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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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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岁的全国劳动模范段伟，西南
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高级工程
师，是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兼重庆小康动力有限公司总
经理。他负责组织重庆小康动力有限
公司的研发、生产制造、销售以及服务
工作，是自主研发学科的杰出代表，在
企业发展、技术创新方面做出了突出
贡献。他带队自主研发的发动机产
品，以先进的技术、超高的性价比，畅
销国内外，截至目前公司发动机产销
量已超过400万台，产生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力促智能制造 打造标杆企业

2015年底，段伟在重庆小康动力有
限公司范围内策划推进多项信息管理系
统的建设与深度应用，从2016年开始，
推行了EAM（设备管理）系统、QMS（质
量管理）系统、WMS（仓储管理）系统，在
设备管理、质量管理和物流管理的信息
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深化应用
PLM（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MES

（制造执行）系统，以ERP（企业资源管
理）系统为基础，打通了企业级ERP系
统、工厂级QMS系统、EAM系统，车间
级WMS系统、MES系统，实现了生产
制造过程从研发到采购、制造、销售的信
息全流通，消除了企业内信息系统运行
间存在的信息孤岛现象，实现了企业内
信息的互联互通。

2016年，段伟推动并建设完成小康
动力铸造工厂自动铸造缸体后处理打磨
线，是国内首条集成智能物流技术、基于
三维空间坐标定位技术、数字化负压除
尘技术、机器人自动打磨技术的全自动
铸造缸体打磨线。经过1年多的运行，
成功实现了生产线的量产，节约人力资
源20%，生产效率提高22%，项目突破
预期效果。项目是国内首台套成形铸造
缸体后处理打磨线，集成了机器人自动
打磨技术，实现了铸造缸体后处理技术
由人工处理向自动化处理的突破性创
新，有效地推动了国内铸造缸体后处理
技术向自动化数字化方向迈进。项目在
实施过程中关注环保和员工职业健康，

在创新应用数字化负压除尘技术的基础
上，融合应用静音处理技术、污染物集中
处理技术等环保技术，对铸造缸体环保
技术的应用有典型示范意义。

段伟策划在重庆小康动力有限公司
发动机零部件机加工车间范围内引入油
雾集中收集系统和大流量集中过滤系
统，着手改善发动机零部件机加工环

境。项目从2017年开始立项实施推进，
到2018年底项目实施完成，油雾集中收
集系统和大流量集中过滤系统开始发挥
作用，对发动机零部件机加工环境有明
显的改善。油雾集中收集系统和大流量
集中过滤系统的运行，机加工车间内的
油雾得到有效收集，车间内异味消除，车
间内环境达到室内排放的标准，相对于

传统单机冷却液管理成本降低约2%。
通过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重庆小康

动力有限公司在近3年取得了一系列的成
绩：2019年产销量52万台，累计生产超
400万台，跃居国内中性化发动机公司行
业第一名；旗下铸造工厂成为“绿色铸造示
范企业”，是西南地区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
企业；2015年－2019年，小康动力连续5
年获得“长寿区工业十强”称号，同时也是

“重庆市新技术企业”；2019年，企业荣获
“重庆市智能制造标杆企业”称号，位列重
庆市民营企业前100名。

狠抓技术创新 完善产品类别

近年来，随着技术不断创新和
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小康动力在
段伟的带领下，产品技术走在了国
内领先行列，累计获得专利 290 余
项，自主研发的 1.5T、1.5TGDI 发动
机分别荣获 2016 年度和 2018 年度

“中国心”十佳发动机称号。
公司目前已从最初的自然吸气

发动机逐步发展为涡轮增压、直

喷、增程式发动机，排量从最初的
单一的 1.0L 发展到涵盖 1.0L、1.2L、
1.5L、2.0L 系列排量。产品实现了
VVT、可变进气气道、缸盖排气集
成、双调温器水路控制等的应用。
目前，段伟带领公司正进行更高热
效率的米勒循环、阿特金森循环技
术及BSG（智能发电机）、智能热管
理等更先进的技术研发与创新应
用，发动机产品从传统的燃油发动
机向混合动力、增程器动力总成进
行迭代，同时采用菲亚特技术标准
制造开发了小排量高性能柴油发动
机，丰富了发动机的产品种类，很
好地满足了市场需求。

