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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行 发展共赢
亿视 2012 年年会
浙江亿视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21 日在云栖海航大酒
店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年会活动，这次晚会在行政部的努力及相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成功落下帷幕，今年年会主题为同心同行、发展共
赢。
在大会上，亿视总经理王群生对亿视公司发展做了 2012 年工作总
结及 2013 年工作计划，2012 年亿视的销售收入比去年增长 23.6%，
上交的各项税金较 11 年同比增长 25%，公司人数较上年同比增长 16%。
2013 年，公司整体发展为继续以 2 个中心为核心发展，一个中心是以
金融行业为中心，围绕金融行业做强、做深、做细；另一个中心是以
七大区域服务为中心，围绕区域做品质、做服务。从管理方面，用心
服务，拓展市场。从技术创新方面，监控中心技术接管及网店数字解
决试点。从信息化系统方面增设质量管理及器材管理。从人才建设方
面提出德者领导团队，能者攻克难关，智者出谋划策，劳者执行有力
的建设方针。

亿视副总裁王俊华做了器材流通公司工作汇报，总结了 2012 年度经
营情况和 2013 年度规划及目标。2012 年销售额相比去年有所减少，毛
利润相比去年有所增加，各司在 2012 年年度拓展了新的市场。在 2013
年规划和目标上，从三个方面来体现：
1、产品线配置--品牌代理、完善配套、提供安防整体解决方案和产
品一站式服务。
2、三家公司工作目标
杭州瑞想：人员培养达到考核指标、配置完成嘉视特产品线、完成
代理品牌下达任务、实现安防整体解决方案的销售。
宁波瑞想：人员的配备、产品的整合、市场的开拓、资金风险控制、
库存的管理、销售额提升。
杭州捷睿：销售目标确保 1200 万，力争 2000 万；人员目标：加强
人员培养，严格团队管理；运营目标：明确客户目标和运营模式。
3、注重人才培养。

亿视总工程师徐麟峰做出集团技术整合的报告，他指出拥有高清
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是企业生存和继续发展的前提。以构建金融行业
全高清 IP 整体解决方案为核心，以有效融合集团技术力量/研发力量为
目标。亚晨（RDC）面向产品、技术中心面向应用、信息中心面向管
理。三者统一管理，有效融合。同时指出技术整合不能仅靠技术团队
达成！要技术、市场、服务形成生态圈，共同培养我们自己的产品和
整体解决方案！
亿视副总裁乔立新为爱心基金会做总结和今后发展，首先提出爱
心基金会与企业文化息息相关，亿视每年的市场业绩逐步扩充，团队

会议最后，董事长朱锦奇就亿视 2012 年做总结及 2013 年重点工作，
提出本年会主题：同心同行、发展共赢！
2012 年总结在业绩方面：12 年业绩较 11 年同比增长 23.6%。

平台逐步壮大规范，文化品牌逐步沉淀发展。
2012 年基金会总结：会员人数 55 人，救助总收入 101568 元，借
助总收入 67712 元，救助支出 5000 元，借助支出 60000 元，共计结
余 107940.72 元。
需要改善的几个大问题：会员人数太少，入会时间太晚，活动项
目太虚。因此在 2013 年基金会将执行三大目标 1、扩大爱心投入，2、
加快帮扶速度，3、增进有效活动。一大原则：逐步拓宽爱心基金会帮
扶范畴，坚持公平公正地落实申请。
最后乔总提出爱心基金会与工会联姻，给爱心注入活力。并指出
无论是基金会还是工会，就是要把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向心力融入到各

研发方面：研发中心成功研发 720P 高清网络半球、高清模拟半球、
高清智能摄像机，正在研发网络存储、高清网络解码、网络对讲。亚晨
科技 08 年成立历时 4 年时间，12 年彻底解散。
流通公司：流通团队-杭州瑞想、宁波瑞想、杭州捷睿存在的问题内
外因分析，外因分析：传统流通行业饱和，竞争白热化；国家政策法规
因素；经济环境和政策，重新洗牌。内因分析：销售观念突破瓶颈；营
销风险控制和应变能力削弱；管理团队缺乏创新精神。
董事长明确提出：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法宝。稳健是发展的基础，
创新是核心的支撑，转型是必然选择。集团核心能力：三个创新！
1、管理：依托信息化平台，规范流程/决策依据，提升效益；

