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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质文化

1、新余金山集团新东方大厦新办公楼

高大雄伟的新办公大楼

地址：新余市劳动北路 1088 号 18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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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金山集团新东方大厦新办公室前台

宽敞舒适的办公环境



7

2、新余金山集团办公设备

工作小车 8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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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用的办公设备

小型打印机 13 台

大型复印机 7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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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电脑 11 台

台式电脑 43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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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完善的办公条件

空调 11 台 电风扇 30 台 取暖器 15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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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年一度集体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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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神文化

1、新余金山集团标志

金山标志

金山标志为正方形，寓意客观公正，

里面为金山两字拼音声母的大写 JS，

代表金山。



13

2、新余金山集团网站

集团网址：http:/www.xyjsj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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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余金山集团公众号

集团公众号

扫一扫“码”上知道，赶紧关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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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余金山集团一年一度文艺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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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余金山集团一年一度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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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余金山集团扶贫捐助爱心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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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新余金山集团“感恩同行二十载，共赢未来创辉煌”

二十周年庆系列活动

2020 年 1 月 21 日，是江西金山会计师事务所暨新余金山集团成

立二十周年纪念日，集团从 2019 年 10 月份开始，围绕二十年发展历

程，以“感恩同行二十载，共赢未来创辉煌”为主题，隆重举办“征

文主题、运动主题、公益主题和周年庆典”等七个系列纪念庆祝活动。

同时，以集团公众号和员工微信为载体，让全体员工积极转到各自的

朋友圈及微信群进行广为传播，共同庆祝集团重要时刻。

过去的二十年，金山用勤劳、智慧成就了一个社会中介服务组织

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伟绩。未来金山将以史为荣，化作持续发展的

动力，“牢记初心、不忘使命”，为行业和社会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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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金山集团开展二十周年庆（系列活动一）

“荣耀二十年 你我共分享”征文主题活动

2019年 10月份，集团深入开展了“荣耀二十年，你我共分享”征文

活动。集团全体员工纷纷围绕公司二十年发展历程、难忘的人和事、我心

中的金山等主题积极撰写投稿。

本次征文，集团从投稿中评选了六篇奖励作品，并筛选了 25 篇散文、

诗歌等编制成“征文品萃”并装订成册，分发给每位员工。并召开了“荣

耀二十年，你我共分享”征文活动评比表彰会。会上，集团董事长宣布了

征文获奖和入选名单，并为他们表示祝贺。六名获奖代表分别朗读了自己

的获奖文稿，现场大家听得激情澎湃，掌声热烈。大家从自己亲身经历、

感受中认为：金山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金山的文化是崇高的，金山的成

果是丰硕的，金山的未来是美好的。

另外，我们还增印了 100份 “征文品萃” 赠送给各单位的行业主管

部门、协会、大客户或常年客户等。过去的二十年，是金山人非同寻常的

二十年，我们用勤劳、智慧取得卓越的成就，成就了一个社会中介服务组

织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伟绩，这不仅是全体金山人共同奋斗的结果，更

离不开各位领导和广大客户对金山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在此我们衷心

的感谢各位领导及广大客户对金山的支持与信任，风雨二十载，感恩有你

们！

金山将始终遵从“独立、客观、公正、规范、和谐、发展”宗旨，以

高效的服务态度满足客户需求，以优秀的执业质量赢得客户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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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金山集团开展二十周年庆（系列活动二）

