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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信始終秉承「全面創新、求真務實、以

人為本、共創價值」的核心理念，把回報社

會、服務客戶、關愛員工、回饋股東作為企

業各項工作的基本出發點，堅持科學發展，

致力於為社會和公眾提供便捷、暢通和高效

的綜合信息服務，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

對利益相關者負責，實現企業發展與社會和

環境的協調統一。

面對社會公眾日益豐富的信息化需求，中國

電信提出向「綜合信息服務提供商」轉型的戰

略，力圖通過業務和通信終端的融合與創

新，拓寬用戶獲取信息和交流信息的渠道，

在推進社會信息化、提升民眾生活質量的過

程中，實現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

中國電信與社會
依法誠信經營
中國電信始終模範遵守法律法規、社會公

德、商業道德及行業規則，及時足額納稅，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累計上繳稅收

人民幣136.54億元。中國電信維護投資者和

債權人權益，保護知識產權，忠實履行合

同，恪守商業信用，反對不正當競爭，杜絕

企業社會責任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七年年報100

企業社會責任

商業活動中的腐敗行為，努力增加企業透明

度，建立長效規範的溝通機制，通過多種渠

道了解及回應社會輿論。

拉動經濟增長
加快信息化建設，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

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要戰略

部署。中國電信積極推進企業轉型，優化發

展戰略，完善公司治理，提高管控能力，合

理配置資源，服務龐大客戶群。截至2007年

底，電話用戶達到2.20億戶，寬帶用戶達到

3,565萬戶。

促進社會就業
中國電信積極貫徹國家建設和諧社會的要

求，努力協助國家和社會解決就業問題，安

置復轉軍人，錄用應屆畢業生，向國家交納

各項促進就業費用。中國電信向社會提供大

量的業務服務、維護等外包工作崗位，並且

作為核心環節拉動產業鏈上其他各個節點的

增長，間接帶動社會就業，為國家緩解就業

壓力做出了積極貢獻。

助力新農村建設
多年來，中國電信大力發展農村通信，改善

基礎設施環境，減小和消除信息鴻溝，有效

促進了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的經濟和社會的

協調發展。在滿足農村基本語音業務通信需

求的同時，中國電信致力於持續、全面提升

農村信息化的水平，開展「千鄉萬村」信息示

範工程，率先全面啟動信息化新農村建設，

使信息技術進步的成果真正惠及廣大農村。

推出「信息田園」業務，依托中國電信遍布鄉

村的農村服務支局點，整合與新農村建設有

關的科技、教育、市場等信息資源，用語

音、短信息、電話收音機、寬帶網絡等方

式，搭建促農致富的「科技金橋」。

參與公益事業
中國電信在加快自身發展、促進信息化應用

的同時，以高度負責的態度積極倡導並踐行

着一個優秀企業公民的職責，大力支持社會

公益事業、積極做好扶貧濟困工作，積極參

與教育、文化、體育等諸多領域的公益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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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信積極參加貧困地區的對口援助。對

