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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我市领导来公司参观考察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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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9日上午，市政府、区政府领导同行来我公司参观考察。公司朱锦奇

董事长、财务总监胡庆娅与其进行了亲切的座谈，并陪同其在公司技术中心及办公区间进行了
参观。
交流会上，朱锦奇董事长介绍了公司的发展情况，回顾了公司的发展历程以及未来的发展
规划蓝图。并重点介绍了公司科技创新发展情况，在创新方面，公司从技防、人防、租赁创新
业务，创造金融安防综合解决方案与服务新模式，拟建杭州现代综合安防服务业运营基础地，
未来创新研发的方向将通过技术创新打造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会上，市领导对亿视公司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依然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给予肯定，对亿
视公司成立保安培训学校做了进一步了解。（行政中心）

新员工入职培训
本报讯 为了帮助新员工更好的熟悉企业文化，融入公司生活。 2013年6月24日，新
员工参加了由人事部组织的新员工入职培训，培训课程涉及亿视公司规章制度、三级安
全教育、新员工入职培训事宜及信息化系统的使用。
在亿视公司规章制度方面，主要介绍了员工行为准则、商务礼仪规范、考勤制度、薪
酬福利制度、人事制度。不仅让新员工们对亿视的了解更加的深入，对岗位知识、技术
技能的理解更加的透彻，更对自身及企业的发展更加充满了信心。
在新员工入职培训方面主要讲解了公司介绍、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介绍、工程介绍、员
工活动、员工培训、工程现场、OA办公软件简介。使新员工更加了解公司企业的发展
历程及行业前景，为大家深入分析了集团公司在安防行业的发展状况，更为大家阐释了
其广阔的发展前景，为刚踏入安防领域的新员工注入了信心和勇气。
在三级安全教育方面主要介绍了三级安全教育的意义；安全生产方针、核心及概念；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6原则；公司安全生产规定及措施;工伤认
定；事故分析；其它安全常识。安全教育的培训对于公司员工，特别是对于区域施工人员上线作业是非常有必要的。
信息中心为新员工介绍了信息化系统的使用，主要详尽介绍了日常工作中经
常用到的几个功能点：OA中的个人办公（往来邮件，个人信息查询）、审批流
转（请假销假功能）、网上交流（公司各论坛）、文档中心（知识管理、规章制
度等）、下载中心与信息化系统中的网上报销管理（普通报销与差旅费报销），
并针对日常使用过程中大家反馈的问题及注意事项对新入职员工进行必要说明，
因目前部门新员工已经在使用信息化系统，培训中大家也提出使用过程中遇到的
一些问题，并得到及时解答。
入职培训好似一个窗口，是新员工们了解公司、融入公司的一个重要渠道。
此次培训为新员工在融入企业环境的过程中注入了动力和信心，为即将开始的亿
视“新”生活奠定了基础。（行政中心）

庆祝亿视集团（筹）爱心互助基金会一周年！
本报讯
2013年6月21日，亿视集团（筹）爱心互助基金会成立一周年，一年以来，在亿视集团各位
领导和部分参会员工的共同见证下，亿视“爱心互助基金会”本着“理解和帮助员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真
实困难”的理念，基金会成长并且越来越厚实了。
2012年基金会总收入为173225.72 元，资助1人，借助3人，会员人数55人；2013年上半年基金会总收入
为（准）217958.50元，资助2人，借助3人，会员总人数152人。在第一批入会的33个委员带领下，基金会
管理班子一直围绕“把爱传出去、温暖每一家，让每个员工都能快乐和安心的工作”这个主题在恪尽职
守，兢兢业业的奉献。(乔立新)