“激情飞扬，动力十足”运动主题活动

为庆祝集团成立二十周年，进一步丰富员工的文化生活，提高员工队

伍的凝聚力，2019年 11月 16日，集团团支部在新余田园牧歌开展了“激

情飞扬，动力十足”运动会。

一年一度的秋季运动会，是金山的传统文化。本次运动会，首先，集

团董事长发表了重要讲话，并召开了运动会探讨会。会上，大家回顾了金

山运动会首次活动时间、次数及内容等；还探讨如何发挥运动会对工作的

作用，并提出改进今后运动会的相关建议。接着，开始了动力十足的体育

比赛活动。活动项目有拔河比赛、三人四足赛和乒乓球单人赛等，大家都

全身心投入到活动中，比赛现场紧张而激烈，欢声笑语响成一片，玩得非

常开心。

活动结束后，大家在活动地点进行自助烧烤，户外 KTV、麻将等自由

活动。通过本次活动，不仅放松了员工心情，增进了同事间的相互信任，

还提升了员工团结协作精神。大家纷纷表示要将活动中团结协作精神和激

情四射的活力带到工作当中，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努力奋斗。

金山团队将不忘初心，牢记“尽职勤勉，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金山

使命，热忱为社会大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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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拔河赛

户外自助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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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金山集团开展二十周年庆（系列活动三）

“奉献社会，和谐发展” 扶贫募捐公益主题活动

为庆祝集团成立二十周年，进一步弘扬金山企业文化，倡导员工积极

参与社会公益事业，2019年 11月份，集团开展了“奉献社会，和谐发展”

扶贫募捐公益主题活动。

本次扶贫募捐活动中，集团各单位领导和党员带头捐款，全体员工都

积极勇跃参与。本次捐款不仅集团各单位捐了款，全体员工都捐了款，大

家纷纷献上了自己的一份爱心，共筹集扶贫款 12000元。所筹扶贫款全部

用于捐助员工家属或身边的患大病贫困户，抚养子女多困难户，以及两个

孤儿等四户贫困户。

履行社会责任，关爱弱势群体，已经成为社会上普遍关注的问题，也

是金山集团的企业文化，更体现金山集团履行社会责任的一项常规举措。

通过此次活动，充分体现了“奉献社会，和谐发展”的金山精神，让弱势

群体切实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希望广大民众都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中，传递社会正能量，为我市

打羸脱贫攻艰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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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金山集团开展二十周年庆（系列活动四）

“奉献社会、和谐发展”诚信宣誓和环保公益主题活动

社会公益活动，是以实际行动反馈社会、回报社会，人类爱心的生动

体现，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支持和参与公益事业，既是对社会

的一种奉献，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为庆祝集团成立二十周年，进一步弘扬金山企业文化，倡导员工诚信

执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2019 年 12 月 7 日，新余金山集团组织全

体员工，在新余市仰天岗革命烈士纪念广场，进行“诚信宣誓和环保公益”

活动。

本次活动，首先由集团董事长发表了动员讲话，倡议大家要郑重宣誓，

积极参加环保公益活动。接着，在集团总经理的带领下，大家进行了庄严、

郑重的诚信宣誓活动。通过本次“诚信宣誓”活动，让大家进一步树立了

诚信意识，纷纷表示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诚信宣誓结束后，大家又积极投入到环保公益活动中，在仰天岗纪念

碑周边及沿途进行垃圾清捡和登山文明劝导。活动中大家充分展示了金山

“奉献社会，和谐发展”的金山精神。

希望社会大众都积极参与环保公益事业，为我市共建文明城，共筑美

丽家园，打赢蓝天保卫战增添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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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金山集团开展二十周年庆（系列活动五）

“辞旧迎新 赠送台历”感谢客户主题活动

为庆祝集团成立二十周年，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金山的大力支持与信

任，在二 0二 0鼠年来临之际，集团开展了“辞旧迎新 赠送台历”感谢

客户主题活动，定制了 1000份新春台历，赠送给广大客户。

二十年风雨，浸透金山人辛勤的汗水；

二十年奉献，铺就金山辉煌的今天；

二十年发展，凝聚了客户对金山的厚爱；

成绩来自于集团正确的领导，

辉煌离不开金山响亮的品牌；

未来更需要广大客户的支持与信任；

我们金山人经历了寒冬凛冽的考验，

也必将迎来春意盎然的希望；

今天我们积蓄了奋进的力量，

未来迎接我们的将是又一个崭新的起点；

让我们齐心协力，扬帆远航，破浪飞腾，迎接新的挑战！

风雨二十载，感谢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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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金山集团开展二十周年庆（系列活动六）