种活动或行动中！企业文化是一种优良习惯，就是要把这习惯在组织

2、技术研发：技术整合、精细专研；

活动中体现出来！

3、业务模式：突破、创新、变革。
集团系统整合：服务整合+技术整合+管理平台整合+未来两年销售整
合。
2013 年重点推进安保服务一体化：1、设备日常维护保养；2、专业
技术咨询培训；3、系统平台建设监理辅助；4、监控中心驻场式值班；5、
设备租赁。
技术整合方面：新亚晨--引领金融安防领域科研和技术方向。
管理平台整合方面：1、行政：实现集团行政、资源统筹管理，优化
资源、合理调度，实现集团资源效益最大化。2、财务：财务中心统筹安
排各司资金调度，优化资金运作，整合不同企业特性运作财务资源。3、
销售：销售体系简历、现有平台的创新开拓、全国触角的延伸。4、人资：
人才培养机制、团队建设、企业格局组织架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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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重点工作：
1、复合型人才培养计划和第二代高层管理团队培养计划。
2、财务中心团队管理。
3、管理及考核：精细化管理及更严谨精准的考核体系，巩固高效、
公平的企业管理文化；持续提升信息化平台建设，为公司管理提供有
力保障和支撑；公司资质平台建设，人员职称、资格证书考取奖励制
度，提升公司技术实力。
4、创新：合理化建议及创新金点子如果通过发布到集团电子期刊，
并可作为职位晋升考量依据，年度优秀部门考核依据以及即时奖励。
5、亿视爱心：以实际行动，为社会、为员工做更多！
2013 年亿视为基金会捐 20 万！
最后引出主题：同心同行，发展共赢！同创造、齐分享、共发展！

年会精彩照片

优胜大区和优秀部门

优秀实习生

爬山活动

才艺表演

年会花絮

行政中心投稿

2013 年 2 月 21 日下午，大家都在外集合爬山活动，这时一大卡
车的纪念品到了，这可把会务组成员难倒了，纪念品很大一箱，而且
有一大卡车之多，酒店的拖车也很少，会务组人也少，力量单薄，就
算自己搬，也不知搬到何时，正当我们不知所措时，几位区域的人员
跑过来帮忙，王总见此现状，立马叫其他区域人员过来帮忙，人越来
越多了，大家一人扛着一箱箱纪念品二话不说往酒店搬，就这样 不到
几分钟时间，一大卡车的纪念品搬完了。会务组人员总算松了口气。
再此非常感谢区域帮忙搬纪念品的人员，虽然我们叫不出你们的名字，
但你们这种为善不欲人知的活雷锋精神，时刻感染着我们，感染着亿
视人，感染着亿视企业文化。
汪乃军、姜维定、陈灿、董永清等帮忙颁发晚会的奖品，在此也
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与支持！

内部资料 仅供赠阅

亿视报
2013 年 1 月-2 月

爱心基金会年会调查问卷讨论

有效的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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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费琳

《有效的项目管理(面向传统敏捷极限项
2 月 28 日，爱心基金会会长乔立新组织了关于年会爱心基金会调
查问卷结果的讨论。并邀请了亿视公司副总经理朱小冬和人力资源部
人事助理何泓冰来参加了此次会议的讨论，并给出许多宝贵意见。调
查问卷共发放 265 份，总收到调查问卷有 190 份。
首先，确定目前会员人数，通过对爱心基金会的问卷数据整理统
计，已有 100 位在 2013 年加入爱心基金会，49 位老会员愿继续留在
爱心互助基金会，共 149 位会员。并根据统计表，发通知给愿意加入
的人员扣会费，如愿再捐款则交到财务登记。
其次朱经理提出要加强爱心基金会的宣传力度，讨论了重新调整
了爱心基金会的资助比例，由 6：4 调整为 5：5。对非会员提出的资
助申请，通过爱心基金会调查符合资助条件者，将不设置 3 个月入会
时间的门槛。对借助会员提出的借助时间太短，在会议上也讨论出可
分期付款的结果，并提出分期付款细则。爱心基金会资助条件也有所
放宽，不仅可以由本人提出，也可由部门领导、同事代提出资助申请。
会上还确定了每月月初会将爱心基金会财务台账，用 OA 邮件发给集
团所有员工。
最后，乔总提出 2013 年爱心基金会的活动的重要性及可实施性，
并讨论确定活动为三项，并强调一定要实施起来。带动各员工对爱心
基金会的积极性，希望大家都能参与到爱心基金会的队伍中来。

