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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3年9月27日，在杭州市委党校召开了2013年全市十大产业重点企业政策培训暨监
测会议，为2013年杭州市十大产业重点企业进行了授牌。亿视电子以不断增强的综合实力和对物
联网发展的带动作用入选物联网产业重点企业。
近年来，公司以生产经营为中心，以创新发展为动力，以转型升级为支撑，大力开拓物联网
技术在金融安防领域的应用，并自行开发适应本领域的管理软件和相关设备，促进公司不断向前
推进。同时，公司将以此次评选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物联网产业重点企业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促进信息感知、传输、处理和安全等方面的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实现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和推进
金融领域物联网应用在全省的示范作用。
（行政中心财务中心）

“亿视”楼宇订单班签约仪式
本报讯 9月25日，我司与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亿视楼宇订单班”的签约仪式在机电学院会
议室举行。集团董事长朱锦奇、亿视人资部经理张琳与机电学院院长朱小平、副院长胡启祥、党总支
书记汪建强出席签约仪式。公司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了签约仪式。
以“亿视楼宇”冠名的办学模式是我司首次尝试，旨在不断引入、培养实用型优秀技术人才，全
面提升集团在管理、专业技术和运维服务方面的服务水平。

公司领导参观浙江交通学院实训基地
本报讯 2013年9月9日，亿视公司副总孙总，技术中心王锋，人力资源部
经理张琳应邀来到合作学校——浙江交通学院进行实训基地参观。
在学校相关人员的引导下，公司领导首先参观了与技术密切相关的楼宇智
能教学基地。该基地由12个操作分隔机房构成，真实模拟了操作、安装及维护
的一体化现场场景，交流中，大家对未来校企相关合作有了更好的认知和定
位。随后，大家一同来到综合布线、弱电、模拟考核室观摩同学们的实训课，
了解这些即将毕业的学生如何通过实训赢取实际工作中快发展机会。对于学校
相对落后软件测试平台，经双方领导沟通，公司方面同意安排同学们来司参加
部分动手实训，以使些他们更好的完成由学校入企业的无缝连接。
行程最后，学校的机电学院院长与公司领导进行了热切的交谈和互动，为
同学们到公司实习奠定了基础。
（人力资源部 顾政）

2013年浙江省服务名牌复审会议举行，亿视公司顺利入围参会
本报讯 2013年9月25日上午9：00，申报2013年浙江省服务名牌复审会议在纳德酒店会议厅举行，杭州市服务业促进局及省发改委领导出席会
议。此次入围的18家企业，由最初的170余家申报企业经层层筛选确定，亿视公司的“电子系统工程服务”成功入围是对公司的良好肯定。
在对我司生产经营情况、质量控制情况、品牌建设、自主研发创新能力及社会责任进行简单汇报后，专家组对公司整体情况表示认可，同时也
提出了建议，认为我司申报的“电子系统工程服务”范围过宽，应适当缩小范围，提高申报成功率。目前，公司已听从专家组意见，将“电子系统
工程服务”更改为“安防工程服务”。期待“亿视牌”安防工程服务成功获得“2013年浙江省服务名牌”。
(行政中心 陈丽洁）

我们最好把自己的生命看做前人生命
的延续，是现在共同生命的一部分，
同时也后人生命的开端。如此延续下
去，科学就会一天比一天灿烂，社会
就会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华罗庚

链接：交通学院创建于1958年，属公办普通高等院校。学院是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单位，全国
交通职业教育示范院校，浙江省示范高等职业院校。
(人力资源部 张琳)

微言大义

本报讯 9月16日，“亿视楼宇”订单班在浙江交通职业学院机电学院开班。开
班宣讲会由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张琳主持。会上张经理要求学生应该以一个“亿视”
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培养服务意识、团队合作精神，有激情、好学、有责任心，热
爱安防行业，热爱自己的工作，争做一名合格的“亿视”人。
本次订单班的学生是经过面试，笔试选拔的11届楼宇、电子专业学生，学生毕业
生培养方向主要面向建筑施工安装企业，从事智能建筑工程设计、施工调试、售后服
务，智能楼宇、智能小区强、弱电系统的运行管理与维护等工作，专业对口，基础理
论知识扎实。开班仪式后，公司组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技术骨干为订单班学员授
课，帮助他们快速融入企业。
(人力资源部 张琳)

2013年3月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u/2634301261

浙江亿视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入选2013年杭州市十大产业重点企业

“亿视”楼宇订单班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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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磨难是很多的，所以我们不可对
于每一件轻微的伤害都过于敏感。在
生活磨难面前，精神上的坚强和无动
于衷是我们抵抗罪恶和人生意外的最
好武器。 --洛克
先从人世间个别的美的事物开始，逐
渐提升到最高境界的美，好像升梯，
逐步上进，从一个美形体到两个美形
体，从两个美形体到全体的美形体；
瑞从美的形体到美的行为制度，从美
的行为制度到美的学问知识，最后再
从美的学问知识一直到只有以美本身
为对象的那种学问，彻悟美的本身。
--柏拉图

