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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记食品扎根里水多年，10

年前就在里广路设有工厂，如今

年产值超过1亿元。新投产的永

华大厦位于官和路，总建筑面积

超1万平方米，拥有7个大型现代

化车间、多条半自动化生产线，预

计未来年产值将达6亿元。

从里广路到官和路，都紧邻

佛山一环，广记食品依托发达的

交通路网，快速直达广州及周边

地区，无论是原材料进货还是产

品运出，都能保障食材新鲜。

优越的区位，发达的交通，

是吸引企业落户的重要筹码，对

于追求食材新鲜的预制菜企业

来说更为重要。广东省袁亮宏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袁

记”）从广州搬到里水之后，在全

国建有五个生产基地，2000多

家云饺门店遍布全国多地，华南

运营总部也设在里水，还计划在

里水再新建一个新厂，看中的正

是里水的便利交通，企业与上下

游工厂配套齐全。

正所谓路通财通。作为广佛

同城的桥头堡，里水有多条公路与

广州相连，沿着里广路直接进入广

州金沙洲；佛山一环北延线连通广

州西二环，从里水到白云机场只需

20分钟。2022年里水将全面融入

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着力打造

碧江大桥、沉香大桥、南海区有轨

电车里水示范段等广佛同城合作

示范项目，加快推进金峰大道、桂

澜路北延线项目，建立健全城区交

通微循环系统。

袁记总经理助理郑伯奇说，

佛山作为美食之都，具有打造湾

区“中央厨房”的天然基因，融入

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的里水将

拥有更明显的区位优势，希望政

府能推动预制菜产业更聚集，为

企业打造专业园区，出台更多利

好政策，联合企业打响湾区“中央

厨房”品牌。

走进方玛照明生产车间，工

人们正拿着各样零件进行组装，

一批批完成的零件被送至检测

区，依次进行测量校准……与其

他工厂的生产车间相比，方玛照

明生产车间洋溢着一股紧凑而

友爱的氛围，各道工序紧锣密

鼓，同事之间互帮互助，在这样

的“正能量”围绕之下，整体效率

相当高。

“大家工作状态十分饱满，

这是员工和公司建立起了信

任。”方玛照明工会主席朱海杰

说，不论是公司管理，还是工会

服务，都推崇着“以人为本、员工

至上”的理念，这也使员工受到

重视，有了归属感。“公司超六成

员工工龄都超过了5年，今年来

面试的工人更有近60人。”工会

主席朱海杰说。

方玛照明自2004年成立起，

18年来没有发生过员工之间的

严重矛盾纠纷。2013年，公司员

工生活更是迎来了“新篇章”。在

里水镇总工会的支持下，方玛照

明在2013年组建了企业工会，还

率先成立了调解小组，充当起员

工工作生活“润滑剂”，拉近了管

理人员与员工之间的距离。每当

员工间出现摩擦和误解，车间组

长、公司管理骨干等都会第一时

间充当“和事佬”外，平时，他们还

经常和员工共同就餐，及时了解

员工近期身体、工作状况，在需要

时予以关心和鼓励，帮助员工在

岗位实现增值。

“今年三八妇女节，我们还专

门购置了一批家用物品，给公司

女性员工送上节日祝福和关怀。”

朱海杰说，工作固然重要，但家庭

也是员工生活中重要且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因此，方玛照明工会积

极与公司管理进行协调沟通，进

一步完善了哺乳假补贴、大小病

假审批等制度，还积极发动新入

职员工加入工会组织，为全体员

工缴纳工会费，让工会更似“娘

家”，更具人情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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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里水镇官和路边的永华大厦正式投产，这个由广东广记食品有限公

司（简称广记食品）投资超6000万元的全新自动化厂房，在行业内率先引入热保鲜

技术，铺设全国烧腊销售网络，推动里水老字号广记烧腊从粤港澳大湾区走向全国。

在疫情常态化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青睐选料新鲜、味道可口的

预制菜。近年来，里水大力推动预制菜产业发展，广记食品是

里水镇近20家预制菜企业之一，此外还有广东省袁

亮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轩宝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

