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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与我们的员工

思科的愿景是改变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和娱乐方式。这一愿景的核心内容是，构建一个“提升网络使

用并融合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世界。思科努力营造一种企业文化，以鼓励员工创造更好的业绩。我们提供

具有吸引力而且充满挑战的职业平台，旨在激励我们的员工为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行业做出显著贡献。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鼓励员工发起企业社会责任倡议以及其他活动，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改

善社区生活。

作为思科成员，“利用技术创建更美好的世界”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点。信息与通信技术不仅使人们拉近彼

此的距离，还通过创新的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彼此更融入、消息更灵通，而且联系更密切。当人类距

离拉近后，众多妙不可言的事物就会同时在局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产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的

新网络，为你实现！（The Human Network Effect）”。

我们的使命是为客户、员工、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创造空前的价值和机会，并塑造出最辉煌的互联网未来。

只有不断追求这一使命，我们才能够实现我们的愿景。不论处于何种岗位、职务或职责，所有员工都可以

在其工作范围内担任领导者角色。我们鼓励员工成为其特殊技术领域内的思想领袖，提升公司发展高度，

并为客户、利益相关方和整个行业创造更多的附加价值。

尽管市场局势风云变幻，但是我们企业文化的精髓始终如一。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深深根植于所有的事务活

动以及指导精神。思科的文化中的价值观在我们员工胸牌上得到清晰的体现：客户成功、推动创新、团队

精神、激励自主、开放沟通、诙谐幽默、知恩图报、相互信任、公正合理、诚实正直、相互包容、持续创

新 / 挑战极限、优质团队、不搞技术崇拜（避免采取单一技术方法）、市场转型以及推动变革。这些理念融

入我们的日常工作互动中，构成我们企业日常运作的主要框架。

“十五年前，思科承诺将致力于改变全球人类的工作、生活、娱乐和学习方式。许多人将其视为一个营销口号，但那

是我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今，通过与客户合作，以及努力履行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我们成功在全球范围内兑现这

一诺言。我们还不断发展壮大这一愿景，明确提出‘成为全球最佳企业之一’以及‘服务于世界的最佳企业之一’的

口号。本着这一愿景，我们的员工每天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之中，为他们即将改变世界的事业而奋斗，并倾注他们所

有的创造力、生产力以及个人激情，“超质超量”地完成他们所做的每一项工作。”

— 钱伯斯，思科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版权所有 © 1992-2009 思科系统。本文档为思科公开信息。

2009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第二章：企业社会责任与我们的员工 : 灵活性与信任

灵活性与信任

思科认为生产力、灵活性、信任以及员工流失等因素间存在着相关的关系。因此，我们努力营造一种充满

灵活性与信任的文化，令高绩效员工在为公司创造价值的同时，也能够保证一种平衡健康的生活状态。我

们一方面通过自己的技术营造一种协作式工作环境，另一方面为员工提供自主决定工作方式、工作时间及

工作地点的自由，从而成功实现上述目标。通过这种做法，思科本身就成为一个最好的例证，它充分证明

了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为当今工作环境及员工所带来的变革。

通过思科技术，我们的员工可不受地域影响，实现高效工作，无论他们身处何处，都能够像在办公室内一

样随时获取实时业务信息，并与全球任意地点的同事和客户交换意见。灵活的工作时间表赋予员工充分的

选择自由，令他们协调好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关系。对于有子女的员工来说，这种灵活性使他们既有机会从

事富有挑战性的职业，同时也能享受到充实圆满的家庭生活。而对于有父母的员工来说，这种灵活性使员

工既能尽孝双亲，也能够实现自己的职业抱负。

思科的文化价值观、办公设施、福利待遇以及奖励与表彰机制，都旨在促成“工作与生活共融”。我们鼓励

主管人员充分利用公司资源，帮助员工找到最佳途径，从而令他们每一个人都实现完美平衡。

B2

“作为一个同时是三个孩子母

亲的职业女性，我切身感受到

思科 Virtual Office（虚拟办

公室）所带来的好处。通过高

质量语音及视频，我不必来回

奔波于家庭与办公室间，也能

够成功管理全球团队和项目。

早上接到欧洲地区来的电话，

中午与医生预约门诊，晚上参

加亚洲地区会议，我游刃有余

地“穿梭于各地之间”。我和

我的家人都认为我很幸运，能

够效力于一家真正实现自由办

公 / 生活的公司。”