目第 5 版)》(作者罗伯特·K·威索基)全
面系统地介绍了有效的项目管理方法，不
仅带你梳理传统项目管理方法，还系统地
介绍了极限项目和敏捷项目的管理方法，
开发你的潜力，实现出色的、突破性的项
目管理。《有效的项目管理(面向传统敏捷
极限项目第 5 版)》由既具有精深理论造
诣，又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项目管理权威
专家撰写。本书在前几版的基础上做了较
专家撰写。本书在前几版的基础上做了较大改动，增加了危机项目管
大改动，增加了危机项目管理等全新内容。
理等全新内容。本书用敏捷性替代了适应性，并进行了扩展，使其成
本书用敏捷性替代了适应性，并进行了扩
为 PMI 敏捷项目管理认证的指定参考书。
展，使其成为 PMI 敏捷项目管理认证的指
定参考书。

关于 315 三墩金源公寓救火事宜
杭州工行事业部余秋航、熊训勇投稿

姜维定资料整理

3 月 15 日晚上中国工商银行杭州艮山（现代名苑支行）机房硬盘
录像机通道调整改造，姜经理送我们到家，大概已经 22：30 分了。
在三墩办事处洗漱的时候，听见对面小区有人叫喊说我们这边 A 幢 4
单元烟雾弥漫，起火了，我（余秋航）趴在窗户看到 1 楼唯一的出入
口下面火势凶猛。于是和熊训勇一起立即穿好衣服，第一时间冲到了
现场，当时我俩惊呆了，因为小区房间是单元门，而且是铁制的，已
经防锁，打不开，更要命的是只有一个出入口，烟火弥漫已经看不清
里面的具体情形。然后就有人大声呼喊楼上的人这才从睡梦中惊醒，
接着就是有呼喊救命的，有打 110 的，还有呼叫 119 的，我们也很快
的跑到其他单元把灭火器都拧到了现场，这时候火势已经非常凶猛了
于是大家纷纷都拿起了灭火器从单元门的空格里灭火，大概十几分钟
后，火被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扑灭了，此时 110 也赶到了现场接着 119
的汽笛声也传入了我们的耳朵，最终消防员，用电锯切掉了单元门，

本报讯：为了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接着架起水枪疏散着楼上的烟雾安慰着楼上受惊吓的人....

鼓励员工参于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议；籍以改善环境、优化
流程、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增强企业活力和经济效益。
公司正在草拟合理化建议制度，欢迎大家及时关注集团新
闻。制度实施后，若有采用合理化建议者，本报将第一时
间播报。

图书室阅读推荐
管理的实践

作者: 彼得·德鲁克

《管理的实践(珍藏版)》是第一部从实际执行层
面立论的管理学书籍。第一部兼顾管理现有企
业和创新未来企业的著作。最棒的一本讲述
“管理如何能够复制”的著作。《管理的实践
(珍藏版)》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管理原则、责
任和实践的研究，探索如何建立有效的管理机

此次事件杭州工行事业部余秋航、熊训勇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制和制度。而衡量一种管理制度是否有效的标
准就在于该制度能否将管理者个人特征的影响

救火,因扑救及时,大火很快被扑灭，这些临危不惧、奋不顾

降到最低。贯穿全书的三条主线：管理企业；
响降到最低。贯穿全书的三条主线：管理企业；管理管理者；管理员 身，乐于奉献，英勇顽强的精神，也体现了亿视人的先进性。
管理管理者；管理员工和工作；德鲁克的三个
工和工作；德鲁克的三个经典提问：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事业
经典提问：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将 公司为拥有这些员工深感荣幸，特此通报表扬。希望这种英
将是什么，我们的事业究竟应该是什么。管理必须同时需要考虑三个
是什么，我们的事业究竟应该是什么。管理必
方面的问题：成果和绩效，这是企业存在的目的，在企业内部共同工 勇精神、英雄气慨在员工中发扬光大！
须同时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成果和绩效，
作的人所形成的组织，外在社会。也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这是企业存在的目的，在企业内部共同工作的
人所形成的组织，外在社会。也就是企业的社
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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