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25 日，由中国企业联合
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全国
企业文化年会（2015）”在北京召
开。本届年会以“转型与超越
——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文化建
设”为主题，深入探讨了新常态下
企业文化建设的新特点、新趋势，
以及如何发挥企业文化在经济转
型和企业改革中的引领作用，提
升企业在新常态下的凝聚力、创
造 力 和 竞 争 力 。 会 上 表 彰 了
2014-2015 年度全国企业文化建
设优秀案例、优秀成果和突出贡
献人物。我公司荣获全国企业文
化建设优秀成果奖。来自全国各
行各业的企业家、学者、官员、媒
体代表3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
王忠禹作了题为“加快新时期企业文化建设，促
进新常态下企业创新发展”的主题报告，指出企
业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紧
扣创新发展，培育创新文化，重视理念创新，营造
创新氛围，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
支撑；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增强企业凝聚力，注
重依法合规，促进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国务院国
资委副主任王文斌提出从三个方面推动新时期
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转型和升级，一要坚持以民
族的和时代的先进文化引领企业健康发展，二要
积极构建和推动切合企业发展实际的“落地”文
化，三要努力以企业文化建设助力国家文化软实

力的提升，努力创造先进企业文化建设新局面。
北京大学张国有教授围绕企业文化新常态，

深刻阐述了“新态”和“常态”的关系和转换机
制。他提出，只有将正确的理念转化为规则，再
转化为推动企业的力量，“新态”才能成为“常
态”；未来要特别关注企业的发展模式、创新和高
素质的团队，要特别关注文化融合和跨文化协调
问题。与会专家、企业家代表还围绕“经济新常
态下的企业文化建设”、“如何化解中国企业走出
去的文化冲突”、“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的企业文
化传播”等主题探讨了当前形势下的企业文化建
设热点问题。

（张 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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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房子快到期了，就新
租了一处房子。

新租房子离老房子骑自行车
十多分钟就到了，不值当用汽车
搬家，所以我跟一起合租的同事
决定，用自行车自己搬家。正好
搬家那几天天比较热，利用晚上
的时间搬家，争取用个几次把家
搬好。

当看到一屋子的东西都要搬
走，顿时感觉头都大了，收拾起来
才发现东西还真不少，这么多东
西，我俩几时才能搬完？那就先打
包吧，按需要分门别类，先搬急用
的被褥枕头床单、洗漱用品、日常
穿的衣服鞋子，接着是锅碗瓢盆、
油盐酱醋，最后是冬天的衣物，大
件物品及其他零零散散的东西。

搬了好几趟，终于所有物品
都搬到新家了，我们终于松了口
气。回头再看，其实这次搬家并
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难，我们坚

持每天搬一点，就用自行车一趟
趟就把一袋袋物品运到新家了。

通过这次搬家经历，我想到
在日常工作中，尤其是面对新项
目、新任务时，刚开始我们会觉得
好难好难，以前从未做过，感觉无
从下手。其实这只是我们畏难心
理在作怪罢了，当我们真正静下
心来仔细规划，按照主次循序渐
进，有条理性的一步步来，先易后
难，不懂的问题及时请教同事、专
家，就一点点的将问题解决了。
等做完之后，我们再回顾这个项
目，其实跟本没有我们最开始想
的那么难，这些问题其实都没有
什么大不了的。

不管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
当遇到问题时，我们要克服畏难
心理，勇于面对，认真规划、循序
渐进，最终解决问题。须知“世上
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勘探开发部 李慧君）

从搬家中得到的启示

在企业里所谓的忠诚，即在
你拥有优秀的专业能力和工作表
现的同时还能抗拒外界的诱惑而
采取留任行为的一种表现。

百度百科言：所谓忠诚，意为
尽心竭力，赤诚无私。企业员工的
忠诚度是指员工对于企业所表现
出来的行为指向和心理归属，即员
工对所服务的企业尽心竭力的奉
献程度。员工忠诚度是员工对企
业的忠诚程度，它是一个量化的概
念。忠诚度是员工行为忠诚与态
度忠诚的有机统一。行为忠诚是
态度忠诚的基础和前提，态度忠诚
是行为忠诚的深化和延伸。