— Carina Reyes，

     思科运营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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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与信任

2008 年 10 月份，思科进行了一次远程工作人员调查，期间对近 2000 名公司职员进行了深入调查，旨在

评估远程办公对社会、经济以及环境的影响。大部分受调查者认为，由于他们能够在各种不同地点，包括

家里进行办公，他们在工作与生活的协调度、生产力以及总体满意度方面都实现了显著提升。随着现代办

公环境的日益演变及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转向采用远程办公方式，以节省成本、降低碳排放和留

住高级人才。此次调查凸显出有效的远程办公战略为员工及雇主所带来的好处。

虽然远程办公并不适用于所有工作，不过我们发现，企业通过令身处不同地点的人们共同工作，可以将效

率和效益提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事实上，公司每年通过允许员工远程办公，显著提升了生产力，从而节省

了 2.77 亿美元。通过采用企业级远程连接及协作解决方案，例如思科 Virtual Office、思科 OfficeExtend

和思科 WebEx® 等，我们预计，企业、人员以及环境都将显著受益于越来越普及的远程办公方式。

远程办公人员调查结果

思科进行远程办公调查的目的在于考察和评测通勤模式、技术障碍、工作质量及生产力、环境影响和灵活

生活方式的利与弊，以及总体员工满意度。来自亚太地区、新兴市场、欧洲、日本以及美国 / 加拿大五个地

区的 1992 名思科员工接受了该项调查。

调查的主要结果如下：

• 不同的地区，员工往返于公司与家庭之间的平均距离也有所不同，美国及加拿大地区的员工表示，其往

  返于公司与家庭之间的平均距离为 30 英里；   亚太地区的员工每天往返于公司与家庭之间的平均距离为 14

  英里；     日本员工为 26 英里；                                新兴市场的员工为 16 英里；   而欧洲地区的员工则为 46 英里。

• 约有 69% 的员工表示，远程办公提升了他们的工作效率；    75% 的人则表示他们的工作实时性提高了。

• 83% 的远程办公人员认为，在家中工作时，他们与同事之间的沟通与协作能力与在公司中没有什么区别。

• 67% 的远程办公人员认为其总体工作质量得到改善。

• 80% 的人则认为远程办公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 受调查者中有 91% 的人表示，远程办公对于提高他们的整体工作满意度和人才保留率来说是非常重要或

  比较重要的。

• 员工表示，借助远程办公模式，仅每年的燃料成本就可节省 1030 万美元。（由于不必搭乘交通工具上下班，

  思科的远程办公人员在 2008 年总共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约 47,320 吨。）

B3

“在一个市场全球化时代，时

间与空间拉开了人与人以及

工作环境之间的距离。思科

很早以前就意识到，远程办

公和协作技术对于消除这些

障碍十分有效，并将促成

向无边界企业（borderless 

enterprise）的过渡。此外，

我们最近开展的一项研究结

果显示，合理执行远程办公

计划，会增强员工工作与生

活的和谐度以及员工生产力

和总体满意度，从而能够极

为有效地释放员工潜能。”

— Rami Mazid，

     思科全球客户服务

     业务副总裁

http://www.cisco.com/en/US/netsol/ns855/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en/US/solutions/collateral/ns340/ns517/ns430/solution_overview_c22-523307.html
http://www.web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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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是一个融汇了多代人努力以及多元文化的跨国企业。截止 2009 年 7 月，思科员工总数已超过 65,500

人，遍布全球 92 个国家及 372 个地区。约 1/3 的员工就职于公司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总部。我

