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员工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我们将促进员工的全面发展作为公司的重要发展

目标之一，保障员工权益，促进身心健康，搭建成长平台，推进本地用工，

加强海外安保，努力创造包容、平等、互信、协作的工作环境，实现公司价值

与员工价值的统一。

以人为本的员工发展

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

确保健康的生活
方式，促进各年
龄段人群的福祉

良好
健康与福祉

确保包容和公平
的优质教育，让
全民终身享有学
习机会

优质教育

促进持久、包容
和可持续经济增
长，促进充分的
生产性就业和人
人获得体面工作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实现性别平等，
增强所有妇女和
女童的权能

性别平等

减少国家内部
和国家之间的
不平等

减少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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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员工权益

我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平等对待每一位员工，维护和保障

员工的各项合法权益，努力解决员工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将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员工。

依法平等用工

我们严格遵守适用关于解雇、工作时长的法律法规，结合公司情况，

制定了覆盖公司所有生产单元、全员和全过程的管理规定和实施细则。我

们认真遵守《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

约》等中国政府批准的国际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国内相关法律以及东道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

度，建立了《劳动合同管理办法》《境外用工管理办法》等包括劳动合同

管理、工资保险与福利、休假、业绩考核和职业培训等比较完善的用工管

理制度体系，依法规范用工行为。开展依法用工自检自查，规范招聘、晋

升及劳动合同解除，切实保障员工合法权利。公司坚持对不同国籍、民

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员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严禁

雇用童工，抵制一切形式的强迫和强制性劳动。注重促进当地居民、女

性、少数民族和大学生就业，努力增加当地社区的就业机会。严格落实女

性员工孕产期、哺乳期休假规定，保障女性员工权益。公司向社会公开招

聘，不设置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条件限制。

员工职位
比例

4.36%

女性管理人员占

4.36%

30.71%

女性员工占员工比例

30.71%

6.5%

少数民族员工占公司员工

总数6.5%

公司产假/陪产假后

回到工作和保留工

作的员工比例达到

100%

100%

	硕士及以上学历	 3.63%

	本科学历	 31.87%

	大专学历	 23.24%

	中专及以下学历	 41.26%

员工学历
比例

	公司管理人员	 15.55%

	技术人员	 13.49%

	生产人员	 58.98%

	销售人员	 7.46%

	财务人员	 2.24%

	其他人员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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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薪酬福利制度

公司进一步完善绩效考核和薪酬分配制度，推进工效挂钩，建立健全

突出岗位价值、工作业绩、创新成果并符合各类人员业务特点的薪酬福利

制度，确保收入增长与企业效益和劳动生产率相匹配，薪酬分配继续向科

研人员、生产一线、艰苦关键岗位倾斜，让员工更好地体现自身价值。积

极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相关要求，按时足额为员工缴纳各

项社会保险费，完善补充医疗保险制度、企业年金和生活补贴制度，保障

员工切身利益。

民主公开沟通

公司充分尊重员工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注重发挥员工民主管理、民主

参与、民主监督的作用，普遍建立工会组织和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

民主管理制度和厂务公开制度，保障员工对企业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

督权。通过明确职代会各项职权、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进一步规范厂务公

开的内容、程序和形式。

公司建立了多种与员工沟通联系的渠道，坚持履行民主程序，通过员工

代表座谈会和网络互动等形式，开展多层次沟通和交流，鼓励员工参与企业

生产经营管理。

中国石油在哈项目员工本土化超过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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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职业健康

公司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范职业健康管理，

突出职业病危害防控，认真落实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重视施工作业健康

管理与保障，改善劳动条件，关注心理健康，把员工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

首位。

2017年职业健康重点工作

修订《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管理规定》《职

业健康监护管理规定》《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

“三同时”管理规定》

完成了184项建设项目职业健康竣工验收问题整改

整改部分化验室和粉尘工作场所职业病防护设施

完善职业卫生
管理

建设项目职业
健康竣工验收
专项督办

作业场所职业
病防护设施达
标排查

一般的超标场所

采取技术措施、工程措施

和管理措施，达到职业接

触限值要求

治理难度大的超标场所

应用远程监控技术，实现

接害岗位无人值守

治理后仍难以达标的场

所，关停装置

根本改善员工工作环境

粉尘职业病
危害治理

我们重视员工心理健康。公司遵守业务所在地法定工作时间及节假日规

定。持续完善员工疗养、休假等制度，实施员工帮助计划（EAP），开通心

理咨询热线和网站，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培训，引导员工树立

积极、健康的心态。2017年，公司继续深入推进海外心理健康服务项目，关

心海外员工心理健康。为地处盐碱荒滩、大漠戈壁等自然环境恶劣和社会环

境复杂的海外一线员工，开展阳光心态与心理知识讲座，引导他们释放精神

压力，实现健康工作、快乐生活。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率超过

98.5%

98.5%

接触职业病危害员工
职业健康体检率超过

98.5%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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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EAP项目

