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9 日，公司党委召开纪念建
党94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通过表
彰党内先进，学习宣传典型事迹，更好
地保持党的先进性。

公司党委副书记吴风柱主持会
议。会上表彰了2015年度优秀共产党
员、优秀党员责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
和先进党支部，并向获奖代表颁奖。
公司各党支部对一年的工作进行了总
结汇报，优秀党员责任区代表和优秀
共产党员代表分别作典型发言。

公司党委书记姜传胜代表公司党
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
示热烈祝贺，并向长期以来为了公司
的发展扛大旗、挑大梁、负重担的优秀
党员同志们表示真挚地感谢。

姜传胜同志对党建工作进行了总
结，分析了公司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并对下一步党建工作的开
展提出了几点要求：

首先，各党支部要抓好“三严三
实”宣传教育活动。广大党员干部要
深刻认识其内涵意义和实践要求，带
头作出样子、当好表率。

其次，各支部要高度重视，提高认
识，持续开展党员责任区活动，促进活
动抓实、落地。要委任责任心强、号召
力强、影响力强的优秀党员为责任区
负责人，要开展好临时党员责任区活
动。活动要形成制度化，完善检查考
核办法，坚持每季度开展考核工作，将

谈心活动、责任区检查考核办法与积
分制挂钩。同时，要重视并加强舆论
宣传，要让每一名党员群众知道自己
所在的责任区，了解活动开展的意义，
享受到活动开展的乐趣，感受到活动
开展的能量。

第三，全体党员同志要自觉与党

中央保持一致，不发表不当的言论，不
参与不当的活动，要做到“平常时候看
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及关头
豁得出来”。今后，要将在每周之星的
评选、积分排名的位置、谈心活动效果
等方面，以及在承担急难险重项目方
面和树立公司、个人品牌方面的表现，
作为评选优秀共产党员的依据。

第四，各党支部要充分重视党建
基础工作，本着把骨干发展成党员，把
党员培养成骨干的原则，认真、规范开
展党员发展及培养工作，充分利用好
党建e网通平台，把党建工作情况通过
平台展示出来，也通过平台的各项功
能，做好党建工作的培训、宣传阵地。

最后，姜传胜同志代表公司党委
号召全体党员要坚定理想信念，坚持
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发挥党组织的
政治优势，进一步弘扬正气，汇聚正能
量，使队伍正气充盈、保持积极向上的
精神状态，合力塑造森诺胜利党建品
牌形象，为实现森诺胜利健康稳定发
展而共同努力奋斗。

（节能环保党支部 白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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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我进入公司环境工程部工作。入
职伊始，我便主动以身边的老党员、老同事为榜样，
工作和生活中像他们学习，下定决心力争自己也做
一名优秀党员。6年来，目标不变，奋斗不止，我一
直努力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诺言。

2015年1月，新粤浙项目中段报告在通过技术
评估会之后在紧张的修改调整中，我们部门接手了
孤岛采油厂垦123-垦126块项目环评。由于孤岛
采油厂等着环评批复打井，项目工期要求非常紧
张。寇主任对我说：“这个项目非常着急，要2周之
内达到预审要求，你没问题吧？”大家知道，虽然产
能项目在环境工程部已经算是常规项目了，但是，
从来没有这么短时间出过报告，而且当时我手头还
有新粤浙项目的修改工作。然而，作为党员，我知

道，需要我发挥党员冲锋陷阵、模范带头作用的时
刻来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连续14天，没有周末，没有
下班的概念，把孩子丢给婆婆，看现场、编报告、协
助甲方走手续，2周时间如期达到预审要求，3周完
成环保局上会，4周报批环保局，从立项到拿到批复
一共63天（其中还包括过年的1周假期），这在环境
工程部所有做过的产能项目中是最快的一个。孤
岛采油厂对公司的效率和报告质量高度认可，就在
前几天去孤岛采油厂调研老区三年滚动环评的时
候，他们的环保负责人跟我说：“没想到垦123-垦
126块项目环评如此之快拿到批复，我们以为给你
们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们却完成了，了不
起！” （节能环保党支部 郭 丽）

