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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刘浩华美编张韦奇

“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

报……”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南

海区狮山镇的佛山佳韵电子有

限公司（百年BaiNian）（以下简

称百年音响），车间内洋溢着喜

庆的歌声，生产线上的工人正忙

着装配，一批批产品不断被拉上

货车。“赶工忙”，正是百年音响

在2023年的第一个关键词。

“每年临近春节，音响质检

员都会通过播放贺新春歌曲的

方式进行检测，这也是我们庆贺

新年的一种独特方式。”佛山佳

韵电子有限公司外贸负责人房

小姐介绍，百年音响是一家集研

发、生产、营销于一体的专业音

响公司，经过二十多年的沉淀，

如今已发展成为国内外知名的

音响行业品牌。

除了“开工忙”，百年音响还

希望今年能有更多“新血液”涌

入。“我们目前的生产订单约九

成都是发往国外的，2023年会

在内销上逐渐发力，形成国内国

际双循环，希望能实现全年生产

总量同比增长20%。”房小姐说。

节前加班不停歇
车间生产马力足

在生产车间外，工人们正忙

着将一批批货物运上货车。房小

姐说，为了能赶在春节放假前按

时交货，公司对员工1月的上班

时间进行了调整，“以前是晚上五

六点下班，最近工人的下班时间

都会延迟到晚上十点左右。”

春节前，不少企业都会提前

停工放假，但百年音响为何出现

赶工忙的现象？房小姐解释：

“由于之前受疫情影响，海运成

本高，货物出口难，不少订单都

堆积在一起，2021年开始出现

订单猛增的情况，全年订单总量

增加了40%。2022年的订单

上涨速度虽放缓，但总量与疫情

之前相比也还是翻了一倍，全年

营收额接近5000万元。”

记者了解到，由于2021年

订单量猛增，让车间的生产线长

期处于超负荷的状态，加上产能

迟迟未达到效果，这倒逼百年音

响不得不开始筹划自身的“数智

化”转型。房小姐说，以前从生

产、装配到打包都是人工操作，

不仅品质难以把控，各生产环节

也较为割裂，导致生产效率非常

低。如今，所有生产环节都被一

条一百多米的自动化履带串联

起来，实现了全自动化流水线生

产。此外，在包装和测试等环节

也全面实现了机械代替人工，工

人只需通过数控板进行操控即

可，“如今一天最多能生产600
台音响，生产效率是以前的好几

倍。”

随着生产订单的逐年递增，

为进一步提升生产力，2021年，

佛山佳韵在南海丹灶购置了一

块土地用以打造全自动化生产

工厂，总占地面积为8000平方

米。“新的厂房预计于2023年

正式投入使用，我们将不断通过

机械化生产来提质降本，从生产

厂房到产品设计实现整体优化

升级。”房小姐说。

积极参展找客户
引入人才提技术

“我们已连续三年参加广交

会的线上展，2023年我们也会

带着新的产品继续亮相广交会，

期待今年能与客户有更多面对

面的交流。”房小姐说，由于这三

年来的展会都是以线上的方式

进行，加上音响产品的特殊性，

客户看不见、听不着，对产品没

把握、不放心，业务往来更多的

是公司以前的老客户，缺乏新客

户和新资源的流入。

受疫情影响，百年音响已有

三年没能出海参展和拜访客户，

只能利用现有的资源提升和优

化产品性能，通过保证产品质

量，维护与老客户之间的合作关

系。另一方面，百年音响还通过

研发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不断

推出新品，带动销量、刺激市

场。“在2022年广交会上，我们

针对用户偏好对产品进行了调

整，主推大功率或高端功放机等

性价比较高的产品来挖掘新客

户。”房小姐说，积极参加线下展

会将是公司在2023年的主要

发力点。

除了关注新客户和新资源

外，如何引入新员工和新技术也

是百年音响最为关心的问题。

“今年我们将加大与高校合作的

力度，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为企

业注入更多新血液，通过技术创

新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房小姐说，目前公司拥有一

个独立的研发团队，已成功实现

从代工生产向自主研发的华丽

转身。

接下来，百年音响将着重把

时间与精力放在2023年的展

会规划上，除了积极参加广交

会、音响专业展等国内展会，待

节后复工后还会出国门拜访客

户，让海外订单不断“回笼”。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李丹丹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施玥卓