EAP网络服务平台 专家现场咨询 EAP培训

提高心理咨询服务效能

助力员工提升应对压力

能力，帮助员工维持亲

情关系

加强EAP人才培训队伍

建设

全年咨询个案341个，咨

询总时长652小时，服务

总时长1,018小时

组织心理咨询专家赴阿尔

及利亚、尼日尔和主要涉

外业务企业，开展危机应

对、压力管理、家庭建设

等专题培训和讲座71场

全年共举办3期EAP大使

培训
全年海外EAP项目

服务总时长1,018

小时

1,018 小时

组织中外员工文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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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成长平台

公司坚持现代企业理念，创新人才成长环境和体制机制，完善培训基地

和培训网络，关注员工在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开展职业生涯设计，努力塑

造创新型员工，为员工实现自我价值提供广阔的舞台。

员工培训

应用现代企业培训理念，我们持续完善培训基地和培训网络建设，按照

知识培训、专业培训、岗位培训、脱产与业余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实行多样

化、差异化职业培训，努力实现员工成长与公司发展的良性互动。

在推进全员培训的基础上，我们重点针对经营管理、专业技术、操作技

能和国际化四类人才成长，实施培训工程。总部重点组织培训2万余人。

经营管理人才

●	所属企业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	公司党校培训班

●	公司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	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项目

●	赴美国GE公司、德国西门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培训项目

●	党建负责人、纪委书记培训项目

●	关键岗位处级干部培训项目

专业技术人才

●	赴清华大学专家自主选修项目

●	主体专业高级技术人才示范性培训

项目

●	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

理培训项目

●	上游业务采油（气）厂长轮训项目

●	赴俄罗斯、德国专家培训项目

●	赴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

进修项目

国际化人才

●	GE青年业务骨干培训项目

●	赴国外项目管理骨干人才、

国际财务管理人才、信息技

术骨干人才培训项目

●	国际化人才“千人培训工

程”培训项目

操作技能人才

●	举办公司职业技能竞赛

●	各类高技能人才示范培训

项目

●	开展“石油名匠”培育工作

高级技能人员和关键

操作岗位员工培训率

100%

100%

一线员工培训率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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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持“以赛促训，训赛结合”，提升员工职业技能和素养。举办2017

年公司四大工种职业技能竞赛，成功承办上合组织国家职工技能大赛和全国石

油石化行业电焊工职业技能竞赛，组队参加国际职业技能竞赛，在全部五个国

际和行业工种赛事中夺得4个团体第一名、1个团体第二名，3人被推荐“全国

技术能手”，6人荣获“行业技术能手”称号，共有27名个人获得表彰。

畅通职业发展通道

公司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建立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

人才选拔机制，努力创造各类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我们重视员工职业生涯规划，努力为员工实现自我价值拓展事业发展空间。

2017年，我们深入推进“专业技术岗位序列”改革工作，持续完善激励机

制，充分释放人才活力，为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独立、畅通、稳定的职业发展

通道。实施操作员工技能晋级计划、创新创效能力提升计划和“石油名匠”

培育计划，完善操作技能人员职业发展通道，弘扬石油工匠精神，引导激励

员工立足岗位干事创业。实施石油科学家培育计划、青年科技英才培养工

程，为创新型人才开辟成长通道。

中国石油大庆油田焊接

选手臧立欢获全能焊接

比赛总分第一

中

国
石油职业技能大

赛

俄
罗

斯
世界技能跨

行

业

技
能人才高科技大赛

上
合

组
织国家职工技能

大
赛

2
0

17
年

中
国技能大赛：

第
九

届全
国

石
油

和化工行业职业技

能
竞

赛
中国石油选手分别荣获

1个特等奖、2个金奖、

1个银奖

中国石油7名选手荣获 

“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

技术能手”称号；辽河

石化等6家所属企业荣

获“竞赛团体奖”

4大工种职业技能大赛 

开展一线创新成果评选

展示活动、开展技术交

流和培训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4个

公司高级技术专家289名

14 个

289 名

技能专家245名

截至2017年底，公司累计建立技能

专家工作室40个

245 名

4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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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技能型人才 科技创新型人才

操作员工技能晋级计划 “石油名匠”培育计划
创新创效能力提

升计划

操作技能人员培养开发

工程，完善操作技能人

员职业发展通道

培育顶级技能人才，发挥高

技能人才引领带动作用

培养高端技术领

军人才和后备骨

干人才

●	规范技能等级设置

●	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	完善技能人才选聘机制

●	启动首席技师评聘工作

●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	选定63人为重点培养对象

●	高端技术研修和职业培训

●	举办技能专家工作室技术交

流活动，组织重点培养对

象跨企业、跨区域和跨专

业开展技术、技能交流

●	加强技能专家和技术专家结

对子

●	石油科学家培

育计划

●	青年科技英才

培养工程

公司共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

院士20名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在职专家489名

20 名

489 名

案例	 成长之星——肉孜麦麦提·巴克

新疆油田少数民族员工占员工总数的25.7%，他们中近1/4成为油田管理人员、技术骨干和技能骨干。肉孜麦

麦提·巴克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肉孜麦麦提·巴克，男，维吾尔族，新疆和田人，是新疆油田的一名采油班班长。23年的职业生涯，他充分