段伟于2011年－2013年连续获
得“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2016
年当选长寿区第十八届人大代表；2018
年获评“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高级工程
师”，同年在长寿区第二届“双创”人物
评选中获“十大创新人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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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亦筑

他们是农民眼里的“土专家”，把教
学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手把手传授农
民技能，带领农民脱贫致富。3月24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2020年
我市面向33个有扶贫开发任务的区县
选派科技特派员3344名，通过深化科技
特派员制度，推动人才下沉、科技下乡，
实现农业技术的本土化，推动特色高效
农业发展，在稳产赋能助脱贫上取得了
显著成效。

“从进村开始，我就把自己当成村民”

助企业建设多功能油菜园区

重庆三峡农科院油料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徐洪志主要从事油菜产业技术研
究与试验示范工作。从2019年起，他开
始担任重庆市科技特派员，先后服务于
万州区龙驹镇灯台村和重庆奇芳花谷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

“从进村开始，我就把自己当成了村
民。”徐洪志说，在灯台村，他利用自身的
专业所长发展菜油两用油菜，每年解决
了2500人次在蔬菜基地务工。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
小企业生存受到挑战，这让科技特派员
的工作也面临新的挑战。

位于万州区甘宁镇黑马村的重庆奇
芳花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发展乡
村休闲旅游业的科技型企业，过去的业务
以赏花、游乐为主。受疫情影响，游客骤
减，企业的营业收入大幅下降。

经过深入调研之后，徐洪志建议该公
司转变发展思路，以花为主，开展多种经营。

“通过减少纯观赏的花草，增加果林油
菜种植，引进特色品种打造彩色油菜花带，
我们建设了多功能油菜园区。”徐洪志说，
把农业和旅游结合起来，有效提高了单位
面积土地的收入。“去年如果单靠油菜花节
发展观光旅游，亩产值只有1000元。但
是，加上油菜苔、菜籽油、菜籽饼、养蜂以及
油菜收后种植高粱酿酒的收入，亩产值达
到5000多元。”

2020年，我市科技特派员深入田间
地头，开展“一对一”农业科技服务，解决
技术难题，培育基层技术骨干6327人、培
训农民11.85万人次，辐射农户34.81万
户，并实现了全市贫困村服务“全覆盖”。

科技特派员变身“主播”

网上开设农技公开课受热捧

“柑橘为什么要修剪？哪些生理特
性影响修剪……”近日，中国农业科学
院柑桔研究所研究员邓烈在重庆科技
特派员网络公开课亮相，以《柑橘整形
修剪技术基础与技巧》为题举办了一堂
公开课。

科技特派员变身“主播”，整堂课干
货满满，传授的修剪技术可操作性强，这
堂课累计访问量达到7.98万，创下网课
开播以来在线访问量的历史新高。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科
技特派员加强了线上培训力度，通过开
展‘云问诊’活动，开设科技特派员网络
公开课等，开展远程指导。”市科技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2020年，全市科技特派
员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累计开展远程
指导7700余次，开展线上培训6201次，
帮助1501家企业复工复产，解决复工复
产难题1108项，在疫情期间保障农业春
耕生产和企业复工复产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

牵头实施75%以上农业科技项目

今年已选派市级科技特派员750名

“围绕科技特派员‘下得去、留得住、

有实惠’，重庆近年来做了很多积极探
索。”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0
年，我市制订了《科技特派员服务管理规
范》，发布了第一个省级地方标准，规范
了科技特派员、选派单位、服务对象、管
理单位的基本要求，明确了工作流程、服
务内容、绩效考评等，在制度方面展开了
新的探索。

