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遂宁市遂州中路718号 邮编：629000 总编室:2312551 办公室：2310721 广告部:2321300 订报热线：2324499 职业道德监督电话：2312551 发行质量投诉电话：2314671 广告经营许可证：川遂工商广字003号 零售：每份1元

遂宁发展责编：姚波 编辑：王春艳 组版：陈晓丽 遂宁新闻网：http://www.snxw.com2018年3月27日 星期二04
主办单位：遂宁发展集团

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遂发展

所承担的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正如火如荼地推进着。日前，

记者分别来到唐家渡电航工程、安居机场、通善大桥、老年大学

等重大项目施工现场，零距离感受这些事关全市长远发展的项

目推进情况。恢弘的建设现场，繁忙挥舞的机械手臂、来回穿

梭的工程车辆正是各项目加快建设的真实写照。据介绍，按照

市委、市政府冲刺“开门红”的相关部署，这些项目均按照进度

和质量要求有力推进，这些行进在春天里的项目“列车”，奠定

了这一年项目攻坚的坚实基础！

全媒体记者 姚波/文 刘昌松/图

遂发展将参照市场薪资水平招引专业化人才

2000 万元创新融资基
金开花结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颜朝辉）日前

记者从遂发展集团工投公司获悉，四川

省中小企业创新融资基金通过参股方式，

向我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资的 2000
万元，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资

金短缺等系列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据悉，遂发展集团工投公司按照“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创新升级，促

进科技和新兴产业发展，更好地推动大

众创新、万众创业，促进全市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的总思路，利用 1000 万元中小企

业创新融资基金作为应急转贷资金，在

半年多时间里，共计为 22 户中小企业提

供过桥转贷资金 7098 万元。利用 1000 万

元中小企业创新融资基金作为“风险金”

为企业增信，通过开展“科创贷”“助保

贷”业务，提升科技型、成长型企业融资

能力，年内已为 12 户企业完成融资 8500
万元，公司实现收益共计 180 万元。

遂州通 APP 全面上线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颜朝辉）日前

记者从市公交公司获悉，遂州通 APP 扫

码乘车应用去年底已经在 19 路、203 路公

交线路试运行。本月初，市公交公司将

对市城区内所有公交线路车载终端完成

升级改造，即日起使用遂州通 APP 即可

在市城区内所有公交线路扫码畅行。

据介绍，市公交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

致力于为市民生活出行带来便利和实

惠，不仅实现了遂州通卡在公交、成都地

铁、连锁超市等领域正常应用，现在还开

通 了 遂 州 通 APP 扫 码 乘 车 应 用 。 下 一

步，市公交公司将继续为广大市民的生

活出行提供更加便捷和优质的服务。

2017 年，我从原单位辞职来到遂宁城市建设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完成了从一名事业编制人员向国

企员工的角色转变。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具有全

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我为能够投身到习总

书记号令的事业中而激动。

在公司，我主要参与的是遂宁（南坝）机场迁建

工程的技术管理。机场的建设涵盖场道工程、空管

工程、弱电系统工程、目视助航工程，是一个纷繁庞

杂的系统工程。如何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安全、进

度、造价可控，作为一名一线技术人，我面临着极大

挑战。传统的以人为主体的、以工程图纸为核心的

项目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如此高度复杂化的工程

建设的要求。但往往困难来临的时候，也蕴藏着新

的机遇，在寻找一些新的技术方法来适应新时代发

展需求的时候，BIM 技术的发展为解决这些问题提

供了新的方向。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即建筑信息模

型，它将工程管理的全过程从过去传统粗放型的传

统工作模式和协同管理，转变为更为精细化、高效

化、标准化、可视化的管理，实现了向 4D 转化的技

术革命。BIM 的建模、仿真、优化、虚拟现实、6D 数

据关联，施工模拟和专业碰撞检查等功能极大的提

升了施工的效率和可控程度。可以说谁掌握了

BIM，谁就掌握了未来。

作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曾经的学历和经验只

能是工作的基础。在技术变革的浪潮中，唯有不断

学习，开拓创新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工程建设，更好

地严把质量安全关口。

同时，身为共产党员以及国企的一份子，在个人

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同时，就贯彻落实好习近平

总书记对国企改革发出的重要指示，也必须保持高

度的政治自觉性和敏锐度，主动作为、积极进取、勇

于担当，坚决俯身实际地为公司推动改革转型工作

尽绵薄之力。

个人认为，公司在改革转型升级中首先要发挥

好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提纲挈领的工

作。同时坚持改革转型，围绕市级平台公司的职能

职责，在做严上下功夫、在做实上寻突破、在做强上

下狠劲，用持续发展、深入发展、全面发展的方式去

解决问题，用朝夕不倦的勤奋，矢志不渝的精神去

推动变革。始终坚持依法治企，今年的全国“两会”

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次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宪法

宣誓，极大地彰显了法治精神，企业的发展也要依

循法律。

个人也罢，企业也罢，千日之业始于朝夕之功。

迈向成功的路径唯有——撸起袖子加油干！

（作者系遂州英才引进工程项目管理方面专业

人员）

进入遂发展集团一年有余了，在这一年当中，我

感受到了遂发展在融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去年，

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对地方债

务问题进行了规范，并禁止了工程建设类项目等的

政府购买行为，这些举措的出台无疑增加了平台公

司融资的难度，给平台公司的融资带来了极大的挑

战。

然而，遂发展逆难而上，积极适应政府出台的一

系列政策，多方位多角度寻求融资途径以及融资方

式。去年 3 月至今，遂发展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先

后与国泰君安证券和银河证券合作开展了 PPN 定

向融资工具、ABS 资产支持证券以及 MTN 中期票据

的发行工作，力求在银行间市场进行资金募集。与

申万宏源证券合作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开展私

募债券的发行工作，拟融资不超过 20 亿。目前，

ABS 资产证券化项目已成功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批文，现正与各方银行洽谈进行实质性购买，其他