圣人不是如同蘑菇，经一阵雷雨之后，就能
从山土里钻出来的。也不是可以经一班门徒
或和一系一派一党的人，于短促的时间所能
捧起来的。圣人纵有超凡脱俗的个性，有出
众超群的天才，有勤勉刻苦的修养，有博古
通今的学识，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道德与精神。又须一些志同道
合的信徒的辅佐与继成之力。 --老宣
在无限的时间的河流里，人生仅仅是微小又
微小的波浪。 --郭小川
目标越接近，困难越增加。但愿每一个人都
像星星一样安详而从容地不断沿着既定的目
标走完自己的路程。
--歌德
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暂时由
我们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
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肖伯纳

必须记住我们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时间有限，不只由
于人生短促，更由于人事纷繁。我们应该力求把我们所
有的时间用来做最有益的事。 --斯宾塞

相信有坏命运，觉得奋斗也无用——会在虚无悲观中毁
灭自己。 一个人光溜溜的到这个世界来，最后光溜溜的
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物，只
有尽一人的心力，使社会上他多得你工作的裨益，是人
生最愉快的事情。 --邹韬奋

在人生的黄昏时，一代不幸的人在摸索徘徊：一些人在
斗争中死去；一些人堕入深渊；种种机缘，希望和仇恨
冲击着那些被偏见束缚着的人；在那黑暗泥泞的道路上
同样也走着那些给人点亮灯光的人，每一个头上举着火
种的人尽管没有人承认他的价值，但他总是默默地生活
着劳动着，然后像影子一样消失。
- -普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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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防未来发展：多元化与专一化缔造新模式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十二五”期间政府继续大力推动“平安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另外安防企业自身的创新拓展加之与IT企
业、电信企业、家电企业的交融发展，极大地扩充了安防的内涵和应用领域。我国安防行业又将进入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市
场规范有待加强，企业经营有待引导，未来发展走多元化、专一化之路。
虽然安防行业近几年发展取得不少成绩，但我们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尤其是安防市场规范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安防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中介服务发展滞后；市场发育成熟度较低，行业自律管理机制尚未建立；产品层次低，高
附加值、高端产品少；现代安防系统集成与平台建设处于起步阶段，与外国差距较大；市场无序竟争、价格混乱、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从业人员
整体素质不高、安防技术尚不规范；企业素质不高，管理落后，产品规模化生产能力弱；企业对国际贸易规则、标准、市场的了解与掌握不够，在竞
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等问题。因此，安防行业急需规范和引导。
国内安防行业集中度较低，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管理方式较为落后。目前国际竞争日益加剧，我国劳动力、原材料等方面的优势正在逐步消失，
我国安防企业普遍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器件、设备主要依赖从国外进口。企业研发能力较弱，更多的是设
备生产商，缺乏规划设计能力，主要还是缺乏整体安防解决方案设计能力。
中国的安防企业往往起源于某一个专业领域，在该领域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和经验后，就开始尝试跨界生存。中安消掌门人涂国身旗下的中国安防
技术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企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安防技术有限公司以资本的纽带贯通了安防产业的多个领域，打通了产业链的多个
纬度，成为一家集安防、消防、智慧城市、节能减排等众多领域的跨界企业。
安防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代表着安防企业旺盛的创新能力，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之外，多元化经营体现了一种更高层面的创新。企业
的生存第一目的应该是满足客户需求，缔造商业模式，在客户需求方面，任何大胆的创新都不为过，什么是创新?创新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提出解决方
案，因为只要有需求，你不去做，别人也会做。这就是企业多元化经营的一个基本前提。
近几年，许多安防企业也都在多元化经营层面做了有益的尝试，比如做报警产品的开始涉足报警运营服务，做摄像机的涉足监视器和存储设备，
集成商进入智慧城市和智能交通，对讲企业开始关注智能家居，甚至组建自己的工程商。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安防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缔造了新的
商业模式，刺激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打通了产业链的不同领域。
多元化和专一化是企业在不同发展时期的不同纬度，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特点和资源优势慎重选择，切忌四处挖井，也切忌守业不化。多元化经营
是企业未来的希望，如果在单一的领域研究已经到了极致，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就可以在产业链的上下游考虑多元化的经营策略。而专一化是企业立
足市场的根本，只有专一化才能带来产品的精益求精，才可以把产品做到严细实恒。
本篇文章来源于浙江安防网

图书室图书推荐
重构商业模式
作者: 魏炜，朱武祥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年: 2010-6
ISBN: 9787111308928

如何完成任务的学问（白金版）
作者: （美）博西迪，（美）查兰，（
美）伯克
译：刘祥亚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页数: 220
ISBN: 978711135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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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小经验
秋天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

