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 快讯

他
们

今天是 5 月 4 日，我国第 69 个“五四”青年节，是一个洋溢着阳光和梦想的日

子，更是一个五彩斑斓又充满生机的日子。

青春时最大的幸运，莫过于个人的奋斗目标和国家命运同向而行。在遂宁发

展集团，就有一群奉献青春、燃烧青春的人，他们虽然身处平凡岗位，却与国企改

革发展共赴时代潮流。

无论是在一个岗位上长达十余年坚守执着，还是对业务技能精益求精的追

求，正是他们用青春的火与热，承载着一个国企对社会的奉献、对发展的担当、对

卓越的追求，构筑起遂宁发展集团担当改革重任、务实转型升级的精神丰碑！

4 月 26 日中午 12 点，大多数市民踏上

下班回家的路途，遂州中路介福桥公交站

台边，谢红提着水杯等待着交班的同事。

不一会儿，206 路公交车驶进站台，她和同

事简单交接后，坐上驾驶室，带上一双白

色手套。关门、挂挡、查看后视镜，一番熟

悉的动作后，谢红驾驶的 206 路公交车满

载着下班回家的人们开始前行。

1995 年，22 岁的谢红进入市公交公

司，成为了一名公交司机。由于有着开大

货车的经验，她驾驶的公交车平稳、安全、

乘坐舒适。“那时候我们还是单班制，工作

强度大，公司里基本上都是男同事，但我

觉得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应该不畏艰

难，坚持下去。”20 多年的坚守，谢红把自

己的青春献给了公交司机这个岗位。从

一个步入社会不久的少女，到一个沉着果

断、经验丰富的优秀司机，在这个平凡而

又重要的岗位上，谢红用自己数十年如一

日的敬业态度，肩挑社会责任，用安全行

车的成绩和获得的荣誉诠释着青春和奋

斗的意义。

“集团在改革、发展，我们最直观的感

受就是公交车越来越好，我们的工作制度

也越来越完善，我如果回到 22 岁的时候，

还是将无怨无悔地选择这个职业。”在终

点站等待发车的空隙，谢红笑着告诉记

者：“现在想得最多的，是我要尽我的能力

开好每一趟车，一直到退休那一天，安全

接送每一车乘客。” （李佳雯）

遂发展公交公司公交车驾驶员谢红——20年无悔坚守 只为肩上那份责任

“整理一些安全资料，还要协助其它

部门做好安全隐患检查及整改、汛期安全

等工作。”“五一”假期来临前，天遂集团观

音湖景区的船长兼安全员米波臣正在处

理日常工作。回首过去，他 6 年的青春时

光，相融于这片碧水蓝天。

2012 年 10 月，米波臣以检票员的身份

进入旅游服务行业，负责游船票清检、游

客上下船安全及当班游船出行记录等工

作。2013 年 6 月特大暴雨时，他及时转移

公司重要文件，及时清理游船积水，防止

游船沉没……米波臣在危急时担当责任，

主动贡献力量。

“根据公司的业务发展，我要朝着自

己喜欢的事情努力。”米波臣在检票之余，

时常向老船长学习船舶驾驶技能，并于

2014 年报考取得船员证。时值船员短缺

之际，米波臣向公司申请转入航务班驾驶

船舶，并于 2014 年下半年转入了航务班。

“我主要负责检查船舶发动机、发电机等

机械设备，做好船舶卫生，参加船舶驾驶、

应急演练等培训。”就这样，米波臣在航务

班打磨了两年，见证了老船长退休，也迎

来了一些新员工，并于 2015 年递交了入党

申请，并在 2017 年成为正式党员。

“人年轻就要多学习，个人进步是公

司发展的一小股力量。”米波臣说，在公司

氛围的影响下，他还利用空余时间随安保

班长学习安全知识，“服务意识更强了，

工作责任也更重了。”米波臣时常参与清

理码头游商小贩的工作，及时处理整改排

查出的安全隐患，带动同事热爱旅游，为

游客打造“游得放心”的舒适环境。

（全媒体记者 熊燕 ）

“工作上没有大事小事，一件件都是重

要事。”面对记者采访，遂宁水务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设备部部长赵奎算了一下，自己与

工作单位结缘 17年了。“平时就负责各厂设

备的维护保养、紧急抢修及设备技术改造管

理工作，我这人就爱钻研、有股韧劲儿。”

赵奎在 2001 年 9 月入职绿源排水有限

责任公司，2013 年合并到遂宁水务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入职 17 年来，赵奎从基层干