员工忠诚可分为主动忠诚和
被动忠诚。前者是指员工主观上
具有忠诚于企业的愿望，这种愿
望往往是由于组织与员工目标的
高度一致，组织帮助员工自我发
展和自我实现等因素造成的。被
动忠诚是指员工本身不愿意长期
留在组织里，只是由于一些约束
因素，如高工资、高福利、交通条
件等，而不得不留在组织里，一旦
这些条件消失，员工就可能不再
对组织忠诚了。

企业忠诚度是众多变量因素
所作用的最终结果。

2015 年上半年，环境工程部
相继有三位同志离职，不免听到
一种声音：现在人们的价值观不
同了，因此择业的取向也不同了，
根本没有忠诚度可言，哪里给的
钱多就去哪里，自己创业才会回
馈更多。

面对这种情况，环境工程部
该如何做，浅谈一些我的想法。

首先，每个人的价值观是随
着自己从小受到的教育、成长的
环境与自己追求的目标有密切的

关系，因此个人价值观是不能被
强加的，也不是轻易就可以改变
的，如果不违背企业用人的标准
与原则，就不要去试图改变一个
人的价值观，而要针对不同人表
现出来的价值观对其善加利道，
必定能用好个人价值观驱动个人
行为，并以此带来这方面的忠诚
度。

其次，企业忠诚度虽然不能
作为一种制度来约束员工，但是
在企业文化中却可以作为一个宣
传和导向的窗口，能够将“勇于承
担急、难、险、重工作，兢兢业业为
公司发展默默奉献而得到职位升
迁、获得影子股份”等进行宣传，
将忠诚信条潜移默化的树立为企
业重人用人的素质之一。

第三，企业在制定绩效考核
标准的时候，可以将工作表现、职
位升迁、工作年限与最终奖励机
制挂钩，形成一整套的激励措施，
使不同年限的员工随着忠诚度的
提升能得到相应的物质奖励和精
神荣誉。

第四，企业要为真正有忠诚
度的那些员工提供无后顾之忧的
保障，因为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
笔投资，当一个人将自己最有竞
争力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一项工
作中而未来却因为不可抗拒的原
因而离开企业，需要承担没有核
心竞争力而引发晚年不保的惨剧
是不为后人效仿的。

第五，开放、愉悦、轻松的工
作氛围，环境是催生一切的有机
土壤，如何让一个人在企业中保
持优秀并愿意长远的跟随企业一
同发展，离不开对自身工作的热
爱和环境的滋养。

（环境工程部一室 赵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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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做好公司 QHSE 相关工
作，提高广大员工应对火灾事故的能
力，防止因事故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7 月 15 日上午，公司
组织办公楼火灾事故应急演练。

演练由公司总经理吴风柱担任
总指挥，公司全体员工参加。着火
点设计在4楼机房，思政部专门购买
了彩色烟雾弹来模拟实际着火场
景。根据演练方案，各楼层安全员
在总指挥的部署下，组织人员用湿
毛巾捂住口鼻从安全通道有序撤
离，火灾救援组也第一时间赶到着
火现场，进行了模拟扑救。人员撤
离后，按照要求到达了集结地点，由
党政办公室清点人数，保证全体人
员到位。

演练后吴风柱总经理进行了总
结：“本次演练基本按照方案进行，不
但让大家掌握了发生险情时的处理
方法，也检验了消防预案的合理性和
可行性。同时对各部门在应付突发
事件时的相互配合、应急管理、指挥
调度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通过此次演练，也要总结方案中
的不足，对未来促进消防工作的开展
起到积极的铺垫作用。” （张 沛）