节能环保党支部在公司党委的正确
领导下，认真组织全体党员和群众积极
开展支部建设工作，以党员责任区建设
为重点，紧紧围绕“品牌开拓年”“谈心交
流”以及“党员亮身份”等工作活动安排，

使党建工作与岗位实际深度融合，将组织堡垒建成各
方互助交流的平台，让优秀党员成为模范榜样，促进
了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全面提升。

把责任区建设成为党员和群众都满意的“基层堡
垒”，是节能环保党支部提出“岗位提升”的主要工作
思路，即：党员群众要立足岗位职责，强化爱岗敬业，
提升岗位贡献。一年来，支部所辖11个部室，结合当
前“低油价”的经济形势，深入分析、积极开拓，及时调
整工作思路，各项工作水平不断提升，品牌建设成效
显著，有力支持了公司经营发展。

做实责任区谈心交流活动中，节能环保党支部提
出“谈实心、聊实情、解实事”的“三实”要求。各责任
区党员干部在开展谈心活动过程中，不走过场，不谈
空话，以解决员工实际困难为根本，以促进公司和谐
发展为目标，干部员工通过谈心减少了相互间的隔
阂，提升了队伍士气；部门之间通过交流消除了配合
中的壁垒，提升了员工的团结协作意识。

在“党员亮身份”活动中，节能环保党支部46名
党员，在各自岗位上团结协作、积极进取、勇挑重担，
起到了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一年来，无论是在重点
项目现场，还是新型业务公关，以及日常应急事务，处
处都能见到优秀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

（节能环保党支部书记 孙 丽）

做好每一个项目 积极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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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心工作是解决思想、畅通渠道、密切党群关
系的最好途径。节能环保党支部始终秉持“以情
感凝聚人心、以关爱温暖人心”的理念，在责任区
内提倡、鼓励谈心活动，要求谈心要谈出实效，要
发现问题、并及时反馈和解决问题。

在面对部门人员少、项目多、负荷重、工作压
力大的情况，几名年轻的员工，对复杂的项目显
得顾虑重重，面对困难和压力，有点束手无策。
在这种情况下，第六责任区党员孙明磊、宋少君
经常和责任区内年轻人一对一的谈心、辅导，在
项目策划、调研和及汇报阶段，都能耐心交流和

指导。经过谈心、示范活动，年轻的员工放下了
思想包袱，敢于面对困难，主动牺牲个人时间，全
力以赴完成任务。类似的谈心在节能环保党支
部的各个责任区内已基本普及，通过各种形式的
谈心，解决了员工的实际问题，营造了心齐、气
顺、家和的工作氛围,有利的保障了工作的顺利
进行。 （节能环保党支部书记 孙 丽）

深入群众 扎实谈心 营造心齐气顺家和的氛围

很喜欢现在的这种工作状态，出差的忙碌，
却让我感受了各地的文化，领略了不同的城市
风格，成都让我感同身受。

已经忘了来过蓉城多少次，每次来都有一
种感动在里面，积累的多了，就使我不得不将
这些内心的感受记录下来，这座城市，这些人
们，这里的我，一切都是那么悠然自得，却又充
满活力。

繁花琳琅明净热情

成都是一座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为什
么？没去过成都的人总是会这样问，因为……

成都的街道宽阔而干净，虽然人多但不拥
杂，这里的生活环境，被繁花茂木所环绕。空气
的清新自不用说，单是看着自然的美景，不管你
是工作忙碌的上班族，还是修养身息的老年人，
甚至活泼可爱的孩童，我想你也会陶醉在这植
海中。难怪成都人总会说“巴适”、“惬意”，身在
这样一个“天府之城”怎么能不安逸呢。

成都的美食也是让来过此地的人们流连忘
返，川菜是八大菜系之一，也是被多数人津津乐
道的美食。川菜又主推成都菜和重庆菜，总有
人会拿川菜和湘菜比较，我不是内行不懂其中
之奥秘，只是问了问本地人：“川菜麻辣兼有，主
要是麻，油重，味香。湘菜主推是辣，辣到想哭，
味不香”，也许食客早因辣的失去的味觉，已经
顾不得香不香了。