图书室图书推荐
百事挑战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作者: 卡培尔

拱墅区工会代表来我司考察
本报讯
2013年5月
28日，拱墅区工会代表来
我公司就员工福利、工资
集体协商、困难职工帮扶
救助等工会工作进行考察
交流。公司副总裁乔立
新、财务总监胡庆娅、亿视财务胡美女与考察团座谈交流，详细介绍
了亿视公司工会工作情况。
座谈会上主要向区工会代表简要介绍了亿视工会开展的活动成果、
发展规划及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的工作。区工会代表充分肯定了亿视工
会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对亿视工会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公司工会建
设为亿视创造和谐工作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座谈会在愉快的氛围
中圆满结束。（行政中心）

合理化建议
本报讯 合理化推进办公室收到嘉兴大区桐乡区域经理周健的两份合理
化建议投稿，《海康系列主机USB接口设置》、《信息化系统器材维修模
块》。两条合理化建议都得到了评审委员会的赞同，但《信息化系统器材维
修模块》建议在信息化系统建设的初期，就有关于器材维修管理的信息化功
能和流程设计，涵盖了《信息化系统器材维修模块》建议内容。因此根据合
理化建议制度的条例，此建议将不作为合理化建议采纳。《海康系列主机
USB接口设置》的建议是对海康设备的一个合理化建议，经过评审委员会研
究，此建议取决于海康公司，但公司会适时将意见与海康相关人员进行沟
通。因此此建议将不作为合理化建议采纳。
根据合理化建议奖励制度，对于提出建议而未被采纳者，首次免费赠送
50元茶水券。
此次非常感谢周健能积极的参与到合理化建议中来，希望各员工在今后
的工作中对公司的发展、本职工作的改善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和创新提案！
（行政中心）

出版社: 机械工业
译者: 林祝君
出版年: 2008-1
页数: 255
ISBN: 9787111229698
《百事挑战》主要内容：1939年，百事可乐的销售额为
487万美元，而可口可乐的销售额为12 800万美元。差距如此悬
殊的两个企业怎么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百事可乐又是如何成为
可口可乐最难对付的挑战者的？当我们读完《百事挑战》，自
然就能从中找到答案：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敢想、
敢干，一切皆有可能。
《百事挑战》不仅仅是一本讲述企业如何从利基市场入手
做强、做大，成为真正挑战者的商业图书，更是一部通过讲述
黑人销售’员传奇般的故事和人生奋斗历程，激人奋进、发人
深省的励志图书。

作者: [美] 彼得·德鲁克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原作名: Effective executive
译者: 许是祥
出版年: 2009-9
页数: 167
ISBN: 9787111280712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告诉我们：一群平凡人，能做出不平凡的事业吗？这是完
全可以做到的。只要我们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卓有成效。卓有成效可以学会
吗？卓有成效是可以学会的。每个人都必须卓有成效吗？卓有成效是管理者必须做到
的事，但是在所有的知识组织中。每一位知识工作者其实都是管理者一即使他没有所
谓的职权。只要他能为组织做出突出的贡献。管理者的成效往往是决定组织工作成效
的最关键因素；并不是只有高级管理人员才是管理者，所有负责行动和决策而又有助
于提高机构工作效能的人，都应该像管理者一样工作和思考。如何卓有成效？记录并
分析时间的使用情况，把眼光集中在贡献上，充分发挥人的长处，要事优先，有效决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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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两则
忙，不等于充实

青蛙与高塔

有这样一个故事，朋友要在客厅挂一幅字画，便把邻居请来帮忙，
字画已经在墙上摆好，正准备砸钉子.邻居说：“这样不好，最好钉两个
木块，把字画挂在上面。”朋友听从了邻居的意见，让他帮着去找锯
子。刚锯了两三下后，邻居说：“不行，这锯子太钝了，得磨一磨。”
于是邻居丢下锯子去找锉刀。锉刀找来了，他又发现锉刀的柄坏
了。为了给锉刀换一个柄，他拿起斧子到森林去寻找小树，就在要砍树
的时候，他发现那把生锈的斧子实在不能用，必须得磨一下。
磨刀石找来后邻居又发现,要磨快那把斧子，必须得用木条把磨刀石
固定起来。为此，他又去找木匠，说木匠家里有现成的木条。
然而，这一走，朋友就再也没见邻居回来。当然，那幅字画，朋友
还是一边一个钉子把它钉在了墙上。第二天朋友再看到邻居的时候是在
街上，他正在帮木匠从五金商店里往外搬一台笨重的电锯。