起，上过运转班，做过电器维修与设备维

护。“不懂就学，不会就练，没有条件就寻找

条件、创造条件来提升自己。”回忆起自己

成长为技术能手、班组长、设备部副部长、

部长的历程，赵奎很是激动。“我的成长离

不开公司的发展，这些年公司规模一个 4万

吨的城南污水厂变为 6万吨，又从两个 6万

吨污水处理厂到建成 5万吨永盛水厂，同时

也给了我很大的挑战。”

设备故障就是任务，就是命令。2015
年 5 月对城南污水处理二厂进行 13 天的

清理；2016 年 10 月底带队抢修城南污水

处理一厂中格栅，奋战 32 小时；2017 年 8
月在高温中对城南污水处理一厂进行了 8
天停产检修……赵奎始终坚守在设备维

护的最前线。

赵奎说，公司发展规模越来越大，责

任也就越来越重。“公司下一步还有 25 万

吨的取水口北移，城南第二污水处理厂提

标扩能等项目实施，我要更好地带动青年

同志，提升基础技能，继续战斗在水环保

的第一线，保卫遂宁的青山绿水。”

（全媒体记者 熊燕 ）

遂发展遂宁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设备部部长赵奎——

只要涉及工作的事都是重要的事

责任

随着“五 .一”小长假的临近 , 遂发展

天遂文旅集团灵泉景区综合部内勤罗巧

红和她的同事们一起开始忙碌。检查索

道安全、面对商户开展安全宣传、维护景

区良好经营秩序……几天来，在灵泉景区

各处，都可以看到罗巧红和她的同事忙碌

的身影。“要在细节处下功夫，做好景区服

务和管理工作，为游客提供安全、舒心的

旅游环境。”罗巧红说。

2008 年 12 月，罗巧红进入灵泉景区工

作。十年间，她先后担任景区售票并兼职

讲解，现场办公及综合部内勤。凭借勤奋

好学和刻苦实干的工作作风，罗巧红完成

了从最初参加工作的新手到各个岗位都

游刃有余的业务骨干的转变，赢得了集团

领导和同事的肯定和认可。无论是接受

游客咨询、现场接待，她亲切、热情的态

度，也让游客感到满意和舒心。

每到节假日，景区工作人员就会迎来

最忙碌的日子，尤其是春节等重大节日期

间。十年来，罗巧红没有和家人在一起度

过一次春节，除夕夜在景区维护秩序，常

常忙至次日凌晨一点到两点，早上 8 点又

准时上班。整个春节期间，她和景区的同

事都坚守在执勤一线。客流量大的时候，

要忙至元宵节前后……对于这些，罗巧红

说这是工作性质决定了的，亲人的理解和

包容，同事、领导的关心和支持，都鼓励她

在景区管理岗位上累并快乐着。今后，她

将一如既往，热情、细心为广大市民、游客

营造舒心的环境。 （梁界波）

遂发展天遂文旅集团灵泉景区综合部内勤罗巧红——

从细节入手提供安全舒心旅游环境

遂发展天遂集团观音湖景区船长兼安全员米波臣 ——

甘做集团发展大潮中的一朵浪花

2010 年 10 月，王素容来到天遂文旅集

团广德景区担任景区售票员。8 年来，王

素容一直坚守在售票一线。用微笑和热

情，展示了景区亮丽的窗口形象。

刚到景区工作的那年除夕夜，王素容

和同事坚守在售票岗位。这是她上班第

一个除夕夜，也是 8 年来第一个不能回家

的除夕夜。一位前来买票的小姑娘在王

素容问候完“您好”之后，回道“阿姨，新年

好，您们辛苦了”，就是这么一句礼貌性的

答复，让她顿时感受到售票员在游客心中

的分量和使命。也让她意识到通过自己，

更多展示的是景区的窗口形象。

多年来，王素容以“三好标准”要求自

己，即最好的姿态、最美的笑容、最贴心的

态度，让每一位游客满意而归，让他们的

休闲之旅更加舒心。节假日期间，到景区

买票的游客明显增多，她耐心细致做好售

票工作。节假日特别是春节期间，王素容

没有回家和家人团聚，坚守在售票岗位

上。她说：“每年节假日是我们景区职工

最忙碌的时刻，虽然我们苦了一点，但能

为众多市民和游客带去舒适的心情，我们

再苦再累，也觉得很值得。

市民节假日团圆、休闲的时间，却是

售票员最忙碌的时刻。8 年如一日，在平

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在王素

容看来，景区售票作业，不仅仅是一个工

作，更是一种责任，她要用自己的微笑与

热情，把爱传递到市民和游客手中，伴他

们一路好心情。

（梁界波）

遂发展天遂文旅集团广德景区售票员王素容 ——

微笑和热情就是最好的“待客之道”