夜晚的成都才是真正的成都，没有白日的
忙碌与交通的喧嚣，夜晚的成都灯火通明，明亮
却不扎眼，引诱你要了解她的全部。晚上的成
都很多文化街，景点路都开放，本地人更喜欢夜
晚去欣赏这都市美景。锦里、宽窄巷子、武侯
祠，我都有幸去一睹其尊荣。锦里和宽窄巷子
有点类似北京的胡同，里面是各种小店，服饰、
餐馆、小吃、工艺品。说到工艺品，我还真就有
个追求，这里卖一种中国四大美女的摆件，我每
次来成都就会买一个回去，这不四大美女早已

集齐，是不是我该集水浒一百单八将了。
成都人也很热情，每次问路都是一直说的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我是外地人啊，尤其
是老四川人说的，云里雾里似懂非懂只能道
谢。都说四川妹子泼辣，我接触的不多，但我相
信四川出美女，成都更甚。

青山流水茶香古色

来到四川，首映成都，但不得不提下四川美
丽的自然风光。四川的山层峦叠嶂，名山林立
——峨眉，风景秀丽，秀甲天下；乐山，大佛鼎
立，佛家圣地；青城，道家发源，幽静天下；贡嘎，
雪山之巅，蜀山之王。每座山都有自己的灵韵，
都有自己的文化，虽然未曾一一领略，但丝毫不
影响我对它们的敬仰，更有种憧憬化作动力驱
使我去追寻内心的感觉。

四川的水景多不胜举，但都江堰唯我称奇，
它是自然有人为的完美结合，堪称“世界水利文
化的鼻祖”。历史不用我来赘述，去过的人我想
无不称壮观雄浑，这体现了人类的智慧，更可以
说是自然给了人类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成都随处可见的是清馨的茶楼，这里拥有
悠久的茶文化，一种传承使得这里的人们对茶
韵很有研究，而且四川的茶也是举世闻名。成
都人很爱喝茶，一杯功夫茶，聊聊家常，品味人
生。“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碗茶”，茶是一种内心
的沉淀，一种心灵的寄托。

倒了杯小茗，细细品味那股新绿的清香，已
然对茶有了一种别样的情怀，曾几何时，对茶非
有半点热爱，现在却被这“青烟袅袅”陶醉的不
能释怀。

从来佳茗似佳人，与佳茗为伴，翩翩君子也
陶醉的不能自已。如果置身于自然万物中，呼
吸万物之灵气，静听小溪之潺潺，欣赏山川之怀
抱，人配佳茗，细细品味，亦是极好的。

成都，一座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节能工程部 王永亮 段志刚）

小时候记事起，爸爸给我的一个印象就
是：风尘仆仆。从我上小学到高中，他每天都
早上五点半起床检查好我的自行车，打好气，
书包里偷偷装上零食，雷打不动。即使我赖
床晚了，上学要迟到了，他也会冲出家门赶上
疾驰的我，为的是看一眼自行车是不是安全，
似乎这样他才能放心。

爸爸是个爱干净的人，在我的印象里他
总是那样勤快，家里会被他收拾的井井有条，
不放任一点垃圾，一件脏衣服，一块脏的地
板，一块脏的台面过夜。

小时候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那天全家
出去玩，晚上回来九点多了，浑身腰酸背痛，
我只冲个澡便如烂泥一般瘫倒在床上了。可
是爸爸仍然是最后一个去洗澡，并且他把全家人的衣服都洗
好了！那天别的事我早已忘记，但是他在卫生间洗衣服的声
音，我似乎还想象出他的身影，就一直这样刻录在了我的脑子
里，我想一定是我那时真的很难相信，一天下来本身就很劳
累，他是怎样做到的?