们的员工拥有广泛而全面的技能组合，总体上可分为工程、销售以及业务支持几大部门。

按工作职能统计的员工人数

思科是整个 IT 行业内员工自愿离职率最低的企业之一。下表为公司在过去五年中的自愿离职率。

员工自愿离职率占员工总数的比例

43%

30%

27%

4.59% 5.45% 4.52% 5.01% 3.22%

第二章：企业社会责任与我们的员工 : 员工人数

思科员工人数

销售

工程

业务支持部门

2005
财年

2006
财年

2007
财年

2008
财年

2009
财年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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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分别从性别及种族角度，阐释了公司在过去四年中所雇佣的员工人数。第二个表格中有关员工种族的

数据仅是美国地区员工的统计数据。

由于经济不景气，各公司纷纷放缓招聘计划，在这种大形势下，思科仍有选择地新增部分员工，以支持我

们在新兴增长领域的投资。通过思科的招聘及面试培训（Hiring and Interview Training ）等项目，我们在公

司外部遴选人才时，得以贯彻包容性与多元化原则，此外，通过我们的“人才连接”（Talent Connection）

计划，我们成功令公司内部人才依据思科的工作重点随时调整自己的目标。

第二章：企业社会责任与我们的员工 : 员工人数

B5

按性别统计的新招聘员工人数 ( 美国以外其他国家 )

按性别统计的新招聘员工人数 ( 美国以外其他国家 )

3, 120     4,982 4,517 2,536

 694 1,029 1,018  484

22% 21% 23% 19%

2006
财年

雇佣员工总数

女性雇员人数

女性雇员所占比例

2007
财年

2008
财年

2009
财年

3,562 5,821 5,441  4,208

1,014 1,712 1,643 1,034

28% 29% 30% 25%

1,642 3, 108 2,838 2, 191

46% 53% 52% 52%

2006
财年

雇佣员工总数

女性雇员人数

女性雇员所占比例

非白种人雇员人数

非白种人雇员所占比例

女性雇员以及非白种人
雇员（男性 + 女性）总数

女性雇员以及非白种人雇
员（男性 + 女性）总数所
占比例

2007
财年

2008
财年

2009
财年

2, 111 3,858 3,533 1,249

 
59% 66% 65%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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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与多元化是思科企业文化不可或缺的支撑理念，也是我们的主要优势之一。下表阐释了我们员工在

多元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思科是一个跨国公司，其员工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下表阐释了思科员工在世界各个区域中的分布情况。

* 在今年的统计数据中，计入了我们就职于墨西哥华瑞兹市制造中心的 4861 名员工，以及在美国亚特兰大地区的 553 名非美国裔科研人员。

第二章：企业社会责任与我们的员工 : 员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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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及少数人种在员工总数中所占的比例

按性别统计的新招聘员工人数 ( 美国以外其他国家 )

女性 女性雇员在全球员
工总数中所占比例

少数人种雇员人数
在美国员工总数中
所占的比例

副总裁级及以上女
性雇员人数在全球
副总裁级及以上雇
员总数中所占比例

副总裁级及以上少
数人种雇员在美国
地区副总裁级或以
上员工总数中所占
的比例

少数人种
( 仅限美国地区 )

亚太地区

新兴市场

欧洲

日本

美国及加拿大

21.80% 22. 10% 23% 23.50% 23.35%

13.20% 14.00% 12.70% 15.50% 15.47%

 42.30% 42.80% 43.70% 44.70% 45.58%

 17.60% 17.50% 15.60% 22.20% 20.8%

2005
财年

2006
财年

2007
财年

2008
财年

2009
财年

    

   

    

    

    

4,411 7,528 9,276 10, 169

1,549 2,406 2,921 7,860 

5,778 6,907 7,604 8,082

1,015 1, 158 1,253 1,278

28,659 33,494 35,832 38, 156

2006
财年

2007
财年

2008
财年

2009
  财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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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机为优势

