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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人力資源工作緊緊圍繞公司轉型升
級總體要求，進一步解放思想、創新機制、

夯實基礎、規範管理、優化配置，不斷提

升人力資源效率，為企業持續健康發展提
供堅實的組織保障和人才支撑。

加強管理層和領導人員隊伍建設
持續推進領導幹部年輕化，優化省級公司
和地市級分公司管理層結構。通過選拔補
充、交流輪崗、轉任退出等方式，對總部

部門、省級公司、專業公司管理層進行了
優化調整，一批素質過硬、能力突出、業

績顯著、群眾公認的優秀幹部被選拔任用

到重要領導崗位，專業和年齡結構更趨合

理。加大優秀年輕幹部培養力度，開發了
優秀年輕幹部培養管理系統，建立了全集

團統一管理、分級實施、動態調整的優秀
年輕幹部人才庫，為企業持續健康發展提
供組織保證。

加強對公司選人用人的監督和指導
成立了專門的幹部監督機構，加強對公司

選人用人的監督。將選人用人工作的檢查
嵌入到企業內部巡視。持續開展專項檢查、

專項治理等工作，按類別進行整改，確保
專項治理工作取得實效。通過以上持續深
入的整改，進一步規範了選人用人工作，

提升了選人用人質量，提高了選人用人公
信度，營造出良好的用人環境。
持續推進落實「人才強企」工程
2018 年公司更新印發了《中國電信高層次
專業人才管理服務辦法》，進一步明確了

「百千萬專家人才隊伍建設」的工作目標和

發展規劃，完善了人才選拔與引進、使用
與評價、培養與發展、激勵與動態管理、

人才服務等機制。在雲計算分公司試點人
才特區，實施更加積極、更加開放、更加

有效的人才政策。進一步優化人才工作站
機制，打破單位、部門、地域界限，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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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共享。結合 MSS 集中人力資源系統，

現重點業務數據�聚，通過人力大數據分

型升級重點工作務實推進。

人力資源智慧管理。持續推進智慧人力資

夯實人才工作數據基礎，緊緊圍繞企業轉
進一步夯實人力資源基礎管理
2018 年，公司優化完善集中人力資源系統

功能，建立人力資源主數據管理平台，實

析，支撑資源分配和人才隊伍建設，推進

源管理項目，加強系統建模分析和業務注

智應用，提升人力資源精確管理水平，助
力企業科學決策。

員工數據

截至到 2018 年底，本公司共有 280,747 名員工。在不同部門工作的員工人數及比例如下：

管理、財務及行政
銷售及營銷

運營及維護

科研與產品研發

總計

員工數目

百分比

45,045

16.0%

138,001

49.2%

87,512

31.2%

10,189

3.6%

280,747

100.0%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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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與公司關係
管理層與員工的溝通

圍繞激發員工活力、提升能力、強化執行

密切聯繫員工群眾，了解掌握員工各方面

崗敬業、做出貢獻。組織開展了崗位創新

情況，主動做好員工思想工作。組織開展
了職工代表提案工作，對 91 份提案認真審
議、處理和答覆。從提案分類佔比看：經

營生產發展 20%、員工生活福利 16%、業
務產品 13%、勞動用工 11%、人才隊伍建

設 10%、網絡建設運維 10%、主實業協同

力，大力開展崗位創新活動，激勵員工愛
優秀團隊和優秀個人評選活動，全集團共
有近 4 千個優秀團隊和個人通過「雙百」平

台進行分享展示，評選出崗位創新團隊 99
個，優秀個人 99 名。

公司工會組織召開了「五一」表彰座談會，

7%。

全公司榮獲全國和省部級各類綜合與專項

全公司各級工會幹部、職工代表、工會小

省部級榮譽 240 個；集體榮譽 101 個，個人

卷調查、走訪、與員工面對面溝通、處理

國電信先進集體 48 個，勞動模範 149 名。1

組長等堅持深入一線，通過員工座談、問
來信或郵件等方式，利用主席信箱、員工
論壇、易信微信公眾號等渠道，調查了解
員工狀況累計 5.47 萬次。積極推進員工訴
求的處理工作，推進解決 1.25 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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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的角色和工作

外部榮譽 254 個，其中國家級榮譽 14 個，
榮譽 153 個，各項榮譽創歷史新高。評選中

個基層單位榮獲中國國防郵電產業先鋒班

組 稱 號，1 名 基 層 員 工 榮 獲 模 範 班 組 長 稱
號，1 名 省 工 會 副 主 席 榮 獲 最 親 娘 家 人 稱
號。6 名員工榮獲通信行業工匠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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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與工會的協調溝通
圍繞企業經營發展重點任務，公司工會會
同業務部門開展技能競賽 6 項，勞動競賽 6