中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山东
管道公司济淄线天然气管道改线
工程（齐鲁理工学院、山东职业学
院）是公司承接的大口径天然气
管道施工图项目。该项目是山东
管道公司2015年重点隐患治理
项目，涉及到齐鲁理工学院、山东
职业学院师生的人身安全。项目
由济南市政府、章丘市政府及中
石化集团公司共同出资完成隐患
整改，上报国务院备案。

7月3日国家安监局相关领
导到施工现场监督检查，检查期
间领导要求济南市政府及相关
单位齐心协力、铆足干劲、精心
组织、严格把关，做到工程设计、
施工、监理、验收全程动态监察，
确保质量，全力优质、快速完成
整改工程。

【全心投入、服务业主】
济淄线天然气管道被齐鲁

理工学院圈占段改线长度约
850m，改建1座RTU监控阀室，
给章丘燃气门站供气的管线改
为从新建的阀室接出，与原管线
连接，长度约为750m，被山东职
业 学 院 圈 占 段 改 线 长 度 为
1400m。两段工程线路长度不
长，但是周边地形复杂、涉及山

地，地下管线星罗密布，给施工带来很大难度。政
府领导要求必须在学生假期结束前完工，减少对
学生返校后到来的不便和生活干扰。

为保障项目的顺利施工，业主要求设计单位
第一时间配合施工方解决施工难题，我在项目负
责人代立胜带领下驻施工现场。期间业主会议上
提出三天拿出全焊接埋地球阀技术规格书，为保
障业主采购进度，不耽误项目进度，我们抓紧收集
相关资料，连夜加班，两天内完成技术规格书的编
制工作，确保按期交付业主。

【精心设计、配合施工】
7月6日中原施工队率先实施了山东职业学院

大门口的穿路顶管工程，当第一根混凝土套管顺
利顶进后发现顶到市政大型雨排涵管上，接着施
工队向业主反应，设计存在问题，现场无法施工。
业主打电话找设计人员去现场商议更改方案，到
达现场后代立胜将施工周边的所有的排污井盖全
部打开，巡查问题。施工方向业主反应设计图纸
存在问题，代工立马把业主叫到他发现问题的雨
排井，接着说：“从这个雨排井，可以明显的看到一
个大型的雨排涵管在道路下，为什么他们施工前
不仔细排查，这跟我设计没关系，我们设计文件明
确写清楚了，施工前必须排查清楚周边已建管线，
再施工”。施工队这时候才发现他们只能“打掉牙
往肚里咽”。

齐鲁理工学院圈占段施工由江汉负责，他们
施工比较细心稳妥，按照施工图在管线路由上打
了11个探坑，把周边埋地管线都理的很清楚。这
段管线整改领导主要对阀室选址存在意见，工程
技术部李主任亲自到现场同我们设计探讨阀室的
选址问题，开始我很打怵，担心设计改动，但是代
工拿着图纸，用纸、笔、尺子、量角器，对着现场向
领导介绍他设计时如何考虑的，并向领导解释如
果按照他的思路可能会出现的后果等，领导听后
就笑着说：“那咱就按照施工图施工，我看没问
题”。期间，代工“指点江山”的姿态在我脑海中时
不时出现，让我有了做设计的自豪感。

当然，中间还有许多其它的小问题，每一个问
题，我们都与施工单位负责人及工程技术人员一
同踏勘、探讨研究，发现问题后及时解决问题，受
到业主及各施工单位的好评。

【用心服务、时刻待命】
现场支持期间，我们发现各个领导都非常重

视该项目，不时就有领导来视察，监督项目进度，
询问项目问题。为此，代工和我保证为给业主交
付一份满意的答卷，我们驻现场直至管沟施工完
毕。

这一次驻现场支持，让我领悟到了施工图设
计与现场施工的不同，让我见识到了一个阀门的
复杂，还认识到了带压开孔的技术含量。闭门造
车是行不通的，不是画到图纸上就算完了，好多知
识只有到了现场才能领悟到！