利用公司提供的各种成长平台，在实践中成长。他从不懂汉语的采油门外汉成长为普通话宣传员、培训教练和全

国技术能手，先后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48项，其中省部级以上荣

誉23项，2017年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

他承担起采油工培训工作，培训各族员工超过1万人次，帮助少数民族员工学好汉语、掌握技术。担任采油

班班长后，创新班组管理模式，辖区的综合递减率达9个百分点。自办的“红柳石油网”技术交流网站，访问量

超过40万人次，成为了全国石油工人学习技术、交流经验、共享资料的大平台。

他带领身边技术骨干成立“创新工作室”，围绕生产难题开展技术攻关，取得16项国家专利成果，帮助油田

创造了可观的效益。在他的带领下，所在班组先后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中国企业班组文化建设“十

优单位”中国石油“千队示范单位”“铁人先锋号”等荣誉30余项。

他的成长故事激励了许许多多的追梦人。他向家乡的人们讲述知识的重要和世界的美好，帮助了100多名辍

学的孩子从麦田、作坊、市场重新回到了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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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司太极拳活动让员工在锻炼身体的同时进行文化交流加拿大公司的凤凰龙舟队参加卡尔加里市的龙舟比赛

培养本地员工

公司倡导尊重、开放、包容的文化，坚持“海外人才属地化、专业化、

市场化”，遵循东道国法律法规，制定《海外当地雇员管理办法》，建立完

善员工录用、使用、岗位考核和奖惩制度，努力吸引和培养当地优秀人才，

为他们创建职业生涯成长平台。

推进本地用工

公司积极招聘、培训当地雇员，不拘一格选用当地管理人才，为当地提

供就业机会。海外项目聘用的勘探开发、工程建设、国际贸易、金融、财

务、人力资源管理等当地专业人才已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7年，国际

雇员和本地雇员占公司海外员工比例达到91.6%。

中国石油在哈项目员工本土化超过98%

中国石油在哈萨克斯坦营造友善、和谐、创业的文化氛围，强调

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彼此理解信任，相互

欣赏学习，构建和谐共处的内外发展环境。同时，高度重视对资源国

当地员工的培训，探索融合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哈国培养了一支

专业齐全、结构合理的油气行业人才队伍，在哈项目员工的本土化程

度已超过98%。

2017年，国际雇员

和本地雇员占公司

海外员工比例达到

91.6%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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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多元化

我们充分尊重各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提倡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之间相互交流，理解彼此的价

值观和传统习俗，增强员工的跨文化协作能力。

案例	 中亚管道公司举办塔吉克民俗文化专题讲座

纳乌鲁斯节假日期间，作为“中亚文化巡礼”系列活动内容之一，中亚管道公司为员工举办了塔吉克民俗

文化专题讲座。

讲座以纳乌鲁斯节为切入点，讲解了塔吉克民族繁衍迁徙历史，介绍了塔吉克民俗和节日文化，对中国与

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族群生产生活、文化活动进行了比较分析，使员工深入了解了文化对于政治、社会、经济

的意义。

讲座丰富了海外项目员工的节日文化生活，促使员工进一步了解塔吉克的历史与文化，与当地员工更和

谐融洽地相处。该公司正在编制社科专著《走进塔吉克斯坦》，该讲座为专著编纂提供了有益参考。

2017年海外安保重点举措

不断完善社会安全

管理体系

●	更新和修订体系文件，管理要求更加符合海外项目实际

●	培训社会安全管理咨询师33名，审核师35名，强化各涉外单

位社会安全管理人员的专业技术

加强体系运行效率

的监督和检查

●	完成对26家涉外单位以及62个海外项目的社会安全管理体系

的备案审查

●	对主要涉外单位的社会安全管理体系开展了飞行审核，促进

体系有效运行

海外员工防恐安全

培训

●	全年共组织培训281期，培训员工17,000余人，提高员工应

对突发事件能力

储备应急资源
●	为应对部分地区不断恶化的社会安全形势，在全球范围内组

织应急撤离资源预案，确保项目可以有效应对突发事件

加强管理信息化
●	推广应用“海外风险APP”，提高安全信息的传递效率，通

过人员定位、一键报警等功能不断强化应急管理能力

加强海外安保

我们坚持“员工生命高于一切”，深化社会安全管理体系运行，全面加

强社会安全风险防控，持续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全年杜绝了社会安

全亡人事件。

海外风险预警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