項。通過競賽�現出央企技術能手（B2 級）
18名，公司技術╱勞動能手（C2級）116名，

公司技術╱勞動標兵（C3 級）847 名。舉辦

移動及光網質量雙提升、IT 技能、公司級維

員工關懷

公司將「四小」建設納入重點工作考評，公

司工會負責按季度對各省「四小」建設進行
評價。各級企業從解決員工身邊需要出發，

新建「四小」2,203 個，鞏固提升已建「四小」
7,353 個，投入資金超過��� 2.37 億元。

選樹「四小」標杆 1,100 餘個。北方縣公司

護及雲基礎設施等實操競賽和評選活動，

自 建「 四 小 」由 31% 上 升 到 82%。 安 徽、

會開展勞動競賽 3,700 餘項，廣泛開展「我

湖南、貴州、江蘇等公司推進縣公司環境

在廣大員工中贏得了口碑。各級企業、工
的崗位我創新」系列活動，組織崗位創新評
選、案例分享、微創新活動等 2,500 餘項，

西藏公司推進「四小」建設標準化、規範化，
綜合整治工作，豐富了「四小」品牌內涵。

� 現 員 工 崗 位 創 新 成 果 及 項 目 等 1.9 萬 多
項，複製推廣 5,500 餘項。全公司建立以崗

位創新優秀員工命名的創新工作室達到
1,246 個。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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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工會緊密圍繞員工需求，累計為員工

工會連續四年舉辦書香家庭讀書徵文活動，

化設備 1,600 餘台，為基層安裝淨水設施等

長和優秀渠道經理。安徽、廣東兩省公司

辦實事 1.4 萬餘件，為辦公場所配置空氣淨
近 6,000 台；拓寬服務員工渠道和內容，組

織 開 展 健 康 講 座、EAP 解 壓 活 動 2,700 餘

次，提供導醫服務 4.7 萬人次，為員工提供
出行便利6萬人次，開展員工團購活動7,000

餘次，為 9,000 多名員工改善住宿條件。各

級工會救助困難員工 1.89 萬人次。

安排 2,221 名女勞模和女工報名參加全總女
職工部組織的 HPV 疫苗注射項目。各級工
會建成媽咪小屋 1,000 餘個，為孕期女工購
置防輻射服 3,000 餘件，開展女工主題講座
700 餘場，「三八」節期間組織女工活動近
3,000 項。

在元旦、春節期間、經營生產關鍵時期，

工會組織了「天翼杯」員工乒乓球比賽，組

堅守崗位的一線員工 6 萬餘人；及時慰問遭

牌比賽、全國職工乒乓球和足球比賽、通

各級領導下基層慰問員工。慰問節日期間
受自然災害的 12 省員工。各級工會在員工
生育、生病、親人去世、子女升學、子女

入伍等時候為員工送去慰問。各級工會舉
辦勞模優秀員工學習交流活動 1,500 餘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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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五年組織評選百名「巾幗風采」優秀店

織參加通信體協各項賽事活動，在全國橋
信行業乒乓球和排球等比賽中均取得優異

成績，展現了電信員工風采。各級工會累
計開展各類文體活動 3.7 萬項，員工參與率

88%，文體活動深入到基層一線，豐富了
員工業餘文化生活，增強了團隊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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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人才資本

支撑國家重點培訓項目
積極承接和參與國家專業技術人才知識更

近萬人次，努力成為國家培養高層次、急
需緊缺和骨幹專業技術人才的服務平台。

網上大學高效運營

新工程。2018 年 10 月在中國電信學院舉辦

2018 年，中國電信網上大學聚焦公司年度

產業鏈關鍵技術高級研修班」，來自 72 家單

產品、數據與能力的開放共享；通過構建

了人社部知識更新工程研修班 —「物聯網

位從事物聯網、信息化技術管理，智能產
品創新等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務的專業技
術人員或管理人員參加了研修。

積極推動國家級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基

地建設。2018 年中國電信浙江電信培訓中

培訓重點，通過打造開放平台，不斷推進
精品資源、開展主題資源營銷活動，持續

強化資源建設和運營；通過數據驅動，聚
焦智慧運營與績效提升，有效提升公司在

培訓管理集約化、人才發展智慧化、員工
學習智能化等領域的應用水平。

心作為國家級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基地，

2018 年，中國電信網上大學累計支撑面授

知識結構，切實提高參訓人員綜合素質和

4,705 個；網上大學累計學習人數 148,828

融財會、社會工作」等 4 個領域，實施急需

位，共 181 場考試；組織舉辦 530 個線上培

對專業技術人員進行知識更新補充，拓展
創新能力。重點圍繞「信息、裝備製造、金

緊缺人才培養培訓、崗位培訓項目，培訓

培訓班 36,514 個；新增各類學習資源總數

人；開展技能認證和專業考試涉及 32 個崗
訓班。

針對重點業務，中國電信網上大學面向「小
CEO」等崗位開展知識競賽、案例徵集等專

題學習活動；針對政企條線開展 59 期網上

大學政企業務知識學習，助力重點業務發
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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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訓師隊伍建設