从前有一群小青蛙，它们安排了一场比赛。目标是登上一座很高的塔
顶。一大群青蛙围聚在塔下观看比赛，并为竞赛者欢呼。
比赛开始了。
诚实地讲，青蛙群里没有谁真的相信小青蛙们会到达塔顶。你可以听到
诸如此类的话：
“哦，道路太难走了！！”
“它们将永远不会到达塔顶。”
小青蛙们开始崩溃。一个接一个。除了那些迅速攀登者们爬得越来越
高。
青蛙群继续欢呼，继续评论：
“这太难了！！！没人会成功！”
更多的小青蛙放弃！
最后，其他青蛙都放弃了登塔，除了那只小青蛙。经过巨大的努力后，
它成为到达塔顶的唯一一只小青蛙！
接着，所有其他的小青蛙自然都想知道这只青蛙是怎样设法成功的。
一位参赛者询问成功的小青蛙，它是怎样找到力量从而达到目标的，
原来是这样-----胜利者是一位聋子。（摘自网络）

做任何事情要明确你的目的，不要为了忙而忙，到头来白忙一场。
现在问问自己为什么而忙？忙并不等于充实，想要过充实的生活是并不
需要多忙的——忙是没有效率的人的托辞。（摘自网络）

大数据时代下视频监控与隐私保护的矛盾
为了给我们的人财安全、交通出行带来了更多便利，日益先进的科技技术让我们生活在一个“透明”的时代
里。监视器、摄像头布满整个城市的每个路口、公共场所、小区、电梯……无数的摄像机形成了一张超级大网，能
够很轻松地进行智能识别、人流计数甚至行为识别，将我们的生活在监控器的屏幕中无所遁形，可是我们追求的自
我保护的隐私，该诉诸何处？本文小编抛开安防媒体人的身份，立足于平常人的立场，探讨在现代生活因大数据时
代的安全与便利而逐渐依赖的同时，技术与人性之间的矛盾。
近日，美国“棱镜”计划被泄露，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一直进行国内信息监视活动、已收集数以百万计的
美国人的信息数据的消息被披露后，在国际上激起轩然大波，一场关于科技与隐私的大战应运而生。
即使你不是名流财阀和机关干部，即使你只是过着简单生活的小人物，可是你也难逃“监视”。因为网络监控，正在用谷歌搜索的你被无形的监
控着、记录着。你最喜欢看的电影、听的歌、看的书，你对那种类型的旅游地最感兴趣，你通常去医院看哪些方面的病……人们在网上留下这些痕迹
之后，无处不在的“第三只眼”在监控着每个人的行动，带来权利与自由遭到侵犯的隐忧。
除了网络监控，遍布公共场所的监控器也记录着人们生活的点滴。交警部门为查处交通违章，在交通要道安装“电子眼”；公安机关为打击犯
罪，在公共场所安装监视器；学校以保护学生安全为由，在教室甚至宿舍安装监视器……统计资料显示，最早安装监视器的英国，现有监视器四百多
万个，平均14人就有一台，在伦敦等城市一个人一天被拍摄可能高达300次。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目前共有摄像头26多个，这些安装在公共场所的电
子眼正默默扫视着过往人群。在上海，2010年前将在马路上安装20多万个监控摄像头，全面建立“社会防控体系”。上海城区总面积只有600多平方公
里，这相当于没平方公里安装300多只，比路灯还要多!监视器布控着城市的神经末梢。现代城市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探头城市”!
公共场所安装的监视器在维护我们安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无处不在的探头也能记录下我们的一举一动，任何细微的动作都逃不过它的火眼
金睛，我们的隐私感荡然无存。甚至，随着信息网络逐步的开放性和大众化，监控、偷拍导致个人隐私泄露事件也快速增加。于是，民众的自我隐私
的保护开始备受重视，对于公共隐私权的保护备受关注，要求拆除某些特定公共场所的监视器的意愿也被提上日程。
即使如此，监视器还是强大的存在在我们生活的每个领域，并大受欢迎，原因何在呢?究其根本原因，是现代社会的混乱和犯罪行为的增加让交通
部门、公安机关和反恐部门通过随时监控来预防和管制违法犯罪行为。交通部门通过网络实现远程监控，各个交通要道上的监控探头可以掌控交通违
法，对违法车辆进行实时抓拍；执法部门将监控录像成为证明犯罪事实存在的杀手锏，有了它，许多疑点不言自明，甚至犯罪过程都能一目了然，这
样，监视器也能对有意犯罪的危险分子起到了震慑效果。
在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的今天，监视器又有了一项新任务，那就是反恐。美国人一向崇尚自由，不情愿在那么多监视器的探头探脑下生活。然
而，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大部分人认为应该在公共场所增加电子监控。
不得不承认，在缺少隐私感的现代社会因为监控器的保护，人身、财产安全得到了非常有效的便利和维护。这也是监控器之所以必然存在的另外一
个重要原因。如何缓解两者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任重而道远的任务。立足于国家应该在监管上亟待明确谁可以建摄像头、哪里可以建、数据怎样保
存、怎样保障信息不外漏等原则和标准。大数据时代也许能使人过的更加安全，但是在大数据时代自己的隐私，一定要自己掌握，这才能掌握自己命
运，也是更安全的保证。
本篇文章来源于中国安防网