同时，聚焦政策激励，我市重新制定
了《重庆市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及系列
配套制度，通过开展“千名科技特派员助
力脱贫攻坚专项行动”，实行“一个产业、
一个团队”“一个品种、一个人员”链式推
动，强化科研项目激励，让75%以上的农
业科技项目由科技特派员牵头实施，有效
调动了科技特派员的积极性，推动科技特
派员深入乡村一线开展服务和创业。

“今年，我们已选派市级科技特派员
750名，重点围绕区县优势特色产业发
展和服务对象的科技需求，通过技术引
进示范、现场科技服务、实用技术培训、
电话咨询与网络会诊等方式开展服务。
加上区县级科技特派员，预计全年选派
的科技特派员将有3000名左右。”该负
责人称，下一步，我市还将以区县为单
位，建设一批科技特派员创新示范园，支
持涉农院校和科研院所组建产业技术团
队，重点为乡村振兴提供技术服务。

他们在田间地头点亮“三农”发展的科技之光
去年重庆累计选派3344名科技特派员下乡开展科技服务

本报讯 （记者 王翔）3月24日，巴
南区25个重点项目集中开竣工，其中尤
为值得一提的是，总投资230亿元的中国
西部木材贸易港项目正式启动建设。未
来，该项目将采用“口岸＋产业集群”的发
展模式，打造立足重庆、辐射西南、联通全
球的木材贸易、加工集散中心。

中国西部木材贸易港项目位于巴南

鱼洞天明村佛耳岩港，是重庆市政府与
中国林业集团签约联合打造的市级重点
项目，定位为国家级木材贸易、储备、加
工基地，拟建设成为立足重庆、辐射西
南、联通全球的木材贸易、加工集散中
心，建成达产后年交易木材量将超过
900万立方米。

重庆中林林产品有限公司、重庆国
林木业城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文贤介
绍，项目将依托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
济带”建设机遇和重庆独有的地理优势，
通过长江黄金水道、中欧班列、国际陆海
贸易新通道等多条媒介、多个渠道，构建

起联通中国重庆与北欧、北美、东盟、非
洲等100多个优质木材生产国的木材集
散通道。

项目共分三期建设，一期包含原木
仓库、锯材仓库、板材仓库、木竹制品仓
库和展示中心5个功能分区，以原木、板
材、锯材及木竹制品贸易为主，其中原木
库房区将引入原木粗加工产业，板材库
房区和竹木制品库房区将引入木工艺制
品DIY工作室和木材贸易企业入驻，年
木材交易及粗加工量将超过300万立方
米，产值约40亿元。二期木材加工产业
园选址南彭公路物流基地，占地约2000

亩，以板材、地板、木门、家具、装配式木
屋、木制品设备、木质工艺品等精深加工
为主。三期木材及木制品展示交易中心
规划占地约1500亩。整个项目建成后，
中国西部木材贸易港将成为西南地区唯
一的进境木材口岸、国家级木材贸易储
备加工基地、木材交易中心、集散中心。

目前，一期项目配套的佛耳岩码头
一、二期工程已建成投用，年吞吐能力达
到210万吨，2020年佛耳岩港实现原木
贸易近80万立方米。一期项目的原木
仓库区预计今年6月正式建成投用，为
原木国际贸易奠定基础。

中国西部木材贸易港开工建设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3月
23日，重庆高新区发布消息，今年
1-2月，西部（重庆）科学城工业经
济开局喜人，科学城直管园工业总
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35%，智能
终端产业、汽摩产业等领域产值实
现翻倍。

从1-2月工业经济运行数据看，
重庆高新区年初号召企业员工就地
过年、不停工不停产、稳岗留工政策
等效果显现。同时，在重点产业强力
拉动的双重影响下，科学城工业起步
快、走势好，实现了“开门红”。

在智能终端产业方面，科学城
大力培育“一科三高”企业（科技型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高成长性企
业、高能级领军企业），一手抓研发
创新，一手抓“补链成群”，持续优化
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出产销两
旺的发展局面。如重点企业达丰、
英业达、新普等产值增速均比去年

