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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伟大的互联网造梦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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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理念 

 

追逐未来，只争第一。 

从华夏互联，到逐浪软件，我们始终秉承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与服务。 

我们的使命是满足客户需求，为每个不同的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增值的、最优秀的服务

方案与解决之道，而诚信、务实、勤奋则是立身之本。 
 

服务准则：在追求服务更多客户的同时，首先是服务好已有客户，我们的客户永远只有

2000 个，而不是无限扩张。 

我们力求为客户提供一致、公平、透明的产品与服务。我们时刻牢记：今天对某个客户

折扣或特殊优惠，就是对其它客户权益的侵害；反之，今天的这个客户也会因为我们以后的

折扣行为受到权益侵害。 
 

华夏互联职业规范： 

第一原则：诚信-诚信是我们立身之本 

第二原则：进取-小我而不断攀跃 

第三原则：高效-人息我行|人行我跑|追上巨人的是勤奋的“弱者” 

第四原则：务实-阳光透明的实业 

 

华夏互联社会责任： 

第五原则：责任-时刻牢记客户、企业与社会的责任 

第六原则：慈善-关注社会、回报人文，而生命永不休止 

第七原则：创新-不断否定、提升自我—因为我们渴求成长 

第八原则：合法-恪守社会与人类的进步法则 

 
 

第二章 企业目标 

我们只做：WebForm、WinForm、MobileForm。 

华夏互联致力于成为优秀的主机域名、IDC、网站建设、软件开发等一体化服务企业。 

人人建设好网站、人人享受好网站，让所有网站和软件跑在 Zoomla!逐浪 CMS 之上！ 

 

打造面向全球的、做最优秀的 CMS（网站）内核与 WEB 软件以及信息化服务平台，并

注入智慧思维，以此推动信息科技文明，构建互联网坚实内核！ 

做当代互联网鲁班，为 IT 业者造梦并缔就实施之道与成功之道。 

专注是核心竞争力，一万人拿毛笔也不如齐白石一枝画笔，成为软件领域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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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组织架构 

 

经理与经营联席会(MBM)，The manager and business extended meeting，是公司最高经

营管理机构，MBM 成员每月轮值负责公司常务事务, 总经办是 MBM 的最高执行与监督机构。 

MBM 成员每年一届，以自愿申请加入原则为准，每年 5 月 1 日前由本人向公司董事会

申请组成，一旦受权加入则承担企业发展主力的责任与义务。 

MBM 成员应承担技术巡查职责。 

总工程师是公司的最高技术与研发职权负责人。 

 

3.1 部门经理负责部门内工作组织、绩效评估，并对部门内成员负责。 

3.2 部门间的关系为独立业务单元制，而不是互相推诿结构。 

3.3 研发部职责 

 积极推进可持续的产品研发 

 构建学术性团队的成长 

 保障全公司的基础技术与开发需求 

3.4 开发部职责 

 为研发部质检 

 为销售部兑现 

3.5 销售部职责 

 服务客户、满足客户，推动业绩持续成长 

 提升品牌美誉度 

3.6 技术支持部职责 

 项目管理与进度监控 

 技术支持与服务跟进 

 网站更新与社区推广 

 用户续费与销售工程师培训 

3.7 总经办职责 

 科学规划 

 公平分配 

 保障有力 

 

经理与经营联席
会(MBM) 

上海逐浪 销售部 大开发部 研发部 

总经办 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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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薪酬制度 

