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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动机打交道的24年
——
—记市第二届“最美科技人”施永生
■记

者
通讯员

左文东
朱小柱

罗爱锋

施永生， 东南大学机械制造设备
及工艺专业毕业， 现任江苏上淮动力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产品研发部
总监，先后从事过工艺设计、制造、研
发等工作。
在南汽工作期间， 他主要负责工
艺系统技术管理、 工艺规划、 投资管
理、新产品开发、试制试验、生产准备
工作，完成2.5升SOFM发动机（增压
中冷柴油机）曲轴、凸轮轴、连杆、缸
体、 缸盖新产品工艺开发工作，2.8升
SOFM发动机 （增压中冷柴油机）总
装、测试等工艺开发工作。 两款产品
在依维柯车上应用， 得到了市场的广
泛认可。
在长丰猎豹公司期间， 他主要负
责CF4G18汽油机缸体、缸盖、曲轴、
凸轮轴、连杆及样机的试制工作，开发

完 成 CF4G16/18/20 三 款 汽 油 机 产
品， 为长丰猎豹发展乘用车提供多种
动力选择。同时，为了保证开发过程受
控，提高产品开发质量，他组织编写了
长丰猎豹发动机产品开发流程。 在发
动机开发过程中， 产品的验证工作必
不可少，只有通过验证的产品，才能放
心地交付顾客， 他为此组建了长丰猎
豹的试验中心。
国内传统微车发动机一直使用上
个世纪90年代初从日本引进的产品，
在国内已经使用近二十年。 为改善微
车的动力，提升产品水平，在上海澎湃
汽车公司工作期间， 他主导研发了新
一代微车用1.4L/1.2L汽油发动机，产
品性能较上一代产品提升20%， 同时
为保证产品在较长一段时间具有竞争
力， 还对基础机型进行升级， 配置
VVT可变气门相位技术，可以满足未
来5-10年微车的动力需求。
北汽福田公司产品涵盖轻卡、中
卡、重卡及中大型客车等市场领域，在

微型车市场仍处于空白。 公司自2005
年开始规划微型车开发， 但一直未在
社会资 源 找 到 合 适 的 发 动 机 配 套 。
2010年，施永生加入福田公司，全面
负责公司战略产品1.2L/1.0L自吸汽
油发动机开发， 产品性能比竞争对手
提升10%， 不但弥补了公司在小排量
汽油发动机市场的空白， 还具有强大
的市场竞争力， 获得了福田公司乃至
北汽集团的高度评价， 为福田公司发
展微型车业务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保
障。 施永生也在此期间被评为2002年
北汽集团优秀员工、 北汽集团劳动模
范。
回首二十多年工作历程， 从一个
刚毕业的青涩学生，慢慢成为职场“
老
人”， 如今又成为创业新兵。 2013年
底， 施永生正式加入江苏上淮动力有
限公司创业团队， 从事新型单一天然
气燃料发动机的研发、产业化。作为项
目研发主要负责人， 组建一支强大的
研发队伍，从小到每一颗螺丝的选型，

大到缸体、缸盖的设计，全部独立自主
进行， 历经3年时间完成1.2L增压和
1.5L增压高性能发动机的研发， 产品
得到了各级领导及行业内专家的高度
认可。 内燃机界的权威专家苏万华院
士在参观公司、了解产品各项数据后，
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上淮动力的产
品已经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二十四载的工作经历， 也是与发
动机打交道的24年，施永生对发动机
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回首他的创业之
路，虽苦亦甜。 苦，有刚到创业基地时
对周边环境不熟悉，吃饭都无法保证；
有缺少资源，为了检测产品的数据，到
处奔波寻找检测资源等。甜，是产品得
到了行业专家的高度评价， 得到了主
机厂客户认可。如今，搭载施永生团队
自主研发的发动机车辆正不断走向千
家万户，为老百姓创造财富，同时也源
于他们的产品更环保， 为国家的节能
减排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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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彦平
曹卫华

本 报 讯 如何擦亮生态淮
安这块金字招牌， 干好2018年
的环保工作？ 记者从2月12日召
开的全市环保系统2017年度工
作总结大会上了解到，2018年
淮安将根据中央和省委、市委部
署要求， 统筹做好深化改革、生
态创建、污染防治、环境监管、风
险防范各项工作，紧紧围绕推动
高质量发展重点扎实推进美丽
淮安建设。
2018年我市环保工作主要
目标是： 主要指标方面， 全市
PM2.5平均浓度降幅和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国家和省
定考核目标；8个国考断面水质
优Ⅲ比例提至87.5%，消除劣Ⅴ