在经济衰退刚开始时，思科就开始实施一系列计划及政策，以确保能够在经济开始好转时，占据市场领先

优势。作为策略的一部分，我们反复强调了领导层在经济困难时期的重要性，并向思科公司所有的领导

提出期望。我们在公司内部网络中专为管理层创建了一个网站：“学习：为迎接经济复苏的管理（Learn 

About: Managing for the Economic Upturn）。”该网站中详细列出了思科新政策、高级管理层提供的视频以

及一个问答页面，其中介绍了有关“引导员工进行讨论及召开团队会议的最佳方式”的信息等。

思科还成立了 Connected Business Operations Council （连接业务运营理事会），旨在使公司为保持竞争

力所必须维持的两大优势，即创新和卓越运营之间保持平衡。该理事会由思科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度财务

官 Frank Calderoni 和思科公司负责运营、流程与系统部门的执行副总裁 Randy Pond 共同担任主席。该

理事会及其下属的委员会，特别是费用开支管理 / 经营绩效委员会（Expense Management/Business 

Effectiveness Board），经过深入研究公司的费用开支情况，最后得出结论：   我们可通过更积极主动地管理

费用开支，来增强公司的财务稳定性。从本质上讲，这就意味着为公司在短期和长期投资、关注和规避的

活动领域做出深思熟虑、有条不紊的决策。负责变更管理及沟通的团队则通过其所做的工作，确保这一决

策流程的透明度，并保证员工能够认识到所做出的决策对其团队及其本人所带来的影响。

B7

“Connected Business

Operations Council（连接

业务运营理事会）目前肩负

着打造世界一流运营框架的

领导责任，从而令思科能够

迎合全球市场的增长，快速

响应 50 － 60 个新兴增长领

域的需求，推出无数创新而

灵活的业务模式，从而促进

优化运营的实现。公司的每

一位员工都将积极投入并全

力致力于我们企业核心的发

展与壮大。”

—Randy Pond，思科公司负

    责运营、流程与系统部门

    的执行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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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沟通无界限

思科营造一种倡导开放、透明沟通的企业文化，鼓励领导与员工交流公司的战略与方向，并在决策过程中

听取员工的反馈意见。我们将沟通植入我们所有的业务流程中。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建立起信息的及时、

双向沟通机制至关重要。公司采用几种系统化的沟通方法，其中包括定量调查研究，旨在了解员工对职位

角色、职业发展机会、管理、公司形象及广告词、企业文化及价值观、方案倡议以及“工作 / 生活和谐统一”

等方面的看法。

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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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员工动向调查

我们获取员工反馈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就是思科员工动向调查，该调查是一项保密的在线员工调查。过去，

这项调查执行频率不高，参与调查的员工仅是随机抽样选出。但从 2008 财年开始，该调查每年针对全体员

工进行一次。思科的领导层对该调查及其所需资源给予了大力支持。在 2009 年 2 月份进行的调查中，80%

的员工做出了响应，这是迄今为止员工参与度最高的一次，与上一期的调查相比，人数增加了 7%。在本次

调查中，思科被 90% 的受调查者评为出色的工作场所，高于 2006 年的 86%。

今年，思科在员工动向调查中加入了对员工敬业度的考察。思科全新的 10 项员工敬业度指数设定出基准值，

通过向员工提出问题，确定出在七种职业因素中，哪一种将会对员工敬业水平产生最大影响，这七种因素

包括：对员工的尊重、员工发展、表彰、合作、组织的协调一致性、创新和卓越以及沟通。此外，我们还

新加入一个评测员工看法的项目，旨在了解在员工眼中公司管理层对员工福利的重视度。

根据 2008 财年及 2009 财年的年度调查结果，在其他关键方面实现的年同比增长见下图所示。

第二章：企业社会责任与我们的员工 :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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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几种途径，即补充调查、焦点（重点）小组、在主管及其员工间召开结构化评审会议、定向行动

和改进计划以及教练式辅导等进行员工动向调查随访。低分表示某些领域需要“运营委员会”(Operating 

Committee) 多加关注。我们努力通过“快赢”(quick-win) 方法，实现长期与可持续改善间的平衡。而且，

我们坚持在员工间广泛宣传员工动向调查随访活动的必要性，使员工了解到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与我们的完