在工地上
唱响劳动者之歌

简化遂州通APP实名认证
用户不再上传身份证照片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熊燕）遂州通 APP
最新版本（版本号 1.1.1）已在安卓应用宝、苹

果 APP STORE 正式发布，新版本实名认证不

再需要上传身份证照片。

据介绍，新版本的认证流程大大简化，同

时认证结果实时反馈，用户无需等待，等待认

证的时间大幅缩短。据介绍，用户在遂州通

APP 中要使用扫码乘车必须先通过实名认

证，并在 APP 主界面中点击“我的”可查询实

名认证状态以及当前遂州通 APP 版本号。如

提示“未完善信息”则需要实名认证。点击

“未完善信息”进行实名认证，准确填写真实

信息提交后通过。实名认证通过后便可使用

充值、扫码乘车功能。用户点击“关于我们”

可查询当前版本号。

遂宁发展责编：李志 编辑：王春艳 组版：杨洋 遂宁新闻网：http://www.snxw.com2018年5月4日 星期五04
主办单位：遂宁发展集团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劳动者的节日，而当

人们在不同景点，以不同方式享受小长假带来

的悠闲时，我市部分在建重点项目工地上，依

然一片忙碌。“五一”期间，在唐家渡电航工程、

遂 宁 机 场 建 设 项 目 、通 善 大 桥 改 建 项 目 等 现

场，记者看到，为按时按质推进这些事关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的项目，一线工人们放弃了节假

日休息，依然坚守在岗位上，脚踏实地地辛勤

工作着。为了让这些项目早日发挥作用，给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效益，他们用汗水浇灌着

劳动的果实，诠释着这个节日最本真的意义。

李佳雯/文 王晓全/图

把青春写在奋斗的旌旗上他
们

市防汛办督导唐家渡电航工程
安全度汛准备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熊燕）4 月 26 日，

市防汛办检查组深入唐家渡电航及凤台大桥

工程施工一线，重点对施工单位防汛组织机

构、防汛责任、应急预案、物资储备、管控措施

落实等情况进行了督导检查，要求做好度汛

工作。

据介绍，5 月开始，涪江干流汛期逐渐临

近，唐家渡电航及凤台大桥工程即将迎来第

二个汛期，这也是项目建设期间最重要的一

次汛期考验。

市防汛办要求，唐家渡电航工程度汛安

全牵动着全市人民的心，是今年工作的重中

之重。项目业主、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必须坚

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始终绷紧防汛

保安这根弦，压紧压实责任，抓好汛前检查、

隐患排查和物资储备及应急保障工作，及时

消除隐患，强化预测预警，强化应急值守，做

好安全演练，确保唐家渡电航工程安全顺利

度过 2018 年主汛期。

老人卧病在床行动不便

遂州通公司上门提供
老年卡年审服务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熊燕）4 月 16 日，

遂州通公司客服部工作人员来到北兴街 202
号勤智园小区，为唐婆婆上门办理老年卡年

审业务。

原来，唐婆婆的老年卡近期无法正常刷

卡乘车。老伴儿林大爷在 4 月 12 日到市行政

服务中心遂州通营业窗口咨询，得知是老年

卡年审时间到了。根据规定，老年卡年审需

本人持身份证到客服中心办理，他人不能代

办。但林大爷叙述，唐婆婆因腰部患病卧床，

行动不便，无法到客服中心进行年审。

得知这一情况后，网点工作人员一边给

林大爷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一边及时将情况

向上级领导汇报。公司领导决定，对唐婆婆

的情况进行特殊处理即上门服务，践行“客户

优先、便民先行”的服务理念。

天遂集团成为首批“两心”
消费城市创建示范单位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熊燕）近日，记者

从相关部门获悉，天遂文化旅游集团（广德景

区、灵泉景区）荣获第一批“遂宁市放心舒心

消费城市创建示范景区”殊荣。

据悉，自开展放心舒心消费城市创建以

来，天遂文旅集团以提升景区形象，强化旅游

服务质量为中心，围绕全面提高景区消费环

境安全、诚信经营和消费者满意度的工作目

标，不断创新监督手段，精心营造放心消费环

境，取得了良好成效。

天遂集团将以“遂宁市放心舒心消费城

市创建示范单位”评选为契机，充分发挥示范

景区带头作用，不断提升景区品质，优化旅游

环境，全面打响遂宁旅游品牌，进一步提高游

客对遂宁旅游的满意度，真正实现“放心开心

旅游、放心舒心消费”。

遂宁机场建设现场

唐家渡电航工程

通善大桥改建现场

国企 担当

实干

品质

奉献

建设中的唐家渡电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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