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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動力

提升團隊專業水平
努力不懈
提高服務質量
加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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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發展報告H R

2015年人力資源工作緊緊圍繞公司戰略，進一

步解放思想，圍繞創新機制，激發活力，提升效

率，以控制總量、調整結構、增強活力、提升能

力為工作主綫，發揚釘釘子精神，推進各項改革

舉措的落實，為企業持續發展提供堅實的組織保

障和人才支撐。

（一）加強領導班子和領導人員隊伍建設。充實領

導班子隊伍，進一步推進領導幹部年輕化，領導

班子結構進一步優化。組織開展省級公司領導班

子和領導人員綜合評價工作，為選拔任用和培養

鍛煉領導人員提供了更加充分的參考依據，進一

步提升了領導人員管理科學化水平。加強後備幹

部隊伍建設，組織開展後備幹部民主推薦和動態

調整工作。集中組織開展了省級公司正職後備幹

部民主推薦工作，調整補充省級公司副職後備幹

部人選。

（二）加強領導人員日常管理和監督工作。組織各

單位對領導人員兼職進行規範清理。按規定對不

適合擔任現職領導人員的崗位進行了調整。從嚴

管理省級公司領導人員出國審批工作，完善了審

批流程。深入推進領導人員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填

報工作。

（三）加強對公司選人用人的監督和指導。組織所

屬單位開展選人用人自查自糾專項工作，並針對

發現的問題進行了整改，確保自查自糾工作取得

實效。通過督查，有力推動整改工作深入開展。

（四）推進人力資源結構調整，規範勞動用工管

理。嚴格落實用工總量管理，制定了「退二進一」

政策，員工隊伍保持穩定，為本公司集約運營和

新興業務發展提供人員結構優化空間。

進一步規範勞務派遣用工。定期分析勞務派遣用

工情況，及時督促重點單位整改，組織召開相關

研討會，共同研究破解難題。截止2015年12月

底，公司派遣制用工佔比低於國家10%的要求。

（五）加強人力資源信息系統建設，提升管理水

平。加強制度建設，規範系統運營管理；進一步

優化數據規範，統一統計口徑和報表格式，開展

數據維護競賽，數據的及時性、準確性得到大幅

提升，進一步提高了人力資源管理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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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互聯網平台組織開展的「2015，說出你的願望」

調查活動，參與員工10.6萬人，較好地掌握了員

工在工作生活方面的願望和訴求。在此基礎上結

合第三方公司的調查成果、省級工會和基層工會

瞭解員工思想的成果，綜合分析員工思想動態，

向管理層進行彙報。

員工與公司關係

管理層與員工的溝通

深入瞭解員工思想動態。結合不同時期的重點工

作，通過網絡調查、虛擬團隊基層調研、省級工

會調查、總結互聯網電信員工輿情、第三方調查

等方式，及時總結和反映員工思想動態。工會利

員工數據

截至到2015年底，本公司共有291,526名員工。在不同部門工作的員工人數及比例如下：

員工數目 百分比   

管理、財務及行政 43,998 15.1%   

銷售及營銷 151,448 51.9%   

運營及維護 94,055 32.3%   

科研研發 2,025 0.7%   

總計 291,526 100.0%   

公司管理層與全國五一
勞動獎章獲得者親切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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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的角色和工作

工會組織始終堅持服務員工、服務發展。搭建員

工崗位創新平台，營造員工崗位創新氛圍。組織

召開了勞模等先進員工座談會，大力弘揚先進典

型的優秀品質和寶貴精神。2015年，中國電信有

18名員工榮獲全國勞動模範榮譽稱號；30個集體

榮獲全國五一巾幗標兵崗、全國巾幗文明崗榮譽

稱號，19名員工榮獲全國五一巾幗標兵、全國巾

幗建功標兵榮譽稱號；13個集體獲全國工人先鋒

號稱號，8人獲全國技術能手稱號，40人獲中央企

業技術能手稱號，102人獲公司技術能手稱號。利

用「雙百」平台，組織一綫員工自主選評出了全公

司100名「巾幗風采」優秀店長和優秀渠道經理，

參與員工超過20多萬人次。公會大力宣傳勞模

先進，營造學習先進、爭當先進、比學趕幫的良

好氛圍。各級工會通過各種媒體大力宣傳勞模先

進，宣傳各級企業優秀員工1,000餘人，先進團隊

300多個。

公司與工會的協調溝通

各級工會激勵員工愛崗敬業，崗位創新，積極搭

建勞動競賽、技能競賽、知識競賽、創新工作

室、立足崗位創新等平台，營造崗位創新氛圍。

工會聯合有關部門舉辦4G網絡維護職工技能競

賽、應急通信保障技能競賽、第二屆「 i創」黑馬

大賽、第九屆創優杯營銷技能大賽、號碼百事通

APP體驗競賽、「智勝杯」核心商圈運營拓展技能

大賽、天翼歡Go勞動競賽、中國電信「質量月」服

務知識競賽、優秀女店長評選、外勤助手評選、

NOC優秀案例評選等多項競賽和評比活動，開展

崗位創新和四小關愛「雙百」案例評選活動。參與

員工100多萬人次，促進了業務發展和員工技能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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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懷

