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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明日执行长公约》对专业事业部的定位和要求，我们制定《专业事业部管理制度》

如下。

总 则

第一条 专业事业部的使命：为明日执行长提供专业、高效、人性化的服务；

第二条 专业事业部设执行长一名，全面负责专业事业部工作。专业事业部执行长需满足明日

执行长的所有条件，并由执行长大会推举或罢免，由理事会聘任或解聘；

第三条 专业事业部应聘任专业人士，建立专门团队，具体承担根据《公约》由专业团队管理、

由执行长基金支付的机构发展、联合传播、人事管理、行政管理、政府关系等专业服务。

第四条 专业事业部的战略目标为：

1、 建设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帮助各执行长高效做公益的合法平台;

2、 打造、维护为明日执行长服务的高效能的专业团队；

3、 协调各事业部发挥合力，获取更多社会资源；

第一章 团队招募和管理

第五条 专业事业部团队招募与管理遵循《明日通用人事管理制度》和《明日通用薪酬管理制

度》；

第六条 专业事业部团队成员要模范遵守机构的各项规章制度，带头追求“卓有成效现代公益领

导人”的目标；具体为：

1、 使命清晰：经常检视自己通过明日团队做公益的目的。明日的使命和自我的追求是否

一致，有否发生变化?有没有更好的实现使命的方式?

2、 执行有力：以内部工作质量标准为最低要求，以合作和尊重为团队文化，不断提高自

己的工作效率和质量；

3、 财务透明：模范遵守机构内部财务流程，对机构的财务状况、资金使用效用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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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明日执行长、明日伙伴或其它公益事业部的公益开支管理；不断提高机构资

金使用效用；

4、 传播有效：有效地主动宣传推广明日伙伴的公益项目，推广明日公益的使命和理念。

第七条 专业事业部执行长负责专业事业部团队的招募、考核与解聘；

第二章 内部工作标准

第八条 以友好、服务的心态，高效率地服务明日执行长，并推动执行长及自身朝向卓有成效

的现代公益领导人水准发展；

第九条 以各事业部员工和志愿者的身份，在双方合意的情况下，积极参与所在公益事业部的

一线项目工作；

第十条 专业事业部正式员工每日下班前发送本日工作报至执行长，专业事业部每周进行一次

周会。

第十一条 专业事业部实行首问负责制。无论是电话、电邮、社交媒体工具收到的内外部信

息，由第一个看到的人回复处理，并抄送相关部门同事以免重复。回复时限：

1、 外部邮件首问回复：在 1 个工作日;详尽回复在 2 个工作日内；

2、 团队内部邮件回复：12 小时内；

3、 微信或 Teams 信息回复：2 个小时内；

第三章 假期规定

第十二条 带薪休假

1、 通过试用期，并工作满 1 年后的正式员工可以根据个人实际需求，根据本制度规定

的假期申请程序申请带薪休假，不设年度上限；

2、 假期期间各类休息日，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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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假期不跨年度使用；

4、 以上带薪年假种类已经包含法定的婚假、事假、病假等类别假期。除此之外，员工

不得再以其它事项为理由申请更多假期；享受无上限带薪年假的员工离职时，也无

需结算未休的假期工资；

5、 年假申请方法：

a) 年假申请已先到先得为准，同一时间段，团队处于休假状态的人不得超过 30%；

b) 年假申请需向执行长或其授权管理人员提出。

i. 1 天以内的年假申请，在前一天下班前提出即可；

ii. 1 天以上，3 天以内（包括 3 天）的年假申请，需提前申请年假天数的 2 倍

时间申请。例如，申请 3 天（工作日）的年假，需提前 3x2=6 个工作日申请；

iii. 3 天以上的休假，需提前 3 倍的时间申请；

6、 员工休年假之前，应设置好工作交接人，发送通知给所有人，并设置好电话、电邮、

社交媒体等自动回复或说明；

7、 满足上述条件的年假申请，执行长一般应予以批准；

第十三条 入职未满一年、或因其它因素不享受无上限年假的正式员工按国家法定的节假日、

病假、婚丧假、事假待遇执行；具体如下：

a) 病假：本人因病不能正常上班，需经过执行长审批，若无法提前请假，需在当天

上班前 1 个小时通知执行长，并于病愈上班后 3 个工作日内补齐请假申请，1 天

以上病假需医院开具病假证明。

b) 事假：不享受无上休年假的团队成员可以在执行长批准的情况下，享受不带薪的

事假。

c) 婚丧假：根据具体情况，由员工申请，执行长批准；

第十四条 调休。不享受无上休年假的团队成员，因执行长要求节假日工作加班的，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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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申请调休，需提前一天申请。

第十五条 未按上述规定程序申请的休假无效，按旷工处理；

第四章 考勤制度

第十六条 正常上班时间：专业团队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上班时间为 9：00-18：00。员工