为客户提供优质、为员工提供丰厚的报酬、为员工创就如家的环境、为同事学习成长的

阶梯与开拓事业的平台是企业之天职。 

我们相信每一个员工都具备同样的价值，而不因智慧与能力之不同，因而力求遵循平等、

公开、公平的薪酬设计原则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 

一、计分卡制度 

公司实行计分卡制度，每月计分为 10 分，计分卡作为薪资、晋升及计酬标准： 

科目 分值 说明 

业务分 7 完成基本业务定额即可获取满分。 

执勤分 0.5 完成定量非业务类工作即可获取满分。 

仪表分 0.5 
我们倡导正规的西装+素色领带+标准衬衫以示对客户尊重，同时

要求良好的工作姿态，方式、方法决定后果。 

制度分 1 诚信、高效、合法，无任何违纪、违规现象即可获取满分。 

知识分 0.5 完整的掌握公司业务知识（包括新产品、新业务知识）。 

进步分 0.5 我们鼓励每一个员工的成长进步。 

特别贡献分 ≤2 浮动分值，只有员工拥有特殊贡献时才可给予此分值奖励。 

二、计分卡制度执行细则 

1、 薪资分甲、乙、两三个级别考核，实习员工除外。 

2、 入职员工试用期为三个月，实习通正后享有正式员工薪酬福利待遇。 

3、 销售部门于计分卡内业务不享有提成，超出部分按规则计提奖励。 

4、 公司采用季度考核制，每季（连续三月）得满满 30 分，则提升相应考勤级别。 

5、 公司采用项目负责制，对于开发类、业务类项目，若因个人主观行为造成项目搁置

与延后，公司有权拒发放薪酬并追究损失。 

6、 本季度内（连续三个月）不能得满额业务总分数 10 分，公司可根据员工表现进行

薪资级别调整或辞退。 

7、 每月 30 日向部门经理或总经办上交《工作报告》，就上月（销售）业绩、问题、计

划以及工作展望进行详细规划，未提交视为未完成当月工作与考勤。 

开发、研发及一切非销售、后勤岗位技术人员，应完成每周至少一帖的发布工作，即对

本周技术、心得、工作感想等进行自由梳理，并发在逐浪论坛或其它 BBS 开放版面，否则视

按不接受公司考勤除名处理。 

8、 每周一 8:20 召开周会，凡未参会或迟到记缺勤违约处理。 

9、 工资以自然月为结算周期，每月 18 日发上一个自然月工资，遇重大事件、节假或

任务严重滞后则另行处理。 

10、 员工工资以服务年限基数+月份考核绩效，以 10%为一个梯度，分别季度、年

度考核中给予评定，各部门享有自主考核、评优权利。 

11、 连续旷工十个工作日即视自动离职，劳动者需承担劳动合同违约责任。 

12、 严禁任何员工在办公场所吸烟（洗手间、楼道等垂直线非办公室场地以及吸烟

室除外），不分时间、场合(如陪客户吸烟、会议吸烟)均属违纪，一旦发现扣除制度分 1 分。 

Administrator
附注
“Administrator”设置的“Accepted”

Administrator
附注
“Administrator”设置的“MigrationConfirmed”

Administrator
加密

Administrator
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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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学习与劳动保障 