善措施之间的相互关系。本着思科强调透明性与包容性的宗旨，员工今年将能够在网站上，首次了解到思

科公司及其所有主要职能部门的总体员工动向调查结果。通过公布调查结果，使员工能够了解到其同事的

看法，以及思科领导层在改善员工体验方面的计划。

根据员工反馈，全公司范围内兴起重视员工表彰、嘉奖的风潮。我们重点明确出员工绩效的评估方法、酬

劳的确定方法，以及主管可通过非金钱回报形式提升员工绩效的途径等。此外，员工对上述倡议所表现出

的支持度也逐年提高，“      在过去一年中，我与我的主管进行了一次富有意义的职业发展讨论。”这应归功于在

该领域内实施的跨部门改善计划；   每年约 55% 的员工都与其主管展开一次职业发展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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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会议技术

虚拟或基于互联网的会议技术已成为思科等公司与全球受众互动的一种越来越有效的途径，这些公司具

有地域分散性的特点，并且非常关注由出差旅行而导致的财务支出和环境影响。思科不仅凭借其网真™

（TelePresence） 和 WebEx® 协作产品处于会议技术领域的最前沿，而且思科自身也借助此类技术为公司内

部员工提供集体讨论及工作会议上的便利。

公司全球会议

思科每个季度都召开一次公司会议，旨在讨论财务业绩、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其他与员工息息相关的问

题。这些全球实时会议对全体思科员工开放，他们可通过思科电视端口经由互联网或者使用思科网真

（TelePresence） 协作解决方案亲临会议。此外，思科还提供在线视频回放。全新的虚拟会议格式营造出一

种真实的身临其境的环境，供全球庞大的员工队伍进行实时互动。

该虚拟会议由思科位于加利福尼亚圣州圣何塞市总部的视频网络中心发起。在公司总部，高层管理团队和

一些现场观众汇聚一堂。我们借助思科网真（TelePresence ）技术，在六个远程站点间实现连网，这些站

点将从全球各个地区轮流选取。每个远程站点的观众成员，会出现在视频网络中心的一个超大高清显示

屏上，从而实时参与到圣何塞的现场会议中，这与所有人同处一室的效果相同。数据屏幕上会显示出报

告内容，而且，所有与会者都能够参与到随后的问答环节中。

2009 年，通过思科网真（TelePresence ）解决方案，我们成功地与位于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

迪拜、芬兰、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墨西哥、俄罗斯、新加坡、瑞士、土耳其、英国，以及美国七

个办事处中的员工召开了会议。2009 年 2 月，思科首次在公司总部以外的印度班加罗尔召开了公司会议。

500 名员工现场出席会议，钱伯斯在班加罗尔的会议现场做了专题报告，其他公司管理层成员则在圣何塞

的工作室参与到会议之中。此次会议在与会人数上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超过 1.8 万员工通过虚拟渠道参与

其中，或者通过直播电视形式收看会议内容。这些借助多媒体手段实现的“现场融入式”会议，将为思科

日后召开大型全体会议提供一个范例。

虚拟化管理层会议

通过每三个月一次的管理层会议，我们的管理层可与思科主管人员进行个人层面的互动。长达一小时的会

议为管理层与思科高级领导层的定期会晤提供机会。与会者可就其工作、员工以及个人领导才能发展等提

出具体问题。

2009 年 3 月，思科首次召开了全虚拟化管理层会议。过去，管理层会议通常是在公司会议召开的前一天，

在公司总部的会议室中举行，其中 15 分钟被用作问答环节。如今，通过全新的虚拟模式，来自世界各地的

管理层使用思科网真及电视技术，即可在收看会议的同时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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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会议以传统的讨论模式展开。会议召开之前，我们通过磋商论坛及调查收集主管对会议主题的建议

