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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视角·

新《经济合同管理制度》的九个主要新变化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根据
集团公司规范化管理的要求，公司对前几
年下发的 《经济合同管理制度》
（以下简称
老制度）作了大幅修改。2009 年 6 月，集团
公司正式向各部室及所属公司下发了 《经
济合同管理制度》
（修订版）
（以下简称新制
度）。为使大家更有针对性地学习新制度，
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新制度内容，以便在实
际工作中得到更好地贯彻和实施，现将新
制度的九个主要新变化，
特别说明如下：
新变化 1：适用范围扩大
与老制度相比，新制度的适用范围明
显得到扩大，
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
一是老制度仅适用于集团公司本部
和房产开发类所属公司，不包括非房产
开发类所属公司，新制度则明确了适用
范围为集团公司、所属公司及其投资的
下属公司。
二是老制度中规定的经济合同有例外
情况可以不报批，而新制度则明确将经济
合同归为三大类，
不再设例外情况。
新变化 2：进一步明确和强化经济合
同管理部门的职责
首先，
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合同审核、会
签部门的职责。新制度对集团公司成本管
理部、招标采供部、办公室三个部门的审

姻 集团办公室

核、会签经济合同的职责进一步明确，要求
按三类合同分别进行管理，比老制度原先的
规定更加具体。
其次，强化了相应部门的合同管理职
责。一是新制度补充完善了集团公司办公室
要进行最后法律审核的合同管理职责。二是
为进一步加强所属公司的经济合同管理，与
老制度相比，新增加了所属公司办公室对经
济合同管理的职责。
新变化 3：首次提出批量合同采用一次
性审批办法

为进一步简化合同审批手续，提高工作
效率，新制度对于实际签订份数较多的同类
经济合同，也就是批量合同，首次提出了采
用一次性审批的办法。对该类合同，可在集
团公司有整体批复意见和方案的情况下，只
要不超批复的范围，
将不需要再次报批。
新变化 4：细化了签订经济合同前后的
注意事项
老制度对签订经济合同前后的注意事
项比较宽泛、笼统，新制度对此作了改进，对
注意事项进行了细化。如合同签订应具备的
主要条款、合同文本份数、签约日期、签约对
方资格、资信、证件、签约人、盖章等事项，作
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尽量保证所订立合同的
完整性。

新制度规定，
合同承办部门要根据合
新变化 5：对所属公司合同原件的报
同编号建立合同管理台帐，
并按业务管理
备归档提出了明确要求
情况和收付款情况一事一记。而对于合同
老制度对所属公司合同原件的报备归 的审批、监管部门，则应根据合同的不同
档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时限和份数，并没 种类，
分别建立经济合同的综合台帐。
有明确具体的要求，修改后的新制度对此
新变化 8：加强对合同履行前后的综
做了明确要求：
一是报备归档的合同原件份数由原来 合检查
新制度规定，要按合同的不同类
的二份增加到三份，
即所属公司办公室、财
别，每月对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上报，
务部及集团公司办公室各留存一份。
二是对报备归档时限提出了新要求。 同 时，合 同审核 、监 管部门 要 对合 同 的
即所属公司合同承办部门将正式生效的合 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对于履行完
同原件报备所属公司办公室、所属公司办 毕的经济合同，也要进行综合检查与核
公室再将合同原件报备集团公司办公室的 对，确保合同履行完毕时，事、款两清。
时限是一致的，都是七天。如果超过七天，
新变化 9：加大了责任追究的力度
新制度将对此行为作出处罚。
老制度对违反制度的行为，责任追
新变化 6：对所有经济合同实施统一
究比较宽泛模糊，新制度对老制度在执
编号
行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和难点，进行了破
目前，各所属公司对经济合同均有自 解，加大了对违反制度行为的责任追究
己的编号形式，合同编号显得杂乱无序，为 力度。特别是对未经审批即擅自签订合
改变这种状况，新制度对此作出了新规定， 同或履行合同、擅自更改已批准合同内
即由集团公司对所有的经济合同实施统一 容、未经审批擅自提前或超额支付合同
编号，亦即报批后的经济合同都使用统一 款项及其他违反制度的行为，提出了明
的编号，确保一份经济合同只有唯一的一 确而具体的责任追究措施。同时，
也对审
个编号，
便于合同的有效管理。
核、会签部门提出了新要求，即如不能在
新变化 7：不同的部门应分别建立合 规定时限内回复处理意见，也要进行责
任追究。
同管理台帐