我们坚信一份工作可以员工带来三个机会： 

最基本的是获取工资的机会、

更高级别的是晋升的机会、 

最高级别的学习成长的机会。 

我们打造的是学习型团队，在瞬间万变的社会，只有掌握应付变化的最有效工具—学习，

才能立足于不败之地。 

1、 我们鼓励我们的员工学习与成长； 

2、 公司为员工提供学习的工具与必备条件； 

3、 员工拥有自主选择学习方向的权利； 

4、 员工在某一领域获得突破性成果，公司应给予保护和支持。 

5、 接受并遵从公司的培训与学习计划。 

正式员工从次年起，拥有每年 10 天带薪年假以及年终奖收益，非正式员工不享有管理

层持股及年终分红等权益。 

所有员工必须接受公司 MBM 成员技术巡查。 

第六章 信息安全与物品文档管理 

1、 所有员工都必须保管好客户资料，客户资源、公司内部通知与文件，在任何情况下

不得私自销毁、藏匿、保存、传播，否则照价赔偿并追究责任。 

2、 员工应当做好工作日志，科学统筹管理工作流程，并保留计算机历史记录。 

3、 员工应积极、自觉整理好工作文档，对于历史文档应当进行备份，采用刻录或打印

方式妥善保存，并定期查看保管情况，以防丢失，否则照价赔偿并追究责任。 

4、 任何情况下，员工都不得销毁办公、开发以及相应的的公司文档，否则照价赔偿并

追究责任。 

5、 任何情况下，员工都不得传播客户信息资源，否则照价赔偿并追究责任。 

6、 员工不得随意使用未经公司授权认可的电子邮局、硬件 U 盘、光盘刻录或其它存

储设施，否则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责任。 

7、 未经许可不得在公司办公场所或项目案场部署无线互联网热点、接入出设施。 

8、 员工离职前必须交付好各类文档与帐户，作为离员交接的必须条件，否则公司有权

不办理离职手续并追究法律责任。 

9、 除无条件外，所有员工办公都必须采用公司办公电话，严禁上班时间外出接打电话，

否则视缺勤与违纪处理。 

10、 公司员工可访问 http://r.hx008.com  部署本地 RTX 通讯软件，严禁上班与工作

时间（含操作公司设备时间）使用非公司授权的 E-mail、QQ（IM）办公帐户，否则即构成

自动离职条件，公司有权追究因此引起的一切责任并不结算工资、资金及其它一切权益。 

http://r.hx00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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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保密与反商业贿赂 

1、 商业秘密的定义：公司员工有权对商业秘密进行保护，并不得外泄。商业秘密是指

逐浪软件拥有的处于秘密状态，未向公众透露的企业生产、销售、发展等方面的技术信息和

经营信息，商业秘密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设计、产品配方、制作工艺、制作方法或流程、程

序、装置；发展计划、生产及营销策略、市场调查数据和信息、管理诀窍、销售计划及技巧、

价格政策及清单、客户名单、货源情报、财务政策及数据。商业秘密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任

何打印或手工完成的文件、蓝图、图纸、表格以及电子数据记录、存储设备。 

2、 签署人在与逐浪软件合作过程中，从上海逐一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江西逐浪软件科

技有限公司处获知的有关逐浪软件的信息都视为逐浪软件的商业秘密，只有当签署人自己开

发并拥有、从第三方合法取得并不负责保密义务、在签署人获知该信息时已能从公开渠道轻

易获得时，该信息才不列为“商业秘密”操作。 

3、 保密义务 

a) 签署人承诺保守获知和/或接触到的任何江西逐浪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商业秘密，

不将该商业秘密泄露给任何第三方和/或向公众以任何形式公开披露。披露形式包括但不限

于公开发表文章、发布广告、发布公开言论。 

b) 签署人从江西逐浪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处获知的商业秘密可以向本身或关联公司中

必须知道该商业秘密的雇员披露，这一了解该商业秘密的雇员也必须遵守本合同规定的保密

义务。 

c) 如果签署人因法院或有权行政机关发布的命令而负有向特定对象披露获知和/或接

触到的江西逐浪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商业秘密，签署人有义务在接到该项命令后即通知江西逐

浪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便江西逐浪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能尽快采取合理的措施保护涉及的商

业秘密。 

4、 保密期限：签署人承诺无限期承担保密义务，除非签署人获知和/或接触到的江西

逐浪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商业秘密因非签署人的过错而成为被公众所知的公开信息。 

5、 反商业贿赂：构建正直商业道德，任何时候不得接收客户、伙伴贿赂，一概馈赠均

应移交公司，否则按立即开除并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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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大江—我们的企业歌曲 

有一条河叫赣江， 

流淌几千年。 

汇聚红色理想信念， 

川流不息。 

 

有一条河叫长江， 

奔腾从未停， 

雄伟壮丽聚细成海， 

滔滔大道。 

 

鄱阳湖畔千钧立业， 

井冈山下扬帆启航， 

黄浦江上谱就新篇， 

东方明珠下逐浪来。 

 

用激情点燃希望的火焰， 

追梦的人生精彩无限。 

开拓创新，奋发向前， 

一路同行把青春奉献。  

 

用拼搏书写豪迈的诗篇， 

执着的情怀无悔无怨。 

追求卓越，扬帆远航， 

进取飞扬把辉煌共创。 

 

 

 

 

 

本人已认真阅读以上条款，并保证负责遵守，签字即视认同，同时认定签署本协议的

最新版本即视取代旧版本的权责约定并以最新版本为有效约定。 

 

签字： 

 

二〇一三年一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