次事故都可以避免。

巴西海顺远洋环大西洋号沉船事
故就是海恩法则的典型案例。上至船
长，下至船员，每个人都发现了一些小
小的事故，如果在最初，船长看了甲板
部和轮机部的安全检查报告，将救生筏
施放器故障排除，将闭门器维修好，将
消防栓锈蚀问题解决，那么在发现火灾
后就可以使用消防器具，实在不行，还
能通过水手区离开船舱，逃上救生筏，
至少全体船员的性命是可以保住的。
正是这些不受重视的偶然，导致了环大
西洋号的沉没。

结合公司实际工作情况，大到公司
的每一项管理体制、机制，小到每位员
工负责的每一项工作，其实和我们每个
人对待细节的工作态度、工作责任心是
息息相关的。在我们发现一些征兆和
苗头时，应及时反馈，相关部室立即进
行控制或改正。例如水室彭霄汉发现

《油田注水工程设计规范》中把管径与
压力标注错列，及时上报，其实就是避
免了事故可能发生的根源。也许有人
认为，虽然规范标注错误，但我们绝不
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可是，我们不应
该排除这起数据被运用的可能性，同时
它也提醒了所有设计从业人员在使用
各种规范时“不要尽信书”，遇到问题多
问几个为什么，多咨询一些老员工，多
查阅一些参考资料，多尽一份责任心。

其实公司就是一艘船，无论领导还
是员工大家同舟共济，如果像案例中的
环大西洋号的船员们一样，安全意识
差，管理制度形同虚设，岗位职责落空，
作业标准走样，人人都将发现的工作问
题摆放一边不作为，沉船那是迟早的
事。公司领导是掌舵的船长，中层管理
人员是船长的副手，员工就是船员，只
有听从船长的指挥，上下一心，齐心协
力，才能让森诺这艘大船走得更稳，走
得更远。

（人力资源部 杨 敏）

巴西海顺远洋环大西洋号沉船事故的警示

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接受采访时提出，领导者要有“治大
国如烹小鲜”的态度。“治大国若烹小
鲜”语出老子《道德经》第六十章。对这
句话，自来就有多种释义，传播较为广
泛的有两种：

释义一：“小鲜”古义为小鱼。意为
治理大国要像煮小鱼一样。煮小鱼，既
不能马虎大意，等其烧糊了才翻，也不
能多加搅动，多搅则易烂。追求“无为
而无不为”的境界。

释义二：治理大国应该像烧菜一样
难，应该像烧菜一样精心，油盐酱醋料
要恰到好处，火候也要精准，才能色香
味俱全。

作为一个爱吃的“俗人”，同时是一
个热爱咨询热爱设计事业的人，个人感
觉，通俗易懂的第二种释义更贴近我们
日常做项目。

业主的项目委托就像进了“森诺饭
店”点餐，当然也可以是外卖。

【了解客户的需求（委托）】
先了解顾客的需求。若是要西红

柿炒鸡蛋，那就挑大又红的西红柿；若
是青柿子炒肉，那就挑个硬又绿的西红
柿。

同时，你要了解顾客的需求是否合
理合规，若是他胖，就让他少吃油腻，同
样的菜换个做法。例如业主提出“想建
个原油脱水站，用大罐沉降工艺吧”，你
可以提出这是高含水，用冷分脱水+大
罐沉降，投资更省也更节能。

【调研（现状+存在问题）】
我们的调研就像去业主的菜园进

行采摘，收集整理你所需要的。
收集的是否全？主食材要有，葱姜

蒜也不能少啊，调研的资料尽量一次性
收集全。备菜的过程中发现没有盐，还
可以再出去买，只是多费些时间和腿脚
功夫；若是炒菜的时候发现没有盐，那
就失去了好火候；若是上菜后发现没有
盐，那就不只是之前所有付出的可惜，
还有让人淡而无味的惆怅，不好下咽的
糟心，甚至会有“再也不来这家餐馆”的
想法。

收集的是否新鲜？不能是陈年的
肉、泛黄的鱼、老硬了的黄瓜。要拿到
现场的第一手资料、最新的生产参数。
新鲜的食材才能带来更好的满足感。

有时候业主会带着提供较多资料，
是省了你去菜园采摘的程序。可不能
搬来照抄、拿来主义，反而更要筛选、分

类、甄别。就像选优，都是烤地瓜，黄瓤
的比白瓤的好吃、用带皮五花做的红烧
肉肥而不腻、用牛腩炖的西红柿汤口感
好、不是里脊肉做的糖醋里脊味道就是
不正宗；就像二次加工，红烧茄子要滚
刀块更好、包菜要手撕更美味。