4月~6月期刊投稿奖励
时间

部门

姓名

人力资源
2013-4-26
顾政
部

项目事业
2013-5-6
薛晓霞
部

第二期

2013-5-10 行政中心 胡莎莎

职位
招聘培训
主管

字数

校企合作 努力开拓招聘渠道
——交通学院老师实地走访

获得
积分

照片

茶水券
（元）

兑换说明

文章获得积分为文章字数*0.08
。照片积分为4张每张10个积分+
74
新闻图片的20个积分。茶水券为
总积分*0.8四舍五入至元。

411

4

92.88

亿视公司"海宁马桥信用社智
能化系统工程"
顺利通过"钱江杯"评选

197

4

115.76

亿视公司成为新一轮
省工行六家入围供应商之一

133

10.64

企业文化 统一使用集团、亿视公司彩
主管
铃业务

169

13.52

文章获得积分为文章字数*0.08
11 。茶水券为总积分*0.8四舍五入
至元。

90.4

文章获得积分为文章字数*0.08
。照片积分为3张每张10个积分+
72
新闻图片的20个积分。茶水券为
总积分*0.8四舍五入至元。

63.12

文章获得积分为文章字数*0.08
。照片积分为2张每张10个积分+
50
新闻图片的20个积分。茶水券为
总积分*0.8四舍五入至元。

内勤

亿视公司将于交通职业学院
进一步合作，举办订单班宣
讲会

人力资源
2013-5-24
部

2013-5-13 信息中心 催婷

投稿名称

系统测试 信息化系统培训

505

289

3

2

93 文章获得积分为文章字数*0.08
。照片积分为4张每张20个积分+
新闻图片的20个积分。茶水券为
总积分*0.8四舍五入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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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合理化奖励
时间

部门
2013-7-1 嘉兴大区桐乡
2013-7-1 嘉兴大区桐乡

姓名

职位

周健

区域经理 海康系列主机USB接口设置

周健

合理化建议名称

区域经理 信息化系统器材维修模块

*对于提出建议而未被采纳者，首次免费赠送50元的茶水间代金券。

类别

获得奖励

技术类
其他类

奖励50元
茶水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