简 讯

·新南北人·

杭州南北公司财务部谢晓华访谈录
本 报 “ 新 南 北 人 ”栏
目，旨在通过展现新南北
各条战线上具有代表性员
工的先进事迹，宣扬他们
的勤 业、敬 业 、奉 献 精 神，
以感染和带动更多的人见
贤思齐。本栏目自创办以
来，已经陆续推出多位员
工，本期为杭州南北公司
财务部出纳谢晓华。

1．请介绍一下自己，让新南北各公司的 件事情。只有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与使命感，才
能维护好公司的经济利益，才能把财务工作做
同仁一下认识一下你吧！
我于 2006 年 6 月进入杭州南北置业有限 好、做到位。
公司财务部，担任出纳一职，至今已满三年了。
4．怎么理解职业道德？
南北公司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洋溢着温暖的
气息，
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很踏实。
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是：
敬业爱岗、
熟悉法
规、
依法办事、
客观公正、
搞好服务、
保守秘密。出
2． 财务部出纳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岗位， 纳是一项特殊的职业，它接触的是成千上万的金
你的工作职责有哪些？你认为出纳岗位应该具 钱，真可谓万贯家财手中过，没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
很难顺利通过
“金钱关”
，
与其他会计人员相比
备哪些职业技能和素养？
出纳人员更应严格地遵守职业道德。还有清正
我的工作职责是负责管理公司的库存现 较，
也是我做人准则。
金，银行存款，并在现金管理规定的范围内使 廉洁是出纳人员的立业之本，
用现金。根据经稽核人员审核签章的收付凭
证，办理款项收付业务，并坚持出纳复核制度。
5．怎么总结和看待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确保库存现金和各票据的安全、
完整。
自进公司工作至今，我没有为公司做出了
任何工作都有自身的特点和工作规律，出 不起的贡献，也没有取得特别值得炫耀的成
纳是会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般会计 绩，我只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的做好属于自己
工作的本质属性，但它又是一个专门的岗位， 岗位上的工作。
一项专业的技术。做好出纳工作，要求出纳具
6．被评为
“2008 年度优秀员工”
有什么感
有全面精通政策水平，熟练业务技能，严谨细
想？
致的工作作风。
获得“2008 年度优秀员工”我感到非常高
更多的是感动。同时
3．成本控制、预算管理以及公司各项收 兴和荣幸，心中除了喜悦，
益都与财务部门密切相关，作为其中一员，如 谢谢领导和同事对我的认可和信任，我会更加
努力！
何尽力维护好为公司利益？
成本控制、预算管理以及公司各项收益都
7．优秀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在于潜移
与财务部门密切相关。我作为其中一员，负有
保护公司资产安全完整、加强成本控制、严格 默化。今后会怎么工作？
执行经集团公司审批的各项预算，维护公司利
这次能被评为优秀员工，
我想这既是公司对
益的责任。如果责任心缺失，
必然把关不严，
监 我个人工作能力与成绩的肯定，
也是对今后工作
督不到位，损害公司利益。责任心对于我们财 做得更好的一种鼓励。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还要继
务工作者来说就是时刻以公司利益为最高目 续努力，
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的干好本职工作，
始
“比昨天做得更好”
。
标，认真细致、及时准确、高质量高效率做好每 终坚持集团公司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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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
拱墅区统计局发文表
彰 2008 年度在统计工作中表现突
出的单位和个人，公司财务部副经
理孙小红荣获“2008 年度拱墅区统
计工作先进个人”
称号。在日常工作

中，
孙小红以高度的责任心，
积极主
动协助、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统计工
作，
较好地发挥了统计信息、
咨询和
监督的功能，为拱墅区的统计工作
做出了积极贡献。 （通讯员）

● 近日，应杭州市运河集团、
杭州市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管
理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邀请，新南
北物业公司参加小河直街历史文
化街区一期工程物业管理服务竞

标，并成功中标，成为业界承接此
种特色项目的公司之一。此次竞标
成功开创了新南北物业公司之先
河，见证了新南北物业公司优良的
服务品质。
（韦 的）

·图片新闻·

近期，杭州南北公司组织员工赴大连考察旅游，行程中，大家对当
地多元化的建筑风格进行了实地考察、学习，领略到雕花建筑、欧式建
筑、日式建筑及现代建筑的不同风采。此行一方面开阔了大家的眼界，
同时也增进员工相互之间的友情。利用这次机会，公司还组织员工开展
了摄影、
写作、
考察心得的评比活动。
（陈晓清）

本报祝 7 月份出生的同仁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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