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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發展報告

二、完善領導人員管理，加強領導人員隊伍
建設。組織開展領導人員綜合考評工作，不
斷完善考評手段，加強考評結果在領導人員
選拔任用、培訓等方面的應用。加大對年輕
優秀領導人員的選拔力度，完善選拔任用流
程，全年共33人通過組織選任、公開競聘方
式提任上一級領導職務，領導人員隊伍年齡
結構進一步優化。大力推進交流輪崗工作，
以多崗位鍛煉實踐提升領導能力，2013年共
有20名領導人員交流任職。

三、創新型人才隊伍建設不斷加強。大力推
進創新型人才隊伍建設，依托創新孵化基
地，通過市場化的創新管理和運行機制，為
創業團隊創造孵化環境，建立孵化服務體
系，打通了創業團隊公司化通道。近兩年
來，先後分四批選拔了68個創新項目進入創

2013年，按照「一去兩化新三者」總體要求，
人力資源工作堅持「支撐發展、服務員工」
的原則，圍繞抓好隊伍建設打基礎，抓好機
制建設促發展的總體思路，以人力資源規劃
為抓手，進一步完善領導人員、專業技術人
才、創新型人才隊伍建設，加大人力資源管
理機制創新力度，切實保障員工權益，有效
支撐了業務發展。

一、建立基於價值的人力資源規劃體系。按
照價值鏈的理念，建立中國電信人力資源價
值模型，提出人力資源管理價值提升的關鍵
指標，搭建了人力資源管理的戰略體系、運
作體系和支撐體系，明確了2013–2016年人
力資源管理的關鍵指標值、主要任務及關鍵
舉措，切實提高了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的前瞻
性和系統性。

「新三者」 
           智能管道的主導者  

                   綜合平台的提供者

                           內容和應用的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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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力推進人力資源管理創新，支持業務
發展。深入推進人力資源管理轉型試點工
作。通過試點，人員結構進一步優化、人員
總量得到有效控制，創新了差異化的薪酬分
配機制，提升了人力資源管理效率。圍繞新
興業務發展，制定了新興業務人才聚集和培
養方案，積極探索移動互聯網業務的人力資
源管理方式。

新孵化基地孵化，在「專業孵化+創業導師+
天使投資」的孵化模式推動下，目前已經有18
個創新項目進行了公司化運作，入孵的創業
團隊達到276人。

管理層慰問公司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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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方案。按照新《勞動合同法》規定，積極落
實派遣制用工同工同酬，組織開展同工同酬
自查，有效防範了企業用工風險。

五、積極落實新《勞動合同法》，規範企業勞
動用工。組織人員對新《勞動合同法》進行全
面深入研究，制定了企業業務運營模式的指
引，提出人員結構調整、同工同酬和規範外

員工數據

截至到2013年底，本公司共有306,545名員工。在不同部門工作的員工人數及比例如下：

員工數目 百份比

管理、財務及行政 49,113 16.0%

銷售及營銷 157,915 51.5%

運營及維護 97,264 31.7%

科研研發 2,253 0.8%

總計 306,54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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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員工崗位創新平台。按照低門檻、廣覆
蓋、快複製、長激勵的原則，積極搭建員工
崗位創新平台和能力提升平台，進一步推進
員工崗位創新活動。

營造員工崗位創新氛圍。組織召開了2013年
先進典型宣傳表彰大會，大力弘揚先進典型
的優秀品質和寶貴精神。2013年湧現全國
五一勞動獎狀2個，勞動獎章5人；全國工人
先鋒號12個；中央企業先進集體14個，勞動
模範25人；公司級先進集體50個，勞動模範
97人；中央企業技術能手9人；公司級技術
能手24人。推進先進典型宣傳工作日常化，
集中宣傳基層優秀員工80餘人，團隊10餘
個。積極營造崇尚先進、學習先進、爭當先
進、關愛先進的良好氛圍，激勵廣大員工從
優秀不斷走向卓越。

制定勞務派遣和外包單位成立工會、員工加
入工會的指導意見，激發員工參與、支持
企業發展的工作熱情，員工入會率達到了
97%。積極開展職工之家創建活動，14個省
級工會被評為全國模範職工之家。