秋天的时候，因为风大，沙大，所以，一些地方的人会出现呼吸道的疾病。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秋天的时候，应该如何用饮食
来预防呼吸道疾病的出现呢。
1.梨。这个就不用多讲了，梨对于我们大家来讲，是再平常不过的水果了。而且梨因为含水量大，对润肺有很好的作用，所以，秋天的时候，
是最适合吃梨的。对预防呼吸道疾病有好处。
2.洋葱。洋葱大家都知道对男性有很好的作用，能壮阳，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洋葱，其实对我们的呼吸道，也有着很好的保护作用的，所以，
秋天的时候，吃一些凉拌洋葱或者是清抄洋葱也非常好。
3.萝卜。冬吃萝卜夏吃姜。这点大家自然要明白。对于萝卜来讲，也适合在秋天的时候吃，因为萝卜属于温性食物，而且宜消化，对我们的五
脏六腹都是有好处的，更能润呼吸道。尤其是白萝卜，通气。
4.苹果。苹果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想减肥的人也可以多吃苹果，但是，苹果对于我们的呼吸道有帮助，这点喜欢吃苹果的人，都知道。秋
天的时候，天气燥，吃苹果，能生津的同时，也能润泽我们的呼吸道。
5.芥菜。这个可能有好些人没有吃过，但这个菜是最适合在秋天的时候吃，不仅能帮助我们补充营养，而且味道甜美，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能
对抗秋天的一些呼吸道引起的疾病情况，所以吃芥菜相当适合秋天。

7月~9月期刊投稿情况
序号

时间

部门

姓名

1

2013-7-9

行政中心

胡莎莎

2

2013-8-15

宁舟大区

孙红文

3

2013-9-10 人力资源部 顾 政

行政中心
4

5

<重构商业模式》叙述了，随着人工成本、社会责任、原材
料价格等成本的上涨，国内众多企业原先奉行的技术领先、差
异化和低成本战略已经难以适应企业发展的要求。面对新的商
业环境，仅从战略、营销、技术创新、组织行为等方面调整改
善，越来越难以奏效，重构商业模式已经成为企业持续发展、
保持竞争优势的选择。本书通过全面剖析商业模式重构的契
机、方向和需要面对的挑战，深刻分析缤纷多彩的商业模式重
构案例，力求为您展示一幅商业模式重构的全景图，导引您的
企业在正确的时间进行正确的商业模式重构，实现更高的企业
价值。

众所周知，企业的“执行”体系建设包括三个层次，企业层次、部门层次和
个人层次，本书重点讨论的是企业层次，也就是企业的执行系统建设。部门
层次的执行是指高绩效团队建设，个人层次的执行则是指高效能员工建设。
本书通过对大量著名企业的成功与失败的研究，提出了企业执行体系建设的
系统架构，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其要点包括： “执行”之
所以关键，在于“执行是目标与结果之间的桥梁”！是战略实施中不可或缺
的一环，是各级领导者的主要工作，是企业文化的灵魂。 执行的三大基石是
领导者的七项基本行为、企业的文化变革框架和知人善任。 执行的三大流程
是人员选育流程、战略制定流程和运营实施流程

2013-9-29

2013-9-27

陈丽洁

投稿名称

字数

照片

获得
积分

茶水券
（元）

兑换说明

企业文化 欢迎我市领导来公司
主管
参观考察

287

4

82.96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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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图片的20个积
分。茶水券为总积分*0.8四舍五入至元。

宣贯质控休系，参观
普沱金库大楼项目

437

5

104.96

84

文章获得积分为文章字数*0.08。照片积
分为5张每张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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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培训
公司领导参观浙江交通学院实训基地
351
3
主管

78.08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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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图片的20个积
分。茶水券为总积分*0.8四舍五入至元。

行政主管

0

11.24

9

职位

副经理

财务中心

胡庆娅

财务总监

行政中心

沈芳丽

前台

行政中心

陈丽洁

浙江亿视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入选 2013年杭
州市十大产业重点企
业

281
0

8.992

7

0

1

30

24

2013年浙江省服务名
行政主管 牌复审会议举行，亿
视公司顺利入围参会

204

0

16.32

13

2013-10-5 人力资源部 张 琳

人资经理

“亿视”楼宇订单班
开班

290

4

66.56

53

2013-10-5 人力资源部 张 琳

人资经理

“亿视”楼宇订单班
签约仪式

248

1

39.872

32

6

文章获得积分为文章字数*0.08。照片积
分为1张每张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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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正职（不含大区）以上所得积分为标
准积分的80%。
文章获得积分为文章字数*0.08。茶水券
为总积分*0.8四舍五入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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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图片的20个积
分。茶水券为总积分*0.8四舍五入至元。
经理正职（不含大区）以上所得积分为标
准积分的80%。

集团合理化奖励
时间

部门

姓名

职位

2013-7-23

商务部

李全成

商务助理

2013-7-29

人力资源
部

周国成

员工关系
主管

合理化建议名称
类别
获得奖励
关于扩大公司仓
奖励50元
公司层面
库面积的建设
茶水券
奖励50元
企业文化建设
管理类
茶水券

*请各位获得茶水券的人员10月底到徐彬霞处领取茶水券。下次兑换时间2014年1月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