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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六项基本管理制度修订对照表 

 

    因公司实际管理需要，现对《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制订及修订管理条例》、《印

信管理条例》、《预算管理条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内部审计工作规则》、

《内部控制评价规则（试行）》六项公司基本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如下： 

    一、《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制订及修订管理条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七条  运营管理部是本公司规章制度的归

口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责是对本公司制订的

规章制度进行组织、协调、平衡与编纂。 

第七条  办公室是本公司规章制度的归口管

理部门，其主要职责是对本公司制订的规章

制度进行组织、协调、平衡与编纂。 

第十条   董秘办、法务部、人力资源部、财

务部、审计部为公司规章制度制订和修订的

必经会审部门 

第十条   办公室、董秘办、法务部、组织人

事部(人力资源部）、财务部、审计部为公司

规章制度制订和修订的必经会审部门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由运营管理部、审计部

拟订，由运营管理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由办公室拟订，由办公

室负责解释。 

     

    二、《印信管理条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条  公司印章刻制均须报总经理批准，

由运营管理部凭公司介绍信统一到公安机关

指定的刻章机构办理刻制手续。 

第三条  公司印章刻制均须报总经理批准，

由办公室凭公司介绍信统一到公安机关指定

的刻章机构办理刻制手续。 

第八条  公司各类印章必须有专人保管。          

（二） 公司的正式印章、专用印章、钢印、

手章由运营管理部保管； 

第八条  公司各类印章必须有专人保管。          

（二） 公司的正式印章、专用印章、钢印、

手章由办公室保管； 

第十四条  印章停用要提出处理办法，并报

经领导批准，及时将停用印章送运营管理部

封存或销毁，建立印章上交、清退、存档、

销毁的登记档案。 

第十四条  印章停用要提出处理办法，并报

经领导批准，及时将停用印章送办公室封存

或销毁，建立印章上交、清退、存档、销毁

的登记档案。 

第十六条  使用印章，一律实行审批制度。 第十六条  使用印章，一律按照公司相关审

批制度执行。 

第十九条  介绍信由运营管理部负责保存。 第十九条  介绍信由办公室负责保存。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由运营管理部解释、修

订，由公司颁布生效。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由办公室解释、修订，

由公司颁布生效。 

 

    三、《预算管理条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九条  年度收入的预算：各利润预算中心 第九条  年度收入的预算：各利润预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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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预算年度的各项收入分类（视听费、网

络接入、网络传输、3G 手机业务、互联网业

务、互联网电视收入、增值业务、广告业务

等等）分项进行预测。作为利润预算中心，

应综合考虑收入、成本、费用情况，增收节

支共同作用，以期实现公司下达的年度利润

指标。 

应对预算年度的各项收入分类（视听费、网

络接入、网络传输、手机视频业务、互联网

业务、互联网电视收入、宽带及数据业务、

增值业务、广告业务等等）分项进行预测。

作为利润预算中心，应综合考虑收入、成本、

费用情况，增收节支共同作用，以期实现公

司下达的年度利润指标。 

 

    四、《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四条  各部门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全

面加强安全管理、安全生产技术和安全教育

工作，防止事故的发生。 

第四条  各部门要采取措施，全面加强安全

管理、安全生产技术和安全教育工作，防止

事故的发生。以隐患排查治理为抓手，实行

重大安全事故“一票否决”。 

第十一条  对新员工、实习人员，必须先进

行安全生产管理的教育才能准其进入操作岗

位。对改变工种的员工，必须重新进行安全

教育才能上岗。 

第十一条  对新员工、劳务派遣、实习人员，

必须先进行安全生产管理的教育，培训合格

才能准其进入操作岗位。对改变工种和离岗

一年以上重新上岗的员工，必须重新进行安

全教育培训合格才能上岗。 

第十七条 网络综合部、工程部在日常项目管

理工作中应充分考虑安全因素，按行业规范

要求组织工程设计、施工、竣工验收。要有

计划地组织进行网络巡察，发现安全隐患及

时处理。 

第十七条 网络综合部、工程部在日常项目管

理工作中应充分考虑安全因素，按行业规范

要求组织工程设计、施工、竣工验收。要有

计划地组织进行网络巡察并有记录存档，发

现安全隐患问题及时处理。 

第二十一条 线路施工单位具备相关资质，必

须按照安全施工程序组织施工。对架空线路、

天线、地下及平底电缆、地下管道等施工工

程及施工环境都必须相应采取安全防护措

施。施工工具和仪表要合格、灵敏、安全、

可靠。高空作业工具和防护用品，必须由专

业生产厂家和管理部门提供，并经常检查，

定期鉴定。 

第二十一条 线路施工单位具备相关资质，必

须按照安全施工程序组织施工。对架空线路、

天线、地下及平底电缆、地下管道（井）有

限空间、机房等施工工程及施工环境都必须

相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施工工具和仪表要

合格、灵敏、安全、可靠。高空作业、电工、

有限空间作业工具和防护用品，必须由专业

生产厂家和管理部门提供，并经常检查，定

期鉴定。 

第二十四条 安全检查应贯彻领导检查与群

众检查相结合的原则，除进行经常性的检查

外，每年还应进行综合检查、专项检查、季

节性检查、节假日前检查和群众自查性的日

常检查。 

第二十四条 安全检查应贯彻领导检查与群

众检查相结合的原则，除进行经常性的检查

外，每年还应进行综合检查、专项检查、季

节性检查、节假日前检查和群众自查性的日

常检查，有安全检查的记录存档。 

第二十五条 安全检查中发现有安全隐患的

要及时整改。 

第二十五条 安全检查活动必须有明确的目

的、要求、内容和具体计划，并制订《安全

检查表》，做到边检查、边整改，及时总结和

推广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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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  第二十六条 坚持定期或不定期的安

