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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3日，某市场监

管局执法人员对当地一家面包茶

饮店依法进行现场检查，在该店

铺的食品加工区域内，发现有芝

士火腿包、朱古力爆浆包、红豆

包、蔓越莓吐司包等一批过期食

品，与其它均在有效期内的食品

放置在同一冰柜内。当日，执法

人员便立案调查。

经查明，该店铺经营者邝某

胜于2020年12月29日至2021

年2月7日期间，向当地某食品有

限公司分别购进上述食品原料用

于制作面包，通过解冻、烘烤等工

序加工为成品销售。经核查，超

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货值共

1663.6 元 ，违 法 经 营 货 值 共

1746.6元。

食品安全篇——

使用过期食品原料
商家被罚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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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之后，公司在安全生

产方面的隐患消除了，整个人都

轻松了。”2月23日，时隔两年，

记者再次采访位于狮山镇的佛

山市南海区恒旭化工有限公司

负责人劳允锟时，见他面色红

润，满脸笑容，一改两年前瘦弱

憔悴的形象。

以往忙碌的生产车间已经

“安静”下来，劳允锟还“任性”地

让员工放假。谁也不曾想到，这

家在2020年2月疫情期间捐赠

了500多吨84消毒水的本土企

业，如今如此淡定。

适应大环境
主动“砍掉”生产线

劳允锟介绍，看着狮山发展

越来越好，环境越来越好，作为

土生土长的狮山人，他帮不上什

么大忙，但绝对不添麻烦，不拖

狮山高质量发展的“后腿”。因

此，他在2020年11月向工商部

门申请变更经营范围，将之前生

产车间全部停产，由生产经营型

调整为贸易型。

“公司在2001年成立，当时

我将毕业后第一年打工赚的6万

元全部用于创业。20多年过去

了，与这些设备都有了感情。整

个生产车间停产，一度让我很不

习惯。”劳允锟说。

据悉，恒旭化工有限公司主

要经营漂白水、液碱，产品主要

用于污水处理行业、染色印花行

业、工厂等。由于生产需要一种

化学原料液氯，人不慎吸入后可

能会严重中毒，而且在阳光下与

其它易燃气体混合时会发生燃

烧和爆炸，存在严重的安全隐

患。因此，该公司一直是政府重

点监管的对象，每个星期都会被

检查五六次。

“液氯不会燃烧，但可助燃，

也有剧毒。生产过程中，我们整

天提心吊胆，每天神经都绷得紧

紧的。”为了适应大环境，劳允锟

主动“砍掉”生产线，改做贸易，

从广西梧州直接购买由液氯等

原料反应生成的次氯酸钠溶液，

降低危害性，但企业的经营成本

高出许多。

为维持经营，保障员工的收

入，2021年，恒旭化工有限公司

以“服务+技术+高效”为宗旨，根

据客户的需求，技术团队上门服

务，用工艺技术制定精准、实惠

的漂白水等消毒用品配方，在留

住原有客户的同时，还拓展了不

少新客户，今年的订单已经排到

3月中旬。

记者现场看到，两辆罐装运

输车停在厂区内，员工将调配好

的消毒剂注入罐内，劳允锟则与

员工检查漂白水池和碱液进料

泵。“虽然现在安全隐患基本消

除了，但是储存的一些化学品也

有一定风险，还是要注意。”劳允

锟说，现在公司主要是“卖”技

术，为客户提供好的产品、技术

支持和售后服务。“由生产企业

转为商贸企业，工作环境安全

了，人也轻松了许多，终于有闲

情逸致喝茶了。”