“流光二十年 欢乐共分享”主题活动

为庆祝集团成立二十周年，在二 0二 0鼠年元旦节来临之际，集团张

灯结彩，开展“流光二十年，欢乐共分享”主题活动，共同庆祝集团二十

周年的到来。

集团办公室的大门处高高挂起了大红灯笼和庆祝条幅，并用彩色汽球

装饰布置，在集团办公室走廊上制作“金山成长照片墙”。照片墙展区分

为“集团年度春节联欢会”、“集团开会学习研讨”、“集团爱心扶贫捐

助”、“集团党支部活动”“集团工会旅游”、“集团团支部运动拓展”

等等，用照片的方式诠释金山 20年来的发展与壮大，分享金山的欢乐与

成长。集团全体员工都积极投入到周年庆的活动中，大家眉开眼笑，喜气

洋洋观看照片墙，回顾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历程，迎接二十周年的到来，集

团上下宠罩在浓浓的喜庆氛围之中。

新余金山集团历经二十年风雨坎坷，二十年励精图治，二十年硕果累

累……从 2000年金山的诞生，渐渐发展到了今天的大家庭，在未来的日

子里，相信还会有更多的 20年，还会有更多的金山人。

回首过去，一幅幅平凡而充满激情的历史片断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

交相辉映，汇集成一段段金山人奋斗的历史，一段段金山集团发展的历程！

展望未来，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充满了无穷的机会与挑战，金山将以

此为基点, 向着新的目标, 满怀信心, 同心协力, 积极进取，共创未来新的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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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金山集团开展二十周年庆（系列活动七）

“感恩同行 再创未来”二十周年庆典

暨 2020年春节联欢会

为了庆祝新余金山集团成立二十周年，在鼠年新春来临之际，新余金

山集团在夜宴音乐餐吧，隆重举办了“感恩同行 再创未来”二十周年庆

典暨 2020年春节联欢会。新余金山全体员工欢聚一堂，共同迎接集团二

十周年华诞及新春佳节的到来。

庆典会上，集团董事长为二十周年庆典会致辞，送上了新春祝福；集

团总经理宣布了 2019“年先进工作者”名单并颁发了证书及奖金；还放映

了集团二十年以来的会议、活动、旅游等合影照片，大家共同回忆了金山

二十年以来的发展与壮大。

最后，联欢会在舞蹈《大喜的日子》中欢快地拉开了帷幕。大家用优

美的舞姿，喜迎集团二十周年及新春佳节，跳出了心中的幸福；用动听的

歌声，畅想美好的未来，唱出了心中的喜悦；以多彩的文艺节目，共庆这

美好的时刻，表达了最美好的愿景！

回首过去，我们无比欣慰和自豪，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和希望。

新的一年充满机遇和挑战；新的一年目标宏伟、任重道远，催人奋进。我

们坚信，只要集团凝神聚力、团结奋进、勇于拼搏，就一定能够取得新的

胜利，金山集团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宏图已绘就，号角已吹响，壮志在心头，扬鞭在脚下。让我们以满怀

豪情再创金山新的辉煌！

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祝愿金山所有新老客户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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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文化

1、员 工 守 则

〈一〉、爱岗敬业、忠于职守、遵章守纪、遵守公德；

〈二〉、认真学习、勤于思考、提高素质、增强能力；

〈三〉、忠诚企业、工作努力、服从安排、履行职责；

〈四〉、关心同事、团结友爱、互相学习、协作互助；

〈五〉、热爱集体、勤俭节约、精打细算、爱护公物；

〈六〉、举止得体、言行文明、着装整洁、讲究卫生；

〈七〉、积极向上、自我加压、严格律己、热情待人；

〈八〉、诚信为本、信誉为重、规范执业、倡导自律；

〈九〉、独立客观、公正公平、发扬正气、不徇私情；

〈十〉、善待客户、尊重同行、合作图强、和谐发展。



34

2、营销策略

（具体见全文）

新余金山集团业务营销具体方略主要内容

1、营销目的；

2、营销范围；

3、营销对象；

4、营销对象分工；

5、营销方法；

6、各岗位营销方法的侧重点；

7、营销任务；

8、奖惩办法；

9、考核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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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 团 制 度