專業人才培養

2018 年，組織開展對公司特聘、聘任、試

2018 年，在高端轉型專業領軍人才培養方

新建企業信息化、雲計算兩支集團級內訓

業合作，在大數據、5G、雲計算三個專業

聘內訓師開展積分評定、星級認定等工作。

師隊伍。截至 2018 年 12 月，各級內訓師共
計10,799人，其中公司級內訓師達885人。

按照招、選、育、用、評五個環節，依托

內訓師管理 IT 系統，探索打造內訓師團隊
並實現分級管理培養模式。

面，通過與頂級的研發機構、實驗室和企
啟動了轉型專業高端人才培養的「星火計

劃」。在高層次專業人才培養方面，公司舉

辦公司級專家人才培訓班 23 期、培訓人數
630 人。在專業技術人才隊伍能力提升方
面，公司積極推進各類培訓和人才訓練營，

通過社會認證、行業認證、公司認證等多
種方式，建立符合電信行業特點和企業人
才現狀的高技能人才評定體系。

政企客戶事業部開展新入職年輕員工「五階段培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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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員工能力建設
組織開展新一輪為期三年（2018–2020 年）
的「小 CEO」能力提升與培養。全年公司層
面 組 織 實 施 的「 小 CEO」培 訓 班 首 次 突 破

100 期，參與學員 4,685 人次，較 2017 年增
加 43%，其中舉辦課程開發、師資班、骨

幹班等 26 期培訓班，為省市分公司全方位
輸出課程、師資、運營標準和案例；組織

全 國 六 大 片 區 聯 訓， 總 計 舉 辦 培 訓 班 74

期，有效推動了培訓資源共享和跨區域經
驗交流。

全年各專業條線實戰培訓捷報頻傳，一是
政企專業條線，2018 年 5 月 9 日，中國電信

政企專業「創值營銷」項目榮獲「2017 年度
ATD 卓越實踐獎」。二是渠道條線，「店長
駐訓」項目獲得國際績效改進協會中國區的

「2018 年最佳實踐獎項」。三是市場部與多

部門組織「翼起跨越」轉型實踐標杆經驗推
廣活動，有效推動各地搶抓機遇、加快發
展、加快轉型，送培訓到基層的方式受到
各地廣泛歡迎。四是網運專業聚焦新興領

域「雲網融合」人才培養項目和實訓基地建
設，雲業務的發展和雲改項目的落地有了
新的探索和突破。

優秀年輕人才的引進與培養
持續推動實習生項目常態化運營管理，依

托翼實習平台，組織開展春季實習、暑期
實習、日常實習等活動，為校園招聘工作
拓展優秀年輕人才的引進渠道。持續開展
公司優秀高校畢業生培養計劃，全年各級
單位累計選拔優培生 1,300 餘人。組織舉辦

公司級優秀畢業生示範培養班 3 期，帶動全
公司加大優秀年輕員工培養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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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
公司員工招聘面向應屆大學畢業生和社會

性別、年齡、種族等一律平等。

成熟人才。應屆大學畢業生招聘由公司統

公司嚴格遵守國家規定的員工工作時間，

點院校宣講，全年公司招聘應屆畢業生超

制定了員工休假有關規定。

一搭建平台、統一廣告宣傳、統一組織重
7,000 名。推動實現新員工職業導師制項目
在集團範圍內的全覆蓋，制訂了《中國電信
新員工職業導師制管理辦法》，指導各級企

業開展新員工職業導師制項目工作。對�

社會成熟人才招聘，由各級單位根據業務
發展需要有序組織開展。

公司為員工職業發展創造條件，制定了完
善的雙通道晋升制度。員工崗位晋升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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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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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員工招聘、員工晋升過程中，不論

執行國務院頒佈的《職工帶薪休假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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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人力資源發展報告

薪酬與績效管理
薪酬

公司實行以崗位為基礎，與績效和貢獻緊
密掛鈎，符合不同崗位特點的差異化薪酬
分配制度，主要由崗位工資、績效工資、
津貼補貼、保險福利等構成。同時，鼓勵

各單位根據業務發展要求，積極探索符合

持續優化完善人工成本資源配置，與企業

發展、業績貢獻緊密掛鈎聯動，對所屬各
單位結合其自身特點實行差異化的資源配

置模式，充分調動所屬各單位發展的積極
性和主動性，鼓勵大家「高貢獻、高收益」、

「早發展、早受益」。

績效管理

不同崗位特點的薪酬分配辦法，包括年薪

公司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全員績效考核制度。

制等。在內部分配上堅持業績導向、兼顧

績效考核領導小組，制定了對公司副職、

制、提成工資制、項目工資制、計件工資

公平，向高素質專業人才傾斜、向基層一
線員工傾斜，鼓勵多勞多得。

各級公司都成立了以總經理為組長的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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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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