【烹制（方案编制）】
烹制嘛，程序、火候、调味都很关

键。下料的先后顺序、火候把握、丰富
的辅料、精准的调味品，这些都有“经
验”和“知识”，体现了厨艺水平的高
低。“经验”无非是炒的多了自己积累，
或者师傅身传言教；“知识”可以上培训
班、还可以看烹饪书、甚至百度菜谱，实
在没有我们还可以下饭馆点菜，照葫芦
画瓢，借鉴别人的。

这与我们做项目何其相似啊。
烹制，除了厨艺水平，更重要的还

有用心了。
厨艺高超却不用心，佳肴也只能算

是美食、甚至只是食物。
厨艺弱的用心加工，食材也会变成

可口的美食、甚至佳肴。
【服务（优质服务）】
环境优雅、服务员面带微笑、声音

亲切。
顾客饿了，尽快上菜，免得着急。
菜未上前，来点免费的瓜子花生。
顾客的杯子空了，不用开口提示，

就已经给添水了。
放在椅背上的衣服，主动帮你套

上罩子。
铁板鱿鱼上菜的时候，温柔提示

“注意铁板哦，请您小心”。
哦，别打我，我真的不是在给海底

捞做广告……放下玩笑，美味又让你
贴心舒心的饭馆，你是不是愿意来了
又来？

【装盘展示（汇报）】
PPT 汇报是除了纸质报告外，项

目最重要的是展示了。
有的项目做得挺好，可是多媒体

汇报时效果不佳，虽然通过了审查，可
业主也不甚满意，真是蛮可惜。

怎样上菜、用什么装盘，也是很重
要的。新瓶装老酒也能让人眼前一
亮，心情愉悦。更如寓言故事《狐狸请
客》，狐狸请长嘴仙鹤用宽平的石碗盛
汤；仙鹤回请狐狸，用长颈小口的瓶子
盛肉块。

美食当前，却让人无从下口，不能
大快朵颐，岂不是更让人愤愤？

美食这东西不是一切配方能解
决，食材、做法、加工、程序、口感、外观
等等。爱这一切，用心做美食，细享每
一味。

对美食如此，对项目如此，对生活
亦如此，“生活得最有意义的人，并不
就是年岁活得最大的人，而是对生活
最有感受的人”，用心经营，用爱感悟，
人生何处不精彩！
（工程设计院天然气化工室 张 霞）

“烹小鲜”之道
5 月 8 日下午，胜利油田分公司在胜利采油

厂召开《胜利油田分公司推行“三线四区”管理
经验交流会》，会议由财务处处长崔树杰主持，
管理局副局长、总会计师宋振国出席并讲话，分
公司全部 17 家开发生产单位的总会计师和分管
经营副厂长，我公司总经理吴风柱、副总经理张

建荣、首席专家李子军等
参加了现场交流会。

会议紧紧围绕“发展
方式再转变、精细管理再
提升，质量效益再发展”
的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
会议上由胜利采油厂和财
务处分别进行了典型发言
和《构建经济产量效益评
价决策平台》方案汇报。

宋局长指出，“弹性效
益配产”的工作是今年全
局的重点工作之一。在

“低油价”的寒冬期，各生
产单位更要加强精细化管
理水平的提升，各单位负
责人和会计师要全力配合
森诺公司将“决策评价平

台”搭建好、应用好，要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由事
后算账向事前算赢转变。

管信部在前期大量的准备工作获得了局领
导的肯定，为今年的“品牌拓展”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

（管理和信息化部通用软件室 冯 帆）

十建公司黄岛生产基地项目承
接于2014年4月，是继十建公司黄岛
基地建成后的又一个项目，项目之
初，十建公司拟将位于淄博基地的生
产业务搬迁至黄岛建立生产基地，一
方面跟现有的办公基地融为一体，另
一方面借助青岛的区位优势谋求自
身更大的发展。

历经一年，可研报告的思路被限
定在“搬迁”的框架内，虽然搬迁后借
助青岛区位优势，业务前景更为广
阔，但其产生的经济效益根本不足以
支撑项目的可行性以及企业未来的
发展，因此这些展望最后变成了“纯
概念”。

5 月12 日，十建公司在黄岛召开
了项目汇报会，董事长姜传胜出席了
会议。应该说，这次会议对十建公司
来说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因为
会上十建公司高层领导对公司进行
了战略性展望，提出了十建公司要走

“转型升级”的大发展之路。对于这
个概念，十建公司的部分领导，包括
我们项目组成员一开始都是很难接
受的，与之前的主题基本完全背离，
但姜董当会即对甲方领导的思路表
示了肯定，认为十建公司的转型是有
基础有前景的，是切实可行的，并给出了很多建设性
意见，如修造业务板块要将优势项目做强做大等。