“咚咚咚”“砰砰砰”……一

靠近广东优凯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优凯科技）新生产车间，

便会听到一首“机器交响曲”。

推开生产车间的大门后发

现，“机器交响曲”是工具和设备

碰撞发出的声音，优凯科技董事

长黄平正在与员工们一起安装、

调试生产设备。“这批设备刚从

旧厂房搬过来。公司现在还有

订单在生产，只能一边生产一边

搬厂，所以要抓紧时间把新厂房

里的设备调试好，才能不耽误生

产进度，不影响年后的生产。”黄

平说。

选择在春节前搬进新厂房，

也是优凯科技发展信心足的体

现。据了解，优凯科技已经定下

2023年的发展目标：业绩实现

倍增。

开足马力忙生产
铆足干劲赶订单

优凯科技是一家以生产家

庭清洁产品为主的企业，主要产

品包括洗衣凝珠、内衣净、洗洁

精等。黄平说，虽然临近春节，

但公司依然处在“白+黑”赶订单

的状态，“我们在1月初接了一

笔比较大的订单，为了尽快将产

品交付给客户，公司车间开足马

力，保证机器24小时运行。”

忙碌的生产车间，让黄平对

新一年的发展信心十足，“2022
年，我们的业绩略有增长。

2023年，各地都在拼经济，南海

更是提出了坚定制造业当家，我

感到很振奋，相信会更好，所以

我们会紧紧抓住这个时机，争取

实现产值翻倍的目标。”