成为大湾区乃至全国消费

者的“中央厨房”，销售网

络辐射至全国。

在疫情常态化影响下，越来

越多的消费者青睐选料新鲜、味

道可口的预制菜，这就对物流、

冷链、电商等配套服务提出更高

的要求。而这些配套，里水镇早

已布局。

里水除了拥有成熟的物流

链条外，在冷链仓储方面，还专

门打造了一个健康食品产业园

——金田食品产业园，拥有6万

方大规模食品药品加工中心，2

万吨冷链储备配套，实现冷藏生

产加工一体化，定位打造成为粤

港澳大湾区一流健康食品产业

园，目前已吸引了来自东莞等地

的6家食品加工企业。

在电商配套方面，里水拥有

南海跨境电商产业园——广东宇

能电商产业园，可为食品企业等

调配上下游资源，对接专业运营

团队和平台，助力产品销售，打通

网商多元化营销渠道；同时为企

业提供专业的电商培训，培育电

商人才，多渠道降低电商成本。

里水镇经发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里水镇预制菜产业经过多年

积累，已有良好的产业基础，而且

产业链完善，拥有打造湾区“中央

厨房”的条件。接下来将着力构

建预制菜质量安全监管规范体

系，制定完善预制菜从田头到餐

桌系列标准，加强全链条质量安

全监管，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

线。同时，鼓励预制菜食品企业

打造自主品牌，打磨产品的独特

卖点，打造一批特色预制菜品牌，

提升“湾区预制菜”知名度；将粤

菜餐饮文化融入预制菜，推动预

制菜产业与休闲、旅游、文化产业

等深度融合，让“湾区预制菜”成

为新餐饮风尚、新餐饮模式、新餐

饮文化产业的引领者。

“我们要推出一款河粉预制

盒饭，请尽快过来沟通，要尽快

打板！”佛山市南海轩宝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轩宝餐

饮）作为7-11等便利店预制盒

饭的供应商，结合消费者口味喜

好，每次研发新菜式，都能得到

上游合作企业的积极响应，速度

快、成本低。

“里水食品加工业发达，在

人才、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互动都

非常活跃，而且上游食材、设备等

供应很完善，这是预制菜企业非

常看重的配套。”轩宝餐饮总经理

曾绍振介绍，企业扎根里水，非常

看重本地及周边的供应链，对企

业实现标准化、流程化、专业化生

产非常关键。未来将利用佛山美

食人才优势，组建一支专业的营

养师团队，进一步开展膳食、营养

搭配等方面研发。

作为工业制造重镇，里水镇

有工业企业5500多家，规模以

上企业687家，2021年全镇工

业总产值1313.8亿元。在创新

研发方面，里水镇也拥有雄厚的

技术支撑，拥有1个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2个国家知识产权示

范企业、12个国家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428家高新技术企业、

16个省企业技术中心、38个省

工程中心等。雄厚的工业基础，

供应链齐全，有利于里水的预制

菜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加速预制

产品升级。

郑伯奇认为，厨具研发、机

械制造等方面的配套对预制菜

企业来说非常重要。袁记的生

产车间以及门店里的设备，很多

都是周边设备厂家供应。而且

里水注重粤菜文化，袁记在云饺

产品研发方面也充分利用了本

地及周边的粤菜人才，让产品更

符合大湾区消费者口味。

广记烧腊董事长助理陈海

耀也认为，烧腊制作对设备有较

高的定制要求，如企业所需的凉

冻柜、燃烤炉等需定制，本地先

进的制造技术为企业设备升级

提供保障，不仅有利于打造湾区

“中央厨房”，还有利于将特色厨

房应用到更多客户所在地。例

如广记烧腊专门定制了一款

90CM*90CM*90CM 的 燃 烤

炉，有了这套设备，烧腊半成品

就可直接配送到客户的大型饭

堂，饭堂可根据需求随时烤用。

值得一提的是，广记烧腊还

联合一家科研公司一起研发了

热保鲜技术，将应用到新工厂

中。未来该企业的烧腊产品将

能在常温下运输到各地，不需添

加防腐剂等添加物，可常温保存

30~90天，而且可保持食材的口

味、口感，将大大方便各地消费

者尝鲜。广记食品正在申请

ISO22000和HACCP认证，未

来有望将烧腊销往港澳地区及

出口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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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预制菜标准 融入粤菜餐饮文化

文/珠江时报记者欧林菊 通讯员林中强陈淑仪朱嘉泳

今年3月，南海区总工会

表彰了一批优秀服务职工企

业工会，授予他们2021年度

“企业工会标兵”称号，里水镇

3家企业获此殊荣，佛山市南

海方玛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方玛照明）名列其中。

待遇高、氛围好、假期充

裕，在里水，方玛照明成为工人

们口口相传的优质企业，一家

100人的工厂，有着“生产线40

多名工人造6000多万年产值”

的行业奇绩。背后是方玛照明

工会细致入微的管理，当公司

与员工间的沟通桥梁，知员工

所需、解员工心愁，帮助公司上

下团结一心，实现高效高产，提

升公司员工的幸福感。

从生产经营灯具及其配件，

到涉足五金配件、电机设备、照

明产品及配件的批发，方玛照明

之所以能不断发展扩军，成为闻

名里水镇内外的照明生产行业

佼佼者，归功于方玛照明自上而

下的团结一心，也离不开方玛照

明工会对员工的悉心“护航”。

“除了不断完善员工工作、

生活的配套设施外，我们还计

划升级生产环境，为员工设立

更多配套区域。”朱海杰说，正

因公司工会与公司管理间紧密

联动，员工对公司的信赖感、依

靠感逐渐加深。“员工如遇急用

钱等困难情况，公司会第一时

间给予关怀和帮助，及时帮助

其渡过难关。”

朱海杰还特别提到了一组

数据：工会成立之初，生产车间

53 名工人，年总产值只有约

4000万元；经过协商沟通，结构

调整、完善相关制度，工会与公

司管理协调联动更顺畅，生产车

间虽只有42名工人，年总产值却

突破了6000万元大关。

实现年产值 2000 万元的

“大迈步”，方玛照明工会有何秘

诀？这不得不提其与公司管理

共同推行的“反内卷”举措，鼓励

员工少加班、多关注生活，包括

在“单双休”制度实施的前提下，

严格控制员工每日的上班时长

和工作量，保证一天8小时工作

时长；实行“无责超额”奖项，激发

员工的生产积极性；承诺每年组

织开展各类活动，丰富员工的业

余生活；提升员工薪资及福利，

即使是刚入职的员工，也能拥有

每年至少88天的假期时间……

“让员工在公司找到归属

感，获得更高的幸福感，这一直

是方玛照明工会的不变初心。”

朱海杰说。

成立工会调解组 当员工工作生活“润滑剂”

推行“反内卷”举措
年产值突破6000万大关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刘伟鹏 通讯员关泳宜

■方玛照明举

行员工“大食

会”。

■公司生产车间定期组织员工开展安全培训。

■广记食品投资的永华大厦5月正式投产。 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