实 现 翻 倍 ，分 别 增 长 227.6%、
161.3%、232.3%。在龙头企业的引
领带动下，科学城前两个月智能终
端产业产值高速增长，增速达
169.8%，拉动规上工业产值增长
118.8个百分点。

自去年以来，科学城注重汽摩
产业科技创新引导、加速提能增效
进程、完善产业链，推动产业高端
化、绿色化、数字化发展。今年1-2
月，科学城汽摩产业持续发力、保持
高速增长，产值也实现翻倍，增速达
128.8%。从整车企业来看，长安跨
越商用车、华晨鑫源等表现抢眼，产
值分别增长1545.5%、127%；从汽
摩配套企业来看，呈现出“齐头并
进”的发展势头，日发汽车零部件、
博泽汽车部件、隆鑫发动机等39家
汽摩配套企业产值均同比增长
100%以上。

科学城还重点培育集成电路产
业，大力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向高端
化方向发展，打造全球最大功率半
导体基地。今年1-2月，科学城集
成电路产业的表现稳中有升，产值
同比增长20.9%。

西部（重庆）科学城
工业经济开局良好
1-2月产值同比增长135%

本报讯（记者 赵迎昭）3月24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版权保护中
心获悉，根据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
监管平台数据统计，2020年重庆市
著作权作品登记量达171204件，
位居西部第一、全国第六。

著作权作品登记工作是版权社
会服务工作的核心内容，是创新驱
动发展的重要源泉。

针对社会公众版权登记意识较
弱、登记数量较少的情况，我市在全
国率先设立“作品登记专项资金”，
实行作品免费登记，已累计投入专
项资金600余万元。这项举措推动
了我市作品登记的爆发式增长，年
登记数量从2011年的800余件上
升到2020年的17.1万件，增长200
余倍。

此外，我市全力推动网上作品

登记，提升登记成效。开发建成
“重庆市数字版权云端服务平台”，
完善在线填报、在线审核、电子发
证等功能，实现作品登记申请人足
不出户即可完成登记全流程办理，
累计为60余万权利人和作品使用
者提供集约式、便捷化、高效率的
服务。

我市还前移版权保护和服务
关口，变被动登记为主动上门，让
版权公共服务不断向基层一线延
伸。将文化产业龙头企业和文创
名人作为服务重点，开展作品登
记、法律服务、教育培训、版权交易

“四个上门”服务，并在黄桷坪艺术
园区、重庆艺术大市场少儿艺术中
心先后设立了10家版权服务工作
站，针对各方需求开展个性化版权
保护综合服务。

2020年重庆市著作权
作品登记量位居西部第一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3月
24日，2021年九龙坡区第一批重
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在九龙街道上
游村举行，集中开工重点项目45
个，总投资约693亿元，年度投资约
172亿元。

这些项目中，政府主导类项目
25个，总投资306.5亿元，年度投资
39.5亿元，主要涉及基础设施建设、
社会民生项目；社会主导类项目20
个，总投资 386.5 亿元，年度投资

132.5亿元，主要涉及旅游开发、智
能制造、房地产等项目。

从建设项目类别上看，乡村振
兴项目1个，总投资15亿元，年度投
资2.8亿元；基础设施项目15个，总
投资277亿元，年度投资19.4亿元；
产业项目14个，总投资165.5亿元，
年度投资34.4亿元；民生项目8个，
总投资26.5亿元，年度投资17.5亿
元；区域协调发展项目7个，总投资
208.5亿元，年度投资98亿元。

九龙坡集中开工重点项目45个
总投资约693亿元

3 月 19 日，渝黔高速公路扩能项目
（万盛段）温塘村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人正
在进行预制T梁架设工作。温塘村特大
桥是渝黔高速公路扩能项目重难点控制
性工程，也是万盛境内唯一采用“T梁+连
续梁+钢箱梁”的特大桥。该桥全长1415
米，共32跨，全桥预计6月实现贯通。

通讯员 王泸州 摄/视觉重庆

重点项目建设忙
崇山峻岭架坦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