目前，优凯科技的订单已经

排到了2023年3月。该公司生

产总监汤美娟说，为了不影响产

品的交付时间，公司选择在元旦

后边生产边搬新厂房，有序完成

厂房搬迁工作。

1月17日，记者走进该公司

新的生产车间看到，车间里已有

10多台封膜设备，待调试完便

能投入生产。“有了新厂房，企业

的发展空间更大了，除了原有的

设备，我们还计划增加30条生

产线，扩大产能，提高产量。”黄

平说。

汤美娟还透露，春节过后，

公司预计增加30%的人员，欢迎

老员工向公司介绍新员工。此

外，公司拟定了招聘方案，不仅

会启动校招，储备管理力量，还

会在南海多地设置招聘点，招聘

车间工人。

加强研发新品
扩充产品品类

走进优凯科技的新生产车

间，一股熟悉的洗衣液味道扑面

而来，在生产车间四处张望后，

一款多功能洗衣凝珠引起了记

者的注意。黄平介绍，这是公司

2022年研发的新品，春节后将

量产。

熟悉优凯科技的人都知道，

企业成立仅6年，却是名副其实

的“高精尖”，凭自主创新冲破了

海外的技术壁垒，掌握了三腔洗

衣凝珠的封装关键技术。

黄平意识到，企业要做大做

强，就要打造自主品牌，于是从

2021年开始，优凯科技从零开

始打造品牌，目前自有品牌产量

的占比已经上升到20%。

选择打造自主品牌，意味着

优凯科技前路充满荆棘。让更

多市民认识企业自有品牌是当

务之急。在进行多方调研后，优

凯科技选择从洗衣凝珠入手，培

养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感，再扩

充产品品类。

“当时我发现很多消费者使

用洗衣凝珠后，会询问是否还有

其他类型的家庭清洁产品，于是

我们看到了潜在的消费需求，便

紧紧抓住机会，又开始研发新产

品。”黄平说，家庭清洁用品市场

虽然竞争大，但目前市场上普通

产品多，企业只要用品质说话，

就容易赢得消费者的心，培养自

己的用户群体。

2022年，优凯科技加大新

产品开发力度，陆续推出内衣洗

衣精华液、用于碗筷清洗的清洁

剂等家庭清洁产品。2023年，

优凯科技计划加大研发投入，研

发更多新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厂房

里，优凯科技特地设置了近

3000平方米的研发中心。“我们

现在的研发团队有20多名工程

师，随着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研

发团队还会不断扩大。”黄平说，

优凯科技的梦想是以自主品牌

拓展海内外市场，这需要坚持创

新，加大研发投入。

策划/珠江时报记者李丹丹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春妹

节前生产赶工忙期待引入新血液
佛山佳韵电子有限公司2023年力争实现全年生产总量同比增长20%

坚持创新研发打造自主品牌
广东优凯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力争实现业绩倍增

珠江时报讯（记者/洪晓诗）天

气晴好，不少佛山市民和游客都

纷纷出门逛花市。1月19日，记

者走访市内多个迎春花市，发现

绝大部分市民游客都能做到遵守

秩序，文明出行蔚然成风。然而，

仍有个别市民游客存在不文明行

为，如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等。

春节临近年味浓，迎春花市

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点。在

南海迎春花市，除了摆出姹紫嫣

红的各品类年花外，其他商品、食

品也琳琅满目。现场张灯结彩，

年味浓郁，吸引较多市民到来，大

家都遵守秩序，没有出现推搡现

象。然而，记者看到地面偶有纸

巾和包装纸等垃圾，部分市民还

存在随地吐痰、乱丢烟蒂的行为。

在禅城文华路迎春花市也

有同样的情况。记者看到，该花

市的年花区和年货区环境干净

整洁，市民游客大多能做到有序

赏花、购花。但花市旁的草地

上，一些散落在草丛中的口罩、

包装袋格外“扎眼”。

在车尾箱集市区域，双皮奶、

牛杂、烤鱿鱼、烤肠、奶茶、咖啡等

特色美食吸引不少市民游客购买

品尝。但记者发现，该区域安置

的垃圾箱却有些“寂寞”，明明近

在咫尺，但塑料袋、饭盒、纸杯、竹

签、纸巾等杂物和垃圾却散落在

垃圾箱旁的地面。此外，一些游

客用餐完毕未进行收拾，将饭盒

乱丢乱放；有的孩子边吃水果边

扔果皮，一旁的大人竟熟视无睹，

没有引导孩子做到文明出行。

“不文明的行为不仅破坏了

美丽的环境，更是有伤大雅，影响

了大家游玩的心情，更影响了城

市的文明形象。”游客符女士说，

如发现自己的孩子、朋友乱丢垃

圾，她都会及时制止，用实际行动

带动更多人提升文明素养。

文明不仅是口号，更应该是

行动。大家应争做文明旅游的

践行者，时刻以文明的标尺规范

自己的行为，在举手投足间展现

文明素养，共同营造文明、舒适

的旅游环境。

（上接A01版）

同有关部队视频通话后，

习近平对部队战备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他强调，春节就要到

了，全军部队要加强战备值班，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完成好可能担负的抢险救灾等

急难险重任务，确保全国人民过

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新春佳

节。同时，要注意搞好统筹，把

官兵节日期间的生活安排好。

张又侠、何卫东、李尚福、

刘振立、苗华、张升民等参加活

动。

逛迎春花市
对不文明行为说“不”
市民游客应争做文明旅游的践行者，营造文明舒

适的出行环境

珠江时报讯（记者/丁当 通

讯员/廖欣怡）日前，桂城综合行

政执法办灯湖中队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对向千灯湖内偷排污水的

责任方作出相应行政处罚决定。

此前，桂城综合行政执法办

灯湖中队接到一位市民的投诉，

称有人向千灯湖内倾倒污水、废

水。接诉后，执法人员根据投诉

人提供的图片，迅速定位到偷倒

点——灯湖东路某酒店附近，并

对附近相关人员展开询问调查。

经查，执法人员发现该酒店

正在进行局部装修，施工方在施

工前未充分考量冲洗处理环节，

发现道路清洗后渣土污水无法处

理后，一时贪图方便，直接把渣土

污水倒进千灯湖内。执法人员立

即制止了该行为，并向当事人明

确，任何偷排偷倒行为都属于违

法违规行为，对破坏千灯湖水清

景美环境的行为更是“零容忍”。

执法人员当场出具了文书，责令

当事人务必按质做好整改。

1月16日，桂城综合行政

执法办灯湖中队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对偷排污水责任方作

出相应行政处罚决定。连日来，

灯湖中队还连同社区到达现场，

对施工方工程进度、千灯湖水体

情况进行“回头看”，确保工程污

水处理环节完善、偷排现象遏

止、水环境修复有效。

“千灯湖是桂城乃至南海

一张响当当的名片，为了打造水

清景美的水生态示范区，桂城下

了大力气实施水体生态治理与

运维。对于向千灯湖偷倒污水

的行为，我们绝不手软，从严治

理！”该办执法人员表示。

此次偷排行为得到快速制

止、有效打击，既彰显了执法人员

依法执法、切实维护辖区良好环

境的坚定决心，也是市民参与共

管共治、主人翁意识提升的体

现。接下来，桂城综合行政执法

办将保持严厉打击涉水环境违法

行为的高压态势，打赢治水护湖

攻坚战，维护辖区美好生态图景。

向千灯湖偷排污水
施工方被行政处罚

桂城综合行政执法办严厉打击涉水环境违法行为

习近平春节前夕检查
部队战备工作

■执法人员来到偷排现场开展核查。 通讯员供图

■装配工人在加班赶工。

■优凯科技新厂房的生产车间。 珠江时报记者/范仕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