人常说父爱是一种本能，可我不认为。我觉得人只有爱
自己是出于本能，爱别人，更多的是一种能力。正如人性，有
善有恶，有勤有惰。爸爸就是有这种能力的人，这种能力不仅
能使他爱自己的孩子，他也能爱“别人的孩子”。在家上学的
时候，若是我带同学回家，他一定收拾的干干净净，帮妈妈做
饭打下手。家里的表弟表姐表妹也都会跟他亲昵，就连隔代
的小外甥也会跟他玩的来，什么隔壁家的小娃娃，他都愿意过
去哄一哄。

我会想，为什么爸爸有这样的亲和力？因为他懂得爱人，
不论对方是大人还是个孩子，是贫穷还是富有，他懂得去尊重
所有的人，尊重别人，爱别人，自然会得到别人的爱。

不得不提，我还有一个爸爸，那是我的岳父。我在刚进家
门的时候便知道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看出他也是一个疼孩子，
并且也一样可以疼别人的孩子的好爸爸。

我不知道今后如果我成了爸爸，有没有能力游刃有余的
承担起家庭的这般琐事。但是，我希望，我能成为像你们一样
的人。致敬远在万里之外的我最爱的两个爸爸。我的快乐源
于你们的快乐，我的幸福是能够让你们幸福。在父亲节即将
来临之际，祝愿爸爸们安康长寿，永远开心快乐！

（经济评价部 王东仁）

今年5月份以来，工程设计院油室针对打
印纸损耗较快、打印纸未能做到充分利用等问
题展开了一项“停纸行动”，打印纸的分配以小
组为单位进行管理，每个小组选出一名打印纸
管理员，室内每一名员工对自己打印纸的日常
使用进行记录，顾庆、安秋英等新员工还自发成
立了“纸委会”，安秋英主动承担起了“纸委主
席”，他们主动承担起了室内打印纸领取、搬运
及发放等任务。

行动伊始，大家的热情虽然很高，但刚开始
运行，难免有些不便，平常习惯了在自己电脑上
一点打印，需要的文件就出来了，但这次不同
了，大家需要带着“自己的打印纸”去打印机旁
打印，刚开始几次大家不免有些嘀咕，但时间一
长，我们的“停纸行动”的效果就显现出来了，打

印机旁没有了打A4文件出A3纸的情况，大家
没有了着急打印而找不到纸的情况，单面打印
过的纸张也开始了“废品利用”。而目前，我们
室所有的打印机上几乎已经见不到空白的打印
纸，我们大家也都习惯了带上自己的纸去打印、
复印，打印机旁也变得干净整洁了许多。

一张纸，对于我们来说可能算不了什么，但
勤俭节约的习惯是难以用物质衡量的，好的习
惯在改变我们自己的同时，也能影响我们周围
的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家人及子女，全家人
的节俭能够造就一个节俭的家庭，一种纯朴的
家风，全公司人的节俭则能够铸就一个节俭的
公司，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节约一张纸的背
后，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种节约的意识，节俭的
习惯。 （工程设计院油室三组 杨云鹏）

今天上午做工间操时，感觉有些眩晕，才想起最近
一个周熬夜较多，加上今天没吃早饭，于是赶紧跑到楼
下买了两个包子，坐在超市门口的椅子上，狼吞虎咽地
吃起来。

碰巧市场部周主任外出办事回来，路过时见到了狼
狈的我，关心地问了下怎么光吃包子也不喝口水，我说没
事，习惯了，然后他很自然地走到旁边的店里，点了一杯
热茶出来，递在我的手中。

常听人说“关爱是一杯茶”，可是，茶又何尝不是一种
关爱？是那么暖，又是那么沁人心脾。多少次，当我和伙
伴们一起加班时，都会在寂静而幽深的夜里为彼此倒上
一杯茶。是的，仅仅是一杯茶，但它就是有着这样神奇的
魔力，让你感觉不孤单，也让你在充满爱的力量中不知疲
倦地前行。

品着这杯满是咖啡味道的暖茶，我想说我拥有的不
仅是一杯茶，更是同事们所给予的温暖。如果累了，请你
想一想同事们曾经为你斟的一杯杯茶；如果累了，不妨也
给同事们斟上一杯茶，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和不一
样的收获！

（工程设计院建筑结构室一组 唐 红）

节约，从一张纸做起

抓好责任区建设
永葆党员先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