口扶貧四川諒山彝族自治州鹽源縣、木里

縣，派出4批扶貧幹部，援建3所小學1所醫

院，並為兩縣建設了電子政務網、教育網和

文化活動中心，改善當地的通信基礎設施和

公共基礎設施，為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生活

水平的改善貢獻力量。2002年以來，中國電

信對口支援西藏邊壩縣，選派三批援藏幹

部，實施了30餘個援建項目，為提高當地居

民的生產生活水平、促進經濟發展、社會進

步做出了積極貢獻，受到當地政府和人民的

廣泛贊譽。

在關注下一代、關注青少年成長方面，中國

電信承擔了義不容辭的責任，綠色健康上網

工程、遠程教育系統等為教育信息化作出積

極貢獻，中國電信榮獲國家頒發的健康上網

大行動「傑出貢獻獎」。「互聯星空」為偏遠山

區的學生提供優質的課件、特級老師的在線

輔導，讓貧窮的學生不落後在起跑線；2007

年中國電信向四川貧困農村留守學生贈送「親

情愛心」電話卡300萬元，確保15萬名四川農

村留守學生每周能與父母通一次電話。

中國電信關注弱勢群體，積極開展「關愛殘疾

人、信息無障礙」活動，通過幫助殘疾人無障

礙地使用互聯網和信息技術，使他們適應信

息時代的社會環境，跟上信息時代的前進步

伐，更好地參與社會生活。中國電信向浙江

省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捐贈了3,000台盲人專用

電話收音機，在全國率先啟動「電話收音機助

盲行動」。中國電信與四川人民廣播電台合作

開通首個專門為殘疾人搭建的新型信息平

台，收聽語音圖書館、就業指導、生活百事

通等多種信息，大大方便了殘疾人，使他們

足不出戶就能快捷、全面地了解豐富多彩的

世界和各方面動態信息。

保障應急通信
中國電信多年來擔負着保障國家通信安全暢

通的任務，為重大政治和社會活動的成功舉

辦提供支撐，為重要節假日、人民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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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協商會議提供通信保障服務。2007年

圓滿完成了元旦和春節、「十七大」、非洲發

展銀行年會、女足世界盃、上海特奧會、嫦

娥衛星發射與運行等重要通信保障任務。

中國電信建立了隨機應變的應急保障機制，

在重大突發事件中，提供了值得信賴的通信

保障。在遭受重大災害損失的情況下，盡最

大努力保證通信暢通，以最快速度恢復災區

通信。

2007年我國南方部份地區出現持續暴雨，引

發嚴重洪澇災害，中國電信聞「汛」而動，採

取積極措施，全力搶險救災，及時恢復向社

會提供的各項通信服務，確保各地通信暢

通。

2008年初，我國南方部份地區遭受雨雪冰凍

災害。面對特大自然災害，中國電信各級領

導高度重視，提出「電路統一調度、資源統一

調配」，舉全集團之力，在最短的時間內恢復

通信，不僅最大程度地減輕了災害給客戶和

企業造成的損失，而且有力支援了地方政府

的搶險救災工作。在搶險救災的關鍵時刻，

中國電信在自身抗災救災的同時，組織力量

為電力企業和其他電信運營企業搶修線路、

基站，修復桿路，提供油機，全力幫助社會

恢復供電和通信。此外，中國電信充分發揮

董事長王曉初（左 2）在貴州視察雪災對電信設備造成損毀的情
況並率領搶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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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優勢，積極為災區提供綜合信息服務，

中國電信為因大雪封路而不能回家的滯留群

眾，開通免費親情電話，並緊急趕制了10萬

張「親情呼喚‧幸福熱線」電話卡，全部捐贈

給滯留群眾，為他們與家人互通信息、交流

感情提供便利。

獲得積極評價
中國電信在2007再次獲選為《財富》雜誌「全

球最受讚賞的公司」，並獲選為《歐洲貨幣》雜

誌2007年度「亞洲最佳管理綜合電信公司」，

同時在亞洲所有行業綜合評選中，分別獲得

最佳企業治理獎、管理層最樂於與資本市場

溝通獎以及最令人信服企業策略獎。此外，

中國電信連續兩年被《資本雜誌》評為中國最

傑出電信企業，並在《亞洲財經》2007年度亞

洲最佳公司（中國組別）評選中名列前茅，獲

得最佳管理、最佳企業治理及最佳投資者關

係等多個獎項。

中國電信與客戶
信息化為客戶創造價值
1. 推動公共服務信息化，造福廣大民眾。

作為促進政府信息化的骨幹力量，中國

電信積極推進政府辦公自動化、三金工

程、政府上網和電子政務建設，使人們

可以從不同的渠道取用政府的信息及服

務。目前，各級政府部門利用中國電信

網絡組建的全國性信息應用系統達二百

多個，利用中國電信「全球眼」建設的城

市安防監控系統已經成為各地建設平安

城市的重要舉措。

中國電信維護人員努力在搶修受雪災損毀的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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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企業信息化，為企業發展引力助