員工與公司關係

管理層與員工的溝通

建立員工思想狀況反饋體系，系統瞭解和全
面掌握員工思想狀況，推動建立員工訴求處
理的閉環管理。2013年公司管理層、工會負
責人深入基層企業60多次，慰問困難員工、
優秀員工200餘人。引入了第三方開展員工
思想狀況調查，在8個省公司發放7000多份
問卷，調查員工壓力狀況、來源、影響和解
壓渠道等。實時瞭解掌握員工反映的問題，
並向公司提出意見和建議，充分反映員工訴
求。

工會的角色和工作

工會組織始終堅持服務員工、服務發展。

建立員工榮譽體系。按照統一規範、分層分
類、基層導向、激勵發展原則，研究制定了
《中國電信員工榮譽體系》，建立起多層次、
廣覆蓋、重引導、可持續的榮譽體系，發揮
深層激勵作用，與崗位薪酬體系共同形成差
異化的激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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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懷

深化「四小」建設。將「四小」運營費用納入公
司預算管理中，提高運行管理效力。不斷擴
大「四小」建設覆蓋範圍，向營業廳、10000
號、裝維班組等基層生產單位延伸，「四小」
延伸範圍和惠及群體擴大到80%的基層單
位。豐富「四小」內涵，建立針對不同地區、
不同員工、不同情況的困難幫扶機制，隨時
隨地解決基層員工實際困難和問題。針對員
工壓力問題，採取多種措施有效緩解員工壓
力。

公司與工會的協調溝通

圍繞促進新業務發展開展勞動競賽3項，員工
參與70多萬人次。開展網絡優化勞動競賽，
提升網絡質量；舉辦4期技能競賽，組織參加
工信部網絡安全競賽，舉辦了1期基層員工崗
位創新培訓班。建立學習交流機制，推動建
立多層級創新工作室，目前已經有60餘個創
新工作室，加快知識共享，傳承優秀經驗和
技能，幫助員工不斷提升崗位技能、業務能
力和實戰經驗，激發廣大員工創新熱情，實
現企業和員工的「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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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終端公司舉辦全國攝影大展，徵集作品6
萬多件，提升了天翼品牌美譽度。省級工會
舉辦文體活動50餘項。這些活動，豐富了員
工文化生活，提升了士氣，增強了團隊凝聚
力。

強化人才資本

聚焦戰略發展重點，持續加強人才隊伍建
設，積極促進經營管理人才、專業人才和技
能人才的能力提升。

領導力建設

2013年共組織舉辦4期總部部門和省級公司
領導人員培訓班，2期地市分公司總經理培訓
班，1期新任職領導人員培訓班，共計培訓
領導人員502人次。積極選派領導人員參加
各類高層次人才培訓，2013年共有5名省級
公司總經理參加了在延安幹部學院、大連高
級經理學院舉辦的領導力培訓，10名總部部
門副職參加幹部選學項目。發揮中國電信學
院作用，開展了新任職領導人員培訓工作，

建立慰問員工常態化機制。元旦春節期間，
公司全體領導深入17個省（區、市）基層生產
單位，看望慰問一線員工。公司領導、工會
領導和人員只要下基層，都慰問當地困難員
工、優秀員工。

關愛災區、艱苦地區員工。組織開展向「雅安
地震」災區員工捐款活動，累計捐款人民幣
2,200餘萬元。向四川省工會下撥人民幣100
萬元專項資金，用於災區員工抗災自救；向
甘肅等省下撥人民幣170萬元，用於受災員
工家庭補貼；向16個省公司一線員工下撥人
民幣1,210萬元防暑降溫專項補貼資金。舉辦
了6期「情滿電信、心手相連」雅安地震抗震保
通信優秀員工學習考察活動和1期艱苦地區優
秀員工學習交流活動，共計186名優秀員工
參加活動。