通过试用期后，经申请和执行长批准，可以申请弹性上班（上班时间±一小时）；

第十七条 在家办公：入职员工，若设备齐全（由执行长核实），允许申请在家办公。申请

者需将在家办公信息标注在专业团队日历中，并确定上下班时间，实行工作日按时打卡

制；

第十八条 出差。员工出差经执行长批准后，至少提前一天将出差时间、地点、事由标注在

专业团队日历中提醒中，市区内外出办事均视为出差；

第十九条 罚则

1、 迟到。工作日 10：00 之后未到办公室，且邮箱日历未标注休假、病假、出差或在家

办公，均视为迟到，迟到者向本机构捐赠账户捐款 20 元；

2、 旷工 。以下情况视为旷工，旷工扣除日薪：

a) 工作日迟到 2 小时以上；

b) 在家办公未被批准；

c) 出差未标注在专业团队日历提醒中；

d) 年假申请未审批或未标注在专业团队日历提醒；

e) 1 天以内的病假病愈后三天内未补病假申请 或 一年累计超过 12 天，1 天以上的

病假病愈后三天内未补病假申请及医院开具的病假证明。

3、 不享受无上限年假的员工，一年内事假累计超过 20 个工作日者，取消当年休假；如

已休假，事假超过 20 个工作日者，取消第二年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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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年内病假（必须有医院开具的有效病假条或医院就诊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取消当年休假：

1) 累计工作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 1 个月以上的；

2) 累计工作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 2 个月以上的；

3) 累计工作满 20 年以上的职工，请病假累计 3 个月以上的。

第五章 出差制度

明日员工出差差旅费原则：一切费用支出请秉持合理、必要、节约三个要求，超出三个要

求一律不予报销。

第二十条 差旅费开支范围包括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公杂费、出差补贴。

第二十一条 交通费、住宿费、公杂费、出差补贴，均按出差的天数计算。

第二十二条 下列出差人员差旅费，实行预算审批制度。

（一）执行因公或执行特殊任务的差旅费；

（二）陪同外宾完成某项任务，随行人员的差旅费；

（三）到外地参加会议、学习班和培训班以及赴外省实习、支援工作等人员的差旅费；

（四）机构建设或和重要合作伙伴或执行长的宴请费用；

以上人员须按程序向执行长申报填写出差申请表，经执行长及财务部门按照出差标准审核，

经领导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三条 工作人员差旅费开支参考标准，见下表：

项目标准
人员

城市间交通费

住宿费
出差
补贴

火车(含高铁、动车、
全列软席列车)

轮船(不包括旅游
船)

飞机
其他交通工具
(不包括出租小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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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1.一切费用支出请秉持合理、必要、节约三个要求，超出三个要求一律不予报销。

2. 员工的住宿费根据岗位级别设置最高上限，如有特殊情况（突发性出差房源紧张、一线发

达城区等）住宿标准上限可在原基础上增加 100 元/天，本机构共设四个岗位级别分别为：秘

书长、总监、项目主管、项目助理。

第二十四条 工作人员城市间交通费开支标准，凭据报销。

（一）工作人员从客运站、火车站、机场等到达住宿点的往返交通，无特殊情况请乘坐公共交

通，不建议打车（出租、滴滴等），否则打车费用自理。

（二）工作人员到远郊区、县出差办事，交通补贴标准按去外地出差标准执行；如为自备车，

按照每公里 1.2 元标准补贴，距离以百度地图起始地距离为准，过路费另算。员工可于出差结

束后，拟写补贴申请说明，并附相关证明材料，交由执行长确认后随本月工资一并发放。

第二十五条 出差人员出差补贴标准（出差补贴包括餐饮等）。

（一）工作人员出差不分途中和住勤，每人每天出差补贴标准为 90 元（按在该地区实际住宿

天数计发），员工可于出差结束后，按照实际住宿天数拟写补贴申请说明，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交由执行长确认后随本月工资一并发放。

（二）工作人员出差期间不予报销个人餐费、礼品费及其他招待费。如有特殊情况餐费报销，

需在预算表内说明。

（三）工作人员在出差地因病住院，期间只发出差补贴，超过一个月停发出差补贴。

（四）工作人员到远郊区、县出差办事，出差补贴及住宿标准按去外地出差标准执行。

理事、秘书长

火车软席(软座、软
卧)，高铁/动车一等
座，全列软席列车一等

软座

二等舱
经济
舱

凭据报销
最高不超
过 400 元/

天
90 元
/天/
人

总监、项目主
管、项目助理

火车硬席(硬座、硬
卧)，高铁/动车二等
座、全列软席列车二等

软座

三等舱
经济
舱

凭据报销
最高不超
过 300 元/

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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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差人员由接待单位统一安排伙食的，不实行包干办法。出差人员向接待单位交纳伙食

费，

回所在单位如实申报，每人每天在 100 元以内凭接待单位收据报销。出差人员食宿费已由接待

单位负担的，均不再享受包干费或补贴费。

第二十六条 出差人员公杂费标准。公杂费具体包括市内交通、办公用品等必要支出，凭据报

销市内交通及办公用品。出差人员由所在单位、接待单位或其他单位免费提供交通工具的，应

如实申报。

第二十七条 出差期间交通、住宿、餐饮、公杂费、宴请等开支的费用，需在出差申请表内申

报注明，若未经申报批准，均由个人自理。

第二十八条 本机构工作人员赴贫困地区锻炼期间，按出差标准给予伙食补贴。

第二十九条 工作人员出差费用报销均需真实有效票据，工作人员出差补贴申请按照实际出差

天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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