回馈社会
捐消毒水支援河南

回想起2020年初的疫情，

劳允锟记忆犹新。

2020年1月突然袭来的疫

情，打乱了劳允锟的计划，春节

未曾休息，家住小塘塘美村的他

20多天没回家，带着员工加班生

产84消毒水，缓解防疫物资的紧

缺情况。

“年初一接到省疾控中心电

话，通知要为生产消毒水24小时

待命。我立即答应，并马上联系

本地员工，半天就有6个人报名，

愿意回来上班。”劳允锟回忆，他

一口答应后，却为生产犯了难。

因为公司主要生产的是工业消

毒用品，生产84消毒水比其标准

和要求要高出许多。但他克服

困难，一边按照比例计算调制，

一边打电话联系下游企业寻找

装消毒水的小罐子。

据粗略统计，该企业前后捐

赠了500多吨84消毒水给政府

部门、事业单位和学校，价值160

万元，这对于一家产值只有

1000多万元左右的小微企业来

说并不是小数目。但劳允锟回

忆起这件事时，只是淡淡地说了

一句：“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

会。”

劳允锟不仅这样说，也一直

是这样做的。2021年7月，河南

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广东狮子

会前往支援，需要带一批消毒杀

菌物资用于灾后的消杀工作。

恒旭化工有限公司再次召集员

工加班加点生产。当时正值高

温天气，很多员工脖子都被晒掉

了一层皮，但他们仍然连夜调制

出40吨、满满两大货车消毒水

运往河南，彰显狮山大爱。

“企业能够保持良好经营，

离不开政府、社会及广大客户的

支持，所以只要社会有需求，我

们一定会出一分力。”劳允锟说。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李福云

“砍掉”生产线 转型“卖”技术
狮企恒旭化工主动变更经营范围，消除安全隐患

改进生产工艺
制作出高速航模发动机

2019年，广东省航模队正式

解散。梁杰锋退役后将大部分精

力投入到企业经营上。为赶超意

大利企业，梁杰锋全身心投入到

航模发动机的研发制作上，认真

研究航模发动机制作需要的材料

学、动力学、机械加工等知识。他

坦言，有一次研发新产品时遇到

瓶颈，自己差一点就放弃了。

点火系统是发动机的关键部

件，本着对极致效果的追求，梁杰

锋曾10次到山东某生产点火系统

的加工企业，与企业负责人及工

程师反复交流，改变散热方式，不

断改进生产工艺。经过不懈努

力，天捷模型公司终于生产出每

分钟转速达2.1万转的航模发动

机，其耐用性、性价比均远超意大

利企业产品。目前，世界航模比

赛前十名中的六名采用了该企业

生产的发动机。天捷模型公司的

航模发动机在欧美市场的占有率

已达60%。

目前，天捷模型公司是国家

体育运动航海模型协会指定比赛

器材中5款产品的供应企业，包括

全国青少年比赛器材4款以及成

人比赛器材1款。梁杰锋表示，今

后，他愿意将自己多年来制作航

模的经验分享给更多航模爱好

者，让更多人爱上航模。

文/珠江时报记者金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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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杰锋：13次获世界航模比赛冠军