（工程设计院天然气化工室二组 王春岚）

7月，在这个放飞激情、播撒梦想的毕业季，森诺
公司迎来了28名朝气蓬勃的新员工。

为迎接新员工们的到来，公司人力资源部提前
进行了周密策划，专门成立了新员工入职集中培训
管理领导小组，负责新员工方案制定、组织实施、运
行监管等工作。同时就各部门新员工需求标准进行
了统一制定，对相关人员的工作职责进行了统一要
求，对新员工入职集中培训的课程体系进行了统一
设置，从通用课程、综合素质课程、通用专业基础课
程、岗位专业基础课程、现场实习、实操模拟等六个
层次为期 4 个月的培训大餐，全方面、多角度地确保
新员工入职集中培训工作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7 月 6 日，28 名新员工开始了入职集中培训的第
一课，公司董事长姜传胜向新员工介绍了公司的发
展历程、组织结构、业务领域、技术实力、员工福利、

“十二五”战略规划及企业文化建设等内容，与新员
工们共同回顾公司发展，为新员工融入公司，成长成
才成名奠定基础。7 月 6-10 日主要是新员工入职集
中培训通用课程学习，培训内容以公司简介、党建工
作、企业文化、各项规章制度讲解及公司信息化体系
讲解为主。

同时，为更好地让新员工融入到森诺大家庭中，
公司行政部门为新员工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各项优质
服务。党政办公室悉心为新员工提前解决住宿问
题，思想政治工作部第一时间为入职的新员工办理
饭卡，人力资源部为新员工准备了内容丰富的《员工
手册》和《公司内部培训资料》，并安排专人将新员工
带到部室，让每位新员工都切实感受到了“家”的温
暖。

新员工入职集中培训有为期4个月的深入学习，
公司的各业务部室提前准备好岗位专业基础课程的
学习计划，授课讲师用心准备内容丰富的培训课件，
工作导师为每一位新员工提供量身定制的成长计
划，使 2015 年度新员工入职集中培训工作取得圆满
的成功。

希望每位新员工在人生新的起点上，珍惜当前
学习、发展的大好时机，放飞梦想，迎接挑战，以饱满
的热情和奋发有为的姿态积极投入到新的岗位上，
厚积薄发，阔步前进，跟上企业发展的步伐。在此祝
愿新同事尽快融入团队，迅速成长为森诺的栋梁之
材，与森诺共繁荣！

（人力资源部 杨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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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起点 新成长
新梦想 新未来

——2015年新员工入职集中培训专题报道

闻名世界的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安
置着无数墓碑，有国王的、元首的、政治家
的、诗人的、艺术家的……但最著名的一
块墓碑，却是质地粗糙，造型普通，没有姓
名，没有生卒年月，甚至没有墓主介绍，但
却让每一个拜谒过这块无名碑的人，都被
墓碑上的碑文深深震撼。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
有受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
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
变我的国家。

当我进入暮年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
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
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

当我现在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
突然意识到：

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
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
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
一些事情。

然而，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
个世界。”

据说，许多世界政要和名人看到这块
碑文时都感慨不已。当年轻的曼德拉看
到这篇碑文时，他顿然有醍醐灌顶之感，
声称自己从中找到了改变南非甚至整个
世界的金钥匙。

看到这篇碑文时，我们又该做何感
想？

当我们梦想改变自己未来，感到无从
下手的时候，应该始于改变自己。

当我们抱怨各种不如意，感到孤立无
助的时候，应该善于改变自己。

当我们羡慕别人成功，感到嫉妒失落
的时候，应该敢于改变自己。

我们改变不了现实，但可以改变态
度。

我们改变不了天气，但可以改变心
情。

我们改变不了过去，但可以改变未
来。

……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坚持梦想、停止抱

怨、付诸努力、改变自己！
（勘探开发部 姚坤乾）

改变自已

诌议企业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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