推進「四小」建設解決員工實際困難。基層單位開

展「小食堂、小浴室、小衛生間、小活動室」等建

設活動。年內，公司近3,800個基層單位建設了

「四小」，全年累計投入資金近人民幣1億元。同

時，不斷鞏固和加強對已建「四小」的規範管理，

制定政策、協調溝通、建立長效機制。

從政策層面源頭反映和解決員工訴求，維護員工權

益。深入瞭解基層員工工作生活中反映突出的困難

與問題，通過民主管理平台，參與政策制定，源頭

推動解決。2015年，經過深入調查、分析整理、

反映協調，為一綫營業人員解決了冬季保暖、高寒

高溫地區勞動保護、施工維護人員防護、女員工勞

動保護等具體困難。同時通過加強制度建設，推動

基層企業制定保護員工切身利益的政策，維護員工

合法權益。

退休員工春節慰問座談會

首屆十大最美通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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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困難員工幫扶救助工作。認真做好自然災害期

間員工救助工作。在地震、颱風、暴雨等重大災害

期間，及時跟踪瞭解員工災情，協助省工會保障

員工基本生活；災後重建期間，管好用好公司自然

災害救助資金，研究制定災區員工補貼方案，組織

開展慰問和災區員工學習交流考察等活動，幫助員

工減壓。加強生活困難員工幫扶工作。組織省工會

建立和完善困難員工檔案，指導建立省級大病幫扶

救助資金，規範使用流程，年均幫扶救助困難員工

9,000餘人次，年均使用幫扶資金近人民幣2,000萬

元，及時為生活困難員工提供幫助。

總結和推廣基層關愛員工做實事的好做法好經

驗。總結和推廣「五必訪五必賀」、員工到省內中

心城市導醫服務、一綫員工EAP心理輔導減壓活

動、中高考「家有考生」關愛活動、基層優秀員工

學習交流活動等，推廣交流基層單位在幫助員工

就醫、入學、家庭困難、救災、維穩、購買春運

火車票、高寒地區缺氧吃蔬菜等方面的好做法，

得到員工普遍認可與歡迎。

推進公司女工關愛工作。大力選樹優秀女員工先

進典型，激發正能量。評選表彰100名優秀女店

長、優秀渠道經理等女工先進。大力推進女員工

素質提升活動，增強競爭力。組織開展「書香麗

人」讀書徵文，向員工推送優秀書籍200餘本，引

導員工多讀書、讀好書；借助雙百學習圈，引導

女員工分享生活中的快樂和幸福，員工分享讀書

心得體會3,528篇，參與員工約5.3萬人。大力開

展女員工關愛活動。在營業廳、10000號等基層單

位，建設「媽咪小屋」，為女員工休息、哺乳等提

供便利；開展女員工心理輔導、培訓講座，幫助

員工釋放壓力；關愛女員工生活及家庭，組織開

展女工興趣活動、「培育好家風－女職工在行動」

活動，六一兒童節及中高考等女工關愛活動。

開展活動，激發士氣，凝聚力量。各省級工會舉

辦文體活動140餘項。通過舉辦豐富多彩的文體活

動，活躍文化生活，提升士氣，緩解壓力，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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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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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訓師隊伍建設

充分發揮企業各級內訓師在戰略宣貫、專業能力

提升、企業文化塑造等方面的積極作用，進一步

完善內訓師選拔、使用、培養、評價、激勵等管

理機制。優化公司級內訓師隊伍結構，實現內訓

師隊伍由前端、後端向綜合支撐和新興業務領域

的有效延伸，逐步健全分層分類、全面覆蓋各專

業領域、能夠切實滿足企業發展和人才培養需求

的內訓師隊伍，為企業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保障。

2015年度，聘任公司級內訓師803人。

積極開展移動學習試點

積極運用移動互聯網學習技術，加強企業在混合

式培訓、移動學習、知識分享、專家援助、工作

支持等方面的試點、總結與推廣，實現員工崗位

能力與工作業績雙提升。在移動學習推廣中，逐

步培養員工的移動學習意識和習慣，積極營造企

業內部學習、分享和創新氛圍，擁抱移動互聯網

變革的企業文化。2015年，積極整合移動學習平

台，形成了以「學習圈」為核心的移動學習統一門

戶。全面推進基於移動學習的內容建設與運營，

並依托「學習圈」，推進公司面授培訓工作的集約

化、扁平化、標準化運營與管理。

全國最佳小CEO
表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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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訓師培訓班8期，培訓學員1,287人，培養小