为确保“转型升级”这一思想落地，5月16日，姜董
亲自参加了公司内部的项目策划会，将这一报告的编
写思路提升到“为企业打造切实可行的战略规划”这一
高度，因为这个报告不仅仅关系到十建公司的未来，也
关系到SEG的未来。围绕这一思路，姜董从炼化企业
大的行业背景出发，结合十建公司自身的优势产业，指
出了十建公司“转型升级”是企业唯一的出路。

思想决定出路，观念决定方向。看似只是一个项
目的策划会，却不仅是解决了一个企业的出路，更是
转变了我们的观念。是的，旧观念不放弃，新观念难
产生！有时阻挡你前进的不是高山大海，而往往是自
己鞋底一粒小小的沙粒！只有转变思想，跳出目标找
目标，才把企业的大发展融入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格
局中；只有提升观念，时刻站在业主的角度观察分析
问题，才能挖掘出每个项目里所深藏的宝藏，积累自
己的知识、经验和智慧的同时，引导业主带领企业朝
着新的、正确的方向迈进。

（工程设计院建筑结构室一组 唐 红）

2015 年 5 月 13 日下午，勘探开发部组织召开了
2013年后入职员工的工作交流促进会。会上，同事们
就自己精心准备的PPT做了10分钟的限时汇报，把自
己在工作中遇到的难点及解决方法跟大家一一讲解；
同时分享了自己工作中的一些经验技巧，让大家少走
弯路；最后每位新同事就自己现阶段的表现制定了下
阶段目标。会议中，陈狄主任及邓新颖、郭振廷两位首
席对每位新同事的工作表现和工作态度进行了点评，
并提出下一步要求。

通过这次汇报，我也学到了很多，看着同事们的收
获，我不禁感到惭愧——无论是在专业水平上、还是汇
报能力上，我都应该向他们学习。当然，我要学习的第
一步就是要端正态度，缕清思路，制定好下步计划。人
们通常不会去做计划好的事情，只会做被考核监督的
事情，一个目标都不明确的人，是无法成功的。

陈狄主任在会上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未来的
竞争是成长的竞争，我希望每位新同事通过这次交流
会实现‘比学赶帮超’。”是啊，在这样一个低油价的“寒
冬季”，大家只有互相帮助，相互学习，共同提升，才能
整体迈上一个新台阶。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别
人，而是自己，当心中的勤奋小人战胜了懒惰小人，就
离成功不远了。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认真制定好自己的学习计划，
让自己的知识库丰满起来！祝愿同事们在下季度取得
更好的成绩，祝愿公司在“寒冬季”依旧朝气蓬勃！

（勘探开发部 秦香丽）

勘探开发部组织年轻员工交流促进会

2015 年5月7日，由我公司承担的现河、孤岛
及东辛等第一批罐区隐患治理工程方案顺利通
过了局级验收，下一步进入施工图设计阶段。此
役拉开了胜利油田罐区隐患治理工作的序幕。

罐区隐患治理工作紧紧围绕中石化集团公
司下发 1 号文关于《油气输送管道隐患整治暨厂
际管道和罐区隐患排查整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的
通知以及胜利油田分公司根据相关文件精神下
发《胜利油田管道和罐区隐患排查整治攻坚战实
施方案》的相关要求。我公司快速反应，由设计
院尤晓卉总工程师、宋纪委、程建国组成的工作
组积极参与采油工程处组织的罐区隐患排查工
作。历时 10 天，对 15 个开发单位的 56 个站库共
575项罐区隐患进行核实。

全程中实地踏勘、不留死角，最终协助采油
工程处完成《胜利油田罐区隐患排查统计表》。
根据《联合站库容潜力及治理工作安排会会议纪
要》相关要求，明确了第一批罐区隐患治理范
围，要求 1 周内变成报告编制。面对时间紧、任
务重，我公司迎难而上，成立项目组。尤晓卉总
师、王艳主任多次组织项目策划会，制定统一模
版、统筹安排工作进度，高质高效完成生产任
务。

通过第一批罐区隐患治理攻坚战的顺利打
响，积累了编制经验，为后续工作的提质提效奠
定了良好基础。相信，低油价时期，罐区隐患治
理会成为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

（工程设计院油室三组 宋 振）

公司参加胜利油田分公司推行“三线四区”管理经验交流会

公司正式成为中国信息化和工业化
融合咨询服务联盟会员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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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打响“胜利油田罐区隐患治理”当头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