航。中國電信推出「商務領航」和「號碼

百事通」兩大綜合信息服務品牌和業

務，幫助廣大企業提高信息化水平，提

高競爭力和盈利能力。

3. 聚焦行業信息化，促進行業高效發展。

中國電信積極圍繞各行業信息化發展需

求，為質檢、公安、海關、稅務、物流

等行業度身定制信息化整體解決方案，

以安全、優質、高效的專家級電信服務

幫助企業掌控信息，把握未來方向，實

現行業領先。

4. 服務家庭信息化，推進信息進入千家萬

戶。中國電信推出了「我的e家」客戶品

牌，全程提供信息化諮詢和設計，向不

同的小區、家庭提供無線、有線接入，

推出各類家庭融合類業務，家庭客戶可

根據需要選擇語音、寬帶互聯網、視頻

等多種接入手段，享受信息化生活。

優質網絡為客戶提供服務
中國電信不斷壯大基礎信息設施，積極滿足

國民經濟信息化對基礎設施的需要，建成了

一個規模龐大、安全、穩定的通信網絡，充

分利用現有網絡資源和數據資源，滿足客戶

日益增長的通信業務需求，為客戶提供優

質、高效、安全的通信服務，為完善我國基

礎信息設施、構建通暢的信息網絡做出了貢

獻。

創新技術提升服務水平
中國電信將增強自主技術創新能力作為企業

發展重中之重，以集成創新為主體，以業務

產品為中心，創造企業價值，保持行業領

先。從市場有效需求和新技術驅動兩個方向

推動技術創新。建立以北京研究院、上海研

究院和廣州研究院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

積極參加國家信息產業重大項目的建設和試

驗，為產業技術進步進行探索。積極開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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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移動通信、寬帶接入、智能光網絡、下

一代互聯網等重大戰略技術的研究，推動新

標準和新規範的製定和通信技術的不斷演

進。

滿意服務保障消費者權益
中國電信一直把服務工作作為企業整體戰略

重要部份進行部署和落實，秉承「用戶至上、

用心服務」的服務理念，「讓客戶盡情享受信

息新生活」的企業使命，把「追求企業價值與

客戶價值共同成長」作為企業的經營理念，傾

心服務客戶，提升服務內涵。從「客戶感知」

角度出發，建立了服務業績評價考核體系、

服務質量問題處理預案制度。通過採用第三

方服務質量撥測及同業對比，使「10000號」

的服務得到明顯提升，帶動了整體服務質量

的提升。2007年，中國電信在客戶滿意度評

選當中位居行業之首。在「2008年通信服務

年會」上，中國電信32名員工、15個班組、4

個基層企業獲得2007年度「全國用戶滿意電

信服務明星（個人、班組和企業）」稱號。

中國電信與員工
權益保障
中國電信注重推進建立健全科學有效的維權

機制，積極開展創建勞動關係和諧企業活

動，促進建立規範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

贏、和諧穩定的社會主義新型勞動關係。把

協調勞動關係作為一項重點工作，推動各級

工會建立維權機制。各級工會堅持平等協商

和集體合同制度，以充分協商為基礎，以共

建共享為落腳點，通過多種形式為員工提供

快捷便利的法律援助，協助處理員工勞動爭

議等來信來訪。中國電信堅持同工同酬的用

工政策，嚴格避免用工歧視現象發生，注重

男女員工平等發展，組織開展「素質達標工

程」和「巾幗建功」活動，促進了女員工綜合素

質的提高。

健康安全
中國電信從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經濟發展、

維護社會穩定的高度，堅決貫徹執行《安全生

產法》、《勞動法》、《消防法》等法律法規和

政府的有關部署及要求，深入開展安全生產

宣傳教育培訓，不斷提高員工安全生產意識

和自覺性，全面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制，建立

健全安全生產管理機構和安全管理制度，推

行安全生產標準化建設，把安全生產工作要

求落實到每個崗位、每個員工，積極改善生

產工作環境，落實員工勞動保護措施和衛生

保健工作，加強安全生產監督檢查，加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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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產投入，大力整治事故隱患，維護企業