CEO課程授權內訓師362人。

通過網上大學平台，組織開展了「百名最佳小CEO

上講台」活動，在綫學習人數累計1.2萬餘人，易

信學習瀏覽人數累計1.4萬餘人。

優秀年輕人才的培養和引進

組織開展了2015年春季實習生項目，累計提供實

習崗位383個。組織開展優培生計劃，累計選拔優

培生722人。

僱傭

公司員工招聘面向應屆大學畢業生和社會成熟人

才。應屆大學畢業生招聘由公司統一組織開展，

畢業生進入公司後，一般要開展1-2個月的入職培

訓，幫助新員工瞭解企業文化和業務。對於社會

成熟人才招聘，由公司根據業務發展需要組織開

展。

公司為員工職業發展創造條件，制定了完善的雙

通道晉升制度。員工崗位晉升遵循公平、公正、

公開、透明原則，充分尊重員工的選擇權、知情

權、監督權。

公司在員工招聘、員工晉升過程中，不論性別、

年齡、種族等一律平等。

公司嚴格遵守國家規定的員工工作時間，執行國

務院頒布的《職工帶薪休假條例》，制定了員工休

假有關規定。

領導力建設

2015年組織舉辦了2期創業家訓練營，64名省級

公司的中層管理者參加學習，着重通過企業家精

神的塑造，強化幹部的理想信念與擔當意識。組

織開展了2015年度地市分公司總經理在綫學習活

動，利用網上大學和學習圈平台，通過專題資料

研讀、精品課程學習等在綫學習方式，幫助地市

公司總經理理解公司戰略、掌握宏觀經濟發展趨

勢、提升「互聯網+」領導力；同時借助學習圈與易

信群等載體，開展專題研討活動，促進地市公司

業務交流與經驗分享。

專業人才培養

加強開源軟件及高層次IP人才隊伍建設。通過自主

報名和在綫編程測試，選拔出開源軟件人才1,117

人。通過引進開源軟件人才，新興業務單位基於

開源軟件產品研發人才達到1,241人。組織開展了

高層次IP人才選拔培養工作，規模達到1,270人。

進一步完善B級人才管理工作。完成了IP、IT、市

場營銷、無綫與移動專業共計645名B級人才到期

續聘和選拔。落實年度人才培訓計劃，組織專業

範圍的學術交流，推進人才導師制。2015年共舉

辦B級人才培訓班19期，796人次參訓。

員工能力建設

聚焦劃小承包工作，提升基層一綫員工能力。組

織實施小CEO精英訓練營4期、骨幹訓練營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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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有關規定，規範領導人員薪酬管理。領導人

員薪酬管理有章可依、有據可循。進一步優化領

導人員績效工資（薪酬）核定辦法。按照縮小規模

差距影響，強化業績考核導向的要求，對省公司

負責人的績效工資考核辦法進行了完善，加大對

考核結果的應用力度，體現對業績的激勵。

績效管理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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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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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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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嚴格遵守勞動合同法的有關規定，不斷完善

相關員工管理制度，結合公司實際情況，制定了

相關制度，對解除員工勞動合同進行了詳細規定。

薪酬與績效管理

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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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薪酬分配向價值和貢

獻傾斜、向基層一綫員工傾斜。同時，接應支撐

公司劃小核算單元工作的開展，創新完善人工成

本管理，激發員工活力。一是，盤活存量、支撐

發展。綜合比較各省人工成本投入產出效率、員

工人均收入水平等指標，對各省公司分類進行差

異化存量調減。二是，按照各省收入認購目標，

進行台階式增配。通過人工成本資源配置導向，

支撐並引導各省公司關注提高市場份額、收入規

模發展和企業效益提升。三是，完善專業公司和

直屬單位總量配置。對新興業務單元、收入利潤

貢獻單位以總量管控為重點、輔以人均水平監

控；對成本單位以人均工資水平調控為出發點進

行相應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