開展活動，激發士氣，凝聚力量。舉辦中國
電信員工氣排球比賽。參加中國通信體協
舉辦的氣排球比賽，中國電信代表隊榮獲第
一。舉辦員工攝影比賽，徵集員工作品3千
多件，豐富了手機圖片庫。與大眾攝影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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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產品、銷售服務、企業信息化、維護與
服務支撐、網發建設、綜合管理等專業培
訓187期，累計培訓1.3萬人次，同比增加
6.2%。組織渠道經理、企業信息化、客戶服
務等9類崗位技能認證，共8.2萬人次參加認
證。結合集團「劃小」工作，重點開展了渠道
經理、農村支局長、自營廳TOP店長系列培
訓；圍繞重點業務，開展行業信息化應用顧
問式營銷培訓、重點信息化應用支撐能力提
升培訓等。深入基層，開展送培訓到基層工
作，以及手機操作系統及重點機型專項培訓
等活動，全面提升一線人員業務技能。

面向未來發展，做好人才梯隊建設。進一步
加大新興業務領域人才儲備，2013年，招聘
應屆畢業生約6,400人，其中，通信類、計算
機類、市場營銷類和信息運營類等專業人數
佔比71.6%，同比提升11個百分點。持續開
展優秀畢業生培養工作，2013年選拔優培生
1,000餘人，近三年累計培養約3,400人。

重點加強領導力方面的培訓。發揮網上大學
優勢，採取學習專區形式為領導人員提供新
技術新業務學習內容。積極探索後備領導人
員培養新模式，開展「創業家訓練營」試點工
作，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後備隊伍建設新思路。

專業人才培養

充分發揮各級專業人才的作用，圍繞公司重
點專業工作，制定各專業人才年度工作計
劃。加強人才培養，2013年舉辦市場營銷、
IP、 I T、無線與移動、核心網、光傳輸與接
入、平台等7類11期專業B級人才培訓班，
共計培訓高層次專業人才699人次，培養覆
蓋率超過95%。加強人才考核，對 IP、 I T /
ICT、市場營銷等專業的385名A、B級人才進
行了考核，110人獲優秀等級。

員工能力建設

積極開展一線人員的技能培訓和崗位技能認
證工作。2013年，圍繞「一去兩化新三者」
戰略落地，聚焦業務發展重點，組織實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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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發展和個人利益的統一。將員工的薪酬
水平和考核結果直接掛鈎，鼓勵多勞多得，
使員工在為企業工作的同時，充分體現個人
價值，薪酬水平也獲得同步提高。

繼續完善人工成本分類配置模式。對省級公
司，實施收入認領台階式配置人工成本的彈
性預算管控政策，增收增配、減收減配。繼
續加大人工成本配置對公司利潤指標的支撐
力度，提高與利潤掛鈎的效益增配額度，並
繼續堅持對未完成利潤總額預算目標的省公
司人工成本扣減罰則，充分發揮人工成本配
置支撐企業發展的導向作用。對直屬單位和

薪酬與績效管理

公司員工薪酬基本以基薪和績效薪金組成，
兼顧短期和中長期的激勵。2013年，繼續推
進《全業務經營崗位和薪酬體系》的實施，指
導各單位在試點的基礎上逐步推開，堅持薪
酬分配向價值和貢獻傾斜、向基層一線員工
傾斜。同時，接應支撐公司劃小核算單元工
作的開展，創新總量分配機制，激發員工活
力。通過市場化機制、店長負責制、競標承
包等多種手段，對下充分授權，促進關鍵資
源下沉、經營管理自主、責權利一致，實現

通過多種競賽不斷提升員工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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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權益的保障

公司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
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的要
求，規範用工，堅持男女職工同工同酬，履
行女員工特殊保護規定，沒有任何歧視性的
政策和規定，更不存在僱用童工和強制勞動
的現象。

專業公司，從價值定位和發展週期等多維度
進行分類管理，實施差異化的人工成本分類
配置模式。

目前，中國電信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全員
績效考核制度。各級公司都成立了以總經理
為組長的全員績效考核領導小組，制定了對
公司副職、職能部門、下屬單位和員工的考
核辦法。2013年進一步完善了考核激勵制度
和約束監督機制，保證績效考核的公平性和
可信度；同時對績效考核體系進行了優化，
實現對單位業績、副職業績、中層幹部和各
級員工分層分類考核，提高了考核工作的針
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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