类水体，22个省考断面水质优
Ⅲ比例提至81.8%，劣Ⅴ类比例
控制在4.5%以下； 完成省下达
的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改
革创新方面，积极策应国家环境
管理体制改革，做好环保机构监
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
工作。 队伍建设方面，工作作风
得到根本性转变，人员配备和装
备配置水平显著提升，业务能力
和执法监管水平大幅提高。重点
是要抓住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这
个核心，强化环境执法监管这个
抓手，筑牢“实现环境质量考核
目标、完成重点治污任务、尽到
环境监管职责、防范重特大环境
污染责任事故、防止因环保事端
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个底
线。

记

者

王东照
费欣宇

本 报 讯 安全生产指标连
续17年“双下降”，连续9年没有
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 市安
监局以“三强”为工作抓手，进一
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不断加大安全管控力度，为打造
“安全年”迈出坚实步伐。
强化行政许可。 该局制定实
施细则和统一的审查标准，落实
安全生产准入标准和条件，依法
严格实施行政许可。 加强政务服
务平台建设， 优化网上办理系
统， 实现行政许可事项申报、受
理、审查、决定、结果查询和行政
监察全过程网上运行，线上线下
审批服务功能互补、无缝衔接。

强化监督检查。 该局对行政
许可事项逐项制定具体的监管措
施，明确检查对象、内容、方式、程
序、 措施等， 完善常态化监管机
制。 加强对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
监管， 对审批后的生产经营单位
是否持续满足审批时确定的条
件、范围、方式等进行监督检查。
强化行政执法。 该局2017
年计划执法检查各类生产经营
单位2152家次， 实际检查2316
家次，完成率107.6%。 加大事前
处罚力度， 全市各县区共立案
551件，其中事前立案517件，占
立案总数的93.8%； 罚没款金额
共计1130.83万元， 其中事前处
罚罚款491.72万元，占罚款总数
的43.5%；暂扣或吊销许可证照
企业6家，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企
业28家，提请关闭企业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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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政局： 敬老
■ 通讯员

汤荣

记者

费欣宇

本报讯 近日， 市民政局组织
开展了“爱心敬老”活动，在新春佳
节来临之际向全市314名百岁老人

每人发放1000元的敬老慰问金，为
他们送去党委政府的关爱。 我市百
岁老人
“
爱心敬老”春节慰问活动从
2014年起已连续开展4年，得到了社
会各界以及老年人的一致好评。

宁淮两市工商联：
■ 通讯员

沈雷

本 报 讯 日前，南京市工商联
组织部分南京民营企业家来淮开
展“百企帮百村”春节送温暖活动，
考察实施帮扶项目，并向我市10个
经济薄弱村400余户困难户捐赠慰
问金20万元。
近期，淮安市、县（区）两级工
商联集中组织所属商会、重点会员
企业深入经济薄弱村困难户、敬老
院开展多种形式的扶贫送温暖活

■记者 费欣宇 通讯员 王如鹏

市安监局强化安全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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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慰问送温暖

市质监局：

市环保局部署今年工作

2018 年 2 月

本 报 讯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
际，市质监局党组书记、局长吕春
雷带领党组成员，分别登门慰问离
退休老同志、单位困难党员职工和
挂钩社区困难群众，向他们宣传党
的十九大精神、送去党组织的温暖
和新春祝福。
在离退休老同志家中，吕春雷
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情

帮扶

动， 已累计发放慰问物资100多万
元。 同时，市工商联利用宁淮合作挂
钩机制， 主动联系对接南京市工商
联和南京市部分重点民营企业和商
会， 为农村困难家庭开展助困助学
等各类帮扶送温暖活动， 为经济薄
弱村实施捐建留守儿童图书室、援
建农村基础设施等帮扶项目。 截至
目前， 两市举行集中帮扶活动4次，
累计捐资捐物、 投入项目帮扶资金
200余万元。

祝福
况，感谢他们对质监事业做出的贡
献，嘱咐他们一定要保重身体。 市质
监局党组一班人分别登门慰问了部
分挂钩社区困难群众， 给20户贫困
家庭送去了慰问金及慰问品， 并向
他们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及国家最
新的精准扶贫政策， 鼓励他们树立
信心、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安心生
活。 市质监局党组成员还走访慰问
了本单位困难党员和职工， 给他们
送去慰问金和党组织的温暖。

我市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保护城区河道水环境
■ 记者

宋莹莹

通讯员

徐晶晶

本 报 讯 春节临近， 为进一步
加强城区河道水环境保护力度，2月
9日至2月14日， 市水利局在全市水
利系统干部职工中深入开展“城区
河道水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

市水利局机关各支部、局属驻城
各支部每天安排人员对里运河、大运
河、古淮河、钵池山公园、楚秀园、清
晏园等水体开展志愿巡查保护活动，
发现较大面积水体污染问题及时上
报，便于专业人员做好清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