全管理检查制度。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办公室

组织全公司的检查，每年不少于四次；各部

门每月检查不少于一次；前端机房、播出机

房每周进行一次例行安全检查；公司安全生

产管理办公室应对公司所有办公场所、重要

机房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抽查。各种检查均

需要建立台账。 

 新增  第二十七条 季节性检查；春夏季安全

大检查，以防雷电、防静电、防暑降温、防

台防汛为重点；秋冬季安全大检查，以防火，

防冻保暖、防滑为重点。 

 新增  第二十八条 各种检查均应填写相应

的《安全检查表》包括：《消防安全检查表》、

《施工安全检查表》、《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检

查表》，并按检查表的内容逐项记录，并交部

门负责人签字。 

 新增  第二十九条 各级检查组织和人员，对

查出的隐患都要逐项登记，落实整改措施。 

第二十八条 发生事故时，各部门必须按照事

故处理程序进行事故处理： 

  （一）事故现场人员应立即抢救伤员，

保护现场，如因抢救伤员和防止事故扩大，

需要移动现场物件时，必须做出标志，详细

记录或拍照和绘制事故现场图。 

    （二）立即向主管部门(领导)和安全生产

管理办公室报告。 

第三十二条 发生事故时，各部门必须按照事

故处理程序进行事故处理： 

  （一）事故现场人员应立即抢救伤员，

保护现场，如因抢救伤员和防止事故扩大，

需要移动现场物件时，必须做出标志，详细

记录或拍照和绘制事故现场图。 

    （二）立即向主管部门(领导)和安全生产

管理办公室报告。按照“四个不放过”的规

定进行调处（即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

故责任和员工未受教育不放过；防范措施未

制定和落实不放过；责任人未按照追究制度

追究不放过）  

第四十二条 职工上班应按要求穿戴好劳动

防护用品，不按规定穿戴劳动防护用品不准

进入生产工作岗位。各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劳保用品发放管理的实施细则；核定应

享受劳保待遇的人员及其标准，登记造册，

建立《劳保用品发放台帐》。凡按规定享受劳

保的人员，每年到所在部门开具《劳保用品

发放通知单》，持通知单和内支单据到行政中

心领取物品。 

第四十六条 职工上班应按要求穿戴好劳动

防护用品，不按规定穿戴劳动防护用品不准

进入生产工作岗位。各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劳保用品发放管理的实施细则；每年根

据公司规定和人员任务，核定应享受劳保待

遇的人员及其标准，登记造册、使用人签字，

建立《劳保用品发放台帐》。凡按规定使用劳

保用品的人员，每年到所在部门开具《劳保

用品发放通知单》，持通知单和内支单据到行

政中心领取物品。 

第四十五条 公司运营管理部负责全公司的

劳保用品的采购、保管和发放。各部门负责

第四十九条 公司行政中心负责全公司的劳

保用品的采购、保管和发放。公司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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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劳保用品计划的申报，教育职工正确

使用劳保用品；已领取的劳保用品，由各部

门、人员自行负责管理，各部门的兼职安管

员负责日常使用的监督检查反馈。 

管理办公室负责劳保用品的质量验收、及时

调整补充的申报等，与工会相配合，对全公

司劳保用品实施综合管理，并行使监督检查

职责。各部门负责本部门劳保用品计划的申

报，教育职工正确使用劳保用品；已领取的

劳保用品，由各部门、人员自行负责管理，

各部门的兼职安管员负责日常使用的监督检

查反馈。 

 新增  第五十条 各部门劳保用品发放人员

名单应在每年十二月底之前报公司行政中心

备案。 

    条款序号相应调整。 

 

    五、《内部审计工作规则》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十四条  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 

（一）内审部门应当在业绩快报对外披

露前，对业绩快报进行审计。在审计业绩快

报时，应当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1、是否遵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

定；  

2、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是否合理，是否

发生变更；  

3、是否存在重大异常事项；  

4、是否满足持续经营假设；  

5、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是否存在

重大缺陷或重大风险。 

第二十四条  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 

（一）内审部门在审计对外披露的业绩

快报时，应当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1、是否遵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

定；  

2、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是否合理，是否

发生变更；  

3、是否存在重大异常事项；  

4、是否满足持续经营假设；   

5、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是否存在

重大缺陷或重大风险。 

 

    六、《内部控制评价规则（试行）》 

修订前 修订后 

制度标题  《内部控制评价规则（试行）》 制度标题  《内部控制评价规则》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0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