研发高速航模发动机 打破国外垄断
在南海狮山向阳红俱乐部，活跃着一支航模爱好者队伍，

领头人梁杰锋曾是广东省航模运动员，曾代表国家队拿过13

次世界航模比赛冠军。

由于历史原因，广东省航模运动队解散。于是，梁杰锋一方

面开办公司生产航模体育器材，一方面致力于广佛地区青少年

航模知识培训。其创办的佛山市天捷模型公司生产出高速航模

发动机，世界航模比赛前10名中的6名均采用该企业生产的发

动机；梁杰锋成为中国航海模型运动协会竞赛规则（2020年版）

编委之一，2021年还担任了国家级航模比赛三个项目的裁判、

广东省航模比赛一个项目的裁判。

2月22日，记者采访了梁杰锋，了解他的故事。

在天捷模型公司展示厅，记

者看到该企业为一些大型轮船

公司制作的船模样品、转速世界

第一的航模发动机及学校航模

比赛使用的体育器材。展示墙

上，贴着梁杰锋多次拿世界比赛

冠军的照片。

梁杰锋生性好动，上小学、初

中的时候，家里为他订了《中学科

技》《中学生科技模型》《建模知

识》等杂志，他在佛山市青少年宫

航模学习班学了两期后，发现自

己很喜欢航模制作。梁杰锋的辅

导老师卢老师也特别喜欢他，两

期学习班结束后，有一年暑假，卢

老师每天都花三四个小时到梁杰

锋家里，免费教他做航模。

见梁杰锋非常沉迷于制作航

模，他的妈妈说，正准备送他一个礼

物，问他要单车还是航模遥控器，他

选了遥控器。就这样，梁杰锋得到

了人生中第一个航模遥控器。

1991年，16岁的梁杰锋通

过朋友介绍，到广州找到广东省

航模队教练，希望留在省队学

习。因为其他运动员都是学校、

区、市层层选拔的，当时没有佛

山队，教练一开始说：“你要自己

出伙食费。”2个月后，教练见他

水平还不错，而他也恳求教练留

下他继续学习。教练有些犹豫，

就回答说：“我们也没编制，你自

己要想好。”

就这样，梁杰锋在省队留了

下来，后来教练发给梁杰锋每个

月30元的生活费。梁杰锋的妈

妈对他说，这样也没什么前途，

不如回佛山接手家里的店铺。

梁杰锋却坚持留在广州继续学

习。在省队学习了10个月后，教

练越来越看好梁杰锋，特意找到

广东省体育局，希望能把梁杰锋

转为集训运动员。1992年，梁杰

锋被破例转为集训运动员。一

年后，梁杰锋转正为广东省队最

年轻的航模运动员。

经过几年刻苦训练，1997

年，梁杰锋第一次代表国家队

参加了在匈牙利举办的世界航

海模型锦标赛，拿到了仿真模

项目的世界冠军。梁杰锋的一

位好友回忆说，梁杰锋思维很

活跃，那次比赛中，梁杰锋利用

最后2分钟风速较小的黄金机

会，控制好船模，猛冲过去，再

平稳停下 ，成功拿到了第一

名。此后，梁杰锋“愈战愈勇”，

在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世界航海

模型锦标赛中，他取得六连冠

的骄人成绩。

自2005年开始，梁杰锋在备

赛之余开始创办航模公司，制作

航模，把航模队“要做就做最好的”

精神用在了办企业上。他十分关

注企业核心竞争力，致力于研发

高速航模发动机。2015年，天捷

模型公司生产出第一款航模发动

机，转速达到每分钟1.85万转，仅

次于垄断航模发动机市场30年的

意大利企业生产的发动机。

2017年，梁杰锋用自己企

业生产的航模发动机参加比赛，

在一次比赛中拿到了仿真项目、

内燃机快艇项目两项世界冠军。

此后，梁杰锋的职业生涯开

始转向航模教练工作。在担任

国家级、省级教练的同时，梁杰

锋还在狮山组建了一支拥有4名

原世界冠军航模运动员及2名教

练的航模爱好者俱乐部，还经常

到广佛地区的青少年航模培训

班进行指导。

多次代表国家队
夺得航模赛事冠军

热爱制作航模
被破格录用为省队队员

■梁杰锋（左一）和朋友与天捷航模公司生产的航模合影。

■劳允锟（左）与员工检查企业内的设备。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

十四条规定，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食品

添加剂，或者经营上述食品、食品

添加剂，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

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

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

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

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

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本案中，市场监管局依据上述

法规对该店铺经营者做出行政处

罚，没收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共

计21包，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83

元，并处罚款人民币50000元。

2月26日至2月27日，南海

区普法办、南海区司法局联合举

办“安全与遵章同在，平安与南

海同行”主题微信学法大赛，参

与游戏答题有机会获得微信红

包等丰厚奖品，详情可关注“南

海普法”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

■案例简介

■部门说法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