（具体见全文）

（1）人事管理制度主要内容

（一）、员工聘用

（二）、员工薪酬

（三）、劳动合同及保障

（四）、员工培训

（五）、考 勤

（六）、员工休假

（七）、奖惩细则

（八）、员工辞职、解聘

（2）财务管理制度主要内容

（一）总则

（二）财会部门职能及财会人员岗位职责

（三）费用管理

（四） 资产管理及财务档案管理

（五） 处罚办法

（3）执业质量控制制度主要内容

（一）、承办业务的基本程序

（二）、执业质量控制

（4）业务档案管理制度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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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二）、档案分类与保管

（三）、归档程序与查阅办法

（5）关于开展业务学习研讨活动的规定主要内容

〈一〉、学习活动开展次数。

〈二〉、学习讨论组织形式。

〈三〉、学习讨论方案。

〈四〉、学习讨论时间。

〈五〉、学习讨论考核。

（6）关于搞好办公场地卫生工作的规定主要内容

〈一〉、卫生工作打扫要求。

〈二〉、卫生工作打扫时间。

〈三〉、卫生工作打扫检查。

〈四〉、卫生工作打扫考核。

〈五〉、卫生工作打扫督促。

（7）集团车辆使用和司机管理规定主要内容

一、车辆使用管理相关规定。

二 、司机管理相关规定。

（8）集团物资申购领用制度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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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资申购领用

1、申购

2、领用

二、物资采购与报销

1、采购

2、报销

（9）集团印章管理制度

一、 总则

二、 印章的分类

三、 印章的保管

四、 印章的刻制

五、 印章的使用

六、 失职责任

（10）集团员工探访慰问管理办法主要内容

一、对象。

二、范围。

三、内容。

四、程序

五、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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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励志文化

1、新余金山集团励志歌词

激 情 飞 扬

曾经有一个梦想，

要为社会和谐发展贡献力量，

为了神圣的信念，

我们奋发向上。

经过多年的努力，

矢志不渝一往无前坚定方向，

为了远大目标，

我们合作图强。

独立客观我们播种理想，

激情飞扬生命散发光芒，

恪守公正我们守护理想，

激情飞扬，我们和金山一起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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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专院校实习基地牌匾

江西财经大学实习基地牌匾

新余高专实习基地牌匾

江西渝州科技学院实习基地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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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先进企业牌匾

4、诚信承诺先进单位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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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会计所综合评价 AAA 级牌匾

6、新余老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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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工程造价企业信用评价 AAA 级荣誉牌匾

8、共产党员示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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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口号文化

1、新余金山集团宗旨

金山宗旨

独立、客观、公正

规范、和谐、发展

金山宗旨是行业的要求，也是金山执业的态度。金山集团拥有

自己的立场，追求客观公正，构建集团内、外部的和谐，规范执业程

序，出具高质量的执业报告，促进金山集团与客户和行业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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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余金山集团精神

金山精神

积极向上、自我加压

以诚待人、知恩图报

诚实创新、合作图强

金山精神是金山集团内部的要求，我们每一位金山人都会以积极

向上的态度，充实自己，以诚实、感恩的态度为人处世，在不断提高

服务水平和执业质量的同时，促进金山集团与客户和行业的和谐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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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余金山集团愿意、使命、价值观和文化核心

金山愿景：做大做强做优，打造中国金山

金山使命：尽职勤勉，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金山价值观：奉献社会，和谐发展

金山文化核心：以金山为家

金山愿景是全体金山人的奋斗目标；金山使命是金山人执业的要

求，也是每一个金山人的职责；金山价值观是履行金山人的社会责任，

追求金山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金山文化核心是要求全体金山人与金山

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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