正常的通信生產工作秩序，創造企業良好的

安全環境。

員工關愛
中國電信努力促進企業競爭力的提升和勞動

關係的和諧穩定，不斷健全和完善扶貧幫困

機制，建立送溫暖基金和困難員工幫扶中

心、籌集扶貧幫困資金和員工重特大疾病調

劑金；建立重大節日慰問制度、員工年度體

檢和療休制度、員工及員工家庭重大事務關

懷慰問制度等。中國電信關心青年員工的成

長，2007年舉辦「青年員工與老總面對面」系

列訪談互動活動，搭建青年員工與公司領導

的溝通平台，深入推進企業轉型，激發青年

員工勵志成材。在2008年初南方遭受雪災期

間，中國電信全體員工開展「暖流融冰雪，患

難見真情」活動，團結一心相互支援，緊急募

集善款人民幣一百七十餘萬元，及時送達在

搶險第一線拼搏戰鬥、家庭生活遭遇困難的

受災員工手中。

文化生活
中國電信倡導開展融思想性、知識性、趣味

性於一體，喜聞樂見、參與面廣的業餘文體

活動，引導員工健康的精神文化消費，培養

健康的生活休閒方式。舉行了中國電信員工

迎奧運健身系列活動，組織了全集團籃球比

賽和乒乓球比賽、書畫攝影徵集評選等活

動。各級工會舉行各類體育賽事和文藝活動

400多項，積極參加中國通信體協和社會各類

文體活動，取得了優異的成績。中國電信下

屬兩家企業被國家體育總局授予「全國職工體

育示範單位」稱號，中國電信職工藝術團、八

一中國電信女籃等還在社會上贏得了聲譽。

通過廣泛開展文體活動，滿足了員工精神文

化需求，活躍了員工業餘文化生活，進一步

增強了企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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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

中國電信與環境
發展節能產品和循環經濟，積極使用環
保物料
中國電信注重維護健康的生活環境，始終將

環境保護的理念和措施貫穿於通信工程建設

過程中。在電信設備選型時，精心篩選無噪

聲、無電磁輻射、無污染物產生的光纖光纜

和傳輸系統設備。進行野外通信路由勘察

時，有意避開礦藏、森林、草原、野生生

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

景名勝區等區域，敷設光纜一般均採用定向

鑽技術，光纜直接從障礙下方通過，勿須改

變周圍環境。中國電信在抗擊2008年初南方

雪災過程中，對報廢的蓄電池全部有效回

收，安全處理，避免潛在環境風險。

創新通信與信息產品，助力資源節約
中國電信結合電信產業的特點，對環境的保

護以技術型舉措為主，積極通過信息化解決

方案，開發新型的產品來促進企業行業和整

個社會的節能，為構建節約型社會做出應有

的貢獻。向個人、企業及行業提供全球眼、

號碼百事通等通信應用產品，使之取代傳統

的信息傳遞方式，由此推動辦公資源，交通

資源的節約，促進節約型社會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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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

創建節約型企業，努力實現節能減排
中國電信開展降本增效工作，從辦公成本、

營銷成本、維修成本、人工成本、投資成本

等方面分專業進行規範。在生產辦公環境中

大力使用節能燈具，適當調整電信機房和辦

公場地的環境溫度，號召全體員工節約用

紙、用水，在全集團形成了創建「節約型企

業」的濃厚氛圍。

未來，隨着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逐步深入

和國民經濟信息化進程的不斷加速，中國電

信將主動通過戰略轉型帶動廣泛的共贏性合

作，締結、延伸產業價值鏈，不斷拓展合作

領域，提高全行業的運營效益，創造並自覺

維護健康、和諧的產業生態環境，促進行業

持續、健康發展，在為股東尋求更大回報的

同時，更好地實現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服

務的目標，以誠摯的愛心回報社會，為構建

和諧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