各项目均顺利进行中。其中，以遂发展子公司公交

公司为发行主体的 ABS 的发行是四川省首例资产

证券化项目，充分体现了遂发展集团领导在融资方

面的开拓性和创新视角。

与积极的融资策略与融资举措相一致，遂发展

集团子公司正元融资理财信息咨询公司目前正在

转型，将打造成集融资服务、基金、小贷、担保、融

资租赁为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正元公司的

发展建设将进一步拓宽遂发展集团的融资渠道，

为遂发展的融资增加强有力的羽翼，促进遂发展

作为平台公司向市场化的转型。同时，正元的建

设发展也将为遂宁地区的国有及中小型企业带来

更多的融资渠道，为遂宁的各类园区企业提供更

多更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从而支持遂宁经济的发展

与升级。

（作者系遂州英才引进融资方向专业人员）

3 月 12 日，市公交公司在遂宁一汽大众 4S 店接新一批出租车，据

悉，此次更换车辆一共 96 辆，预计分 4 批次进行更换，目前第一批 30 辆

新出租车已经投入运营。据悉，从 2017 年开始，我市出租车开始进行

颜色 、外观的统一，提升了城市形象，成为了遂宁的流动风景线，及时

更换新车，也有助于降低维修成本，提高运营安全效率。

（全媒体记者 李佳雯）

千日之业始于朝夕之功——撸起袖子加油干
●谢海洋

提供更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支持经济发展与升级
●吕凤丹

新建通善大桥正加快建设

老年大学已基本完工

凤台大桥、唐家渡电航工程建设现场 遂宁机场正加快建设

我市下放国有企业考
核权限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颜朝辉）2017
年底，我市出台《遂宁市市属国有企业负

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办法》），对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实施

分类分层考核。

按照企业职责定位与经营状况，市

属国有企业将具体分为商业类企业（商

业一类、商业二类）、公益类企业，并考虑

企业发展阶段和行业特点，确定不同考

核重点，试行差异化考核。市国资委及

市属国有企业的一及企业按照资产监管

关系，负责所管理市属国有企业负责人

的经营业绩考核。市国资委负责考核一

级企业负责人的经营业绩；一级企业负

责考核下属子企业负责人的经营业绩。

遂发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放

考核权限后，遂发展 14 家子公司的考核

都将由遂发展集团进行，这对我市建立

的三级架构模式有促进作用。对于一级

企业来说有了更好的把控权，加大了对

子公司的进一步管理，更好地统筹子公

司运营管理。

发展 快讯

走工地 看项目

攻坚破难 转型升级

行进在春天里
的项目“列车”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颜朝辉）
为进一步强化国企人才队伍建设，充

实集聚国企经营管理人才，改善国有

企业员工结构，遂发展集团积极响应

市委组织部“深入推进人才强市战略

的十条措施”，近年来，遂发展集团

已跟随“遂州英才”招揽行动前往清

华、同济等高校进行招聘。目前已经

引进 3 名高层次专业人才，今年将继

续加强人才引进力度，拟在企业战略

规划、工程项目建设管理、融资债券

发行等各个企业经营管理领域，引进

7 名专业人才。

近年来，遂发展集团在推动国企

人事制度改革上做了很多尝试和努

力，市场化招聘就是其中之一。遂发

展集团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介绍说，此

次面向全国进行专业化人才招聘体

现了集团“人才强企”的发展战略，

专业市场化人才引进除在住房等生

活保障有政策倾斜外，我们将对专业

化人才体现出最大的诚意，在薪资待

遇上将跳出固有的薪资结构和水平，

参照同行业市场化水平确定待遇。

“同时，我们还将在强化人才管

理上下功夫，确保人才引进实效。”

据介绍，遂发展集团在现有的科学管

理基础上，还将进一步加强对招聘人

员的管理考核，明确岗位任务及目标

责任制，完善考核机制，以契约化管

理，实现市场化来、市场化去，以市

场化的管理和激励约束方式吸引聚

集国际、国内优秀人才。

除跟随“遂州英才”行动外出招

揽人才外，遂发展集团多措并举利用

报纸、网络等媒体加大对财务、管理

以及各专业领域人才的招聘宣传，并

采取猎头招聘相结合的方式，招引高

端人才。截至目前，集团各专业领域

储备研究生及高级职称以上人员 20
余人。

据悉，为推进公司人才梯队建

设，加快构建优秀后备人才队伍，遂

发展集团立足三年一个周期的储备

需要，选拔培养年轻后备人才，制定

了《优秀年轻后备人才递进培养暂行

办 法》，对 企 业 后 备 人 才 的 推 荐 选

拔、集中培训、管理和使用做出明确

规定。集团公司将不仅对入库的后

备人才进行严格管理，拟定实践（顶

岗）锻炼计划，实践（顶岗）锻炼主要

采取挂职锻炼的方式进行，每年还将

对后备人才开展一次专项考核，在竞

聘上岗或调整补充时，同等条件下优

先使用后备人才。

发展 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