或意见，在会议上，我们的首席执行官花 10 分钟对收集到的建议或意见做出评述。余下来的时间是由首

席执行官和其他管理人员主持的问答环节，这些管理人员主要是依据与当季度最相关的话题而选择出来的。

对于那些无法实时收看会议视频的主管，问答环节会被录制成视频，并在会议结束后的 24 小时内，在公司

内部网上发布出来。

虚拟化领导层远程会议

思科一年一度的战略领导层远程会议也在今年实现虚拟化。为期两天的会议将所有主管或更高级的员工汇

聚一堂，旨在确立下一财年的发展方向。该会议于每年的 5 月中旬举行，由于下一财年开始于 8 月份，这

为公司领导留出充分时间，从而得以调整原有计划，组织管理层，对优先目标进行重新排序，以及建立愿景、

战略和执行计划等。

除了管理层的主要发言人，该会议还设有分组会议，主要探讨未来一年的重要领域（又称为“全

新增长领域”）、客户细分和领导才能发展等，此外还有旨在增强我们协作式管理模式（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Model）的交流会议。实时互联网电视会议为管理层和主管人员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够就

政策、预算、流程、费用开支管理以及雇佣政策的变更进行磋商。

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一虚拟化会议的有关情况，以下是有关 2009 年 5 月份会议的部分数据：

• 节省了 90% 的旅行时间，每天可为每位与会者节省 11 个小时。

• 思科节省了 280 万美元的差旅和住宿费用。

• 碳排放从 45 吨降至 4 吨。

• 总下载量达到 48,149 次，平均每位与会者下载 15.9 次。

• 在 3200 名与会领导中，484 名参加了“聊天会议”。

• 与会者在 96 个话题讨论区以及 47 个博客中发贴、留言。

• 所有最新信息、网页资料以及文章都在思科公司内部网上公开，这样，所有员工都可以了解相关

   信息，并提出评论及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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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虚拟化管理层会议与

会者的评价：

“在管理层会议中，我感觉完

全融入到与现场与会者的讨

论中，尽管当时我只是坐在

办公桌前，通过电脑观看视

频。”

“非常坦率、透明，这令人

感受到强烈的参与感与归属

感。”

“对于领导层及其坦诚公正，

深感满意。”

“这非常好，我很喜欢这种不

拘礼节的形式，也很高兴看

到我们高级管理层之间同志

般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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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2.0 工具与资源

诸如社交网络、博客、wikis、社区论坛以及媒体等 Web 2.0 技术为公司内部的协作和互动提供了巨大的

机会。利用这些工具，思科企业服务部能够成功提钩具备专长领域定制能力的内部员工引导服务，即被称

作“Cisco Pedia ”的 wiki 技术，以及各种协作式社区。所有这些增强特性都经过系统化的试用及测试，然

后再与其他互联网资源进行整合。

思科协作式社区的一个典型例子是“C-Vision”，C-Vision 是一项内容共享技术，它使员工能够发布多种媒

体格式（视频、音频及图片）的非正式信息。这一工具为内容浏览者和创建者提供一个平台，通过发表评

价和评分等方式进行互动和协作，并通过一种简单而互动的方式吸收他人的知识或技术专长。

卓越沟通中心（Communications Center of Excellence）

思科鼓励员工使用 Web 2.0 社区网站及相关工具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意见。思科也使用协作技术以个人化的

方式及时、坦诚地向员工传达自己的信息，从而在信息获取方面，给予员工更多选择的自由。

卓越沟通中心是一个由员工创建、服务于员工的资源中心，它采用 Web 2.0 技术，提供有关最新工具及做

法的信息，从而在公司内部实现有效的沟通。通过博客、社区论坛以及其他协作技术，员工可组建虚拟团队，

就某一话题或关切问题征集及交换信息。该中心也会为员工提供有关最新协作工具的信息，并提供相关的

培训及指导。

商务型社交网络

以下统计数据充分说明思科员工利用商务型社交网络资源的广泛程度：

• 对外博客：每季度的点击率达到约 200 万，较 2008 财年上升了 20%

• YouTube: 我们最常用的两大渠道之一，2009 财年视频数量达到 1260 个，点击率达到近 50 万次，

   订户人数为 2312 人；去年点击率最高的视频，是介绍思科 2008 年 9 月推出统一通信系统版本 7. 0

  （Unified Communication System Release 7.0）的短片

• Facebook: 思科群和粉丝团总数达 51 个；会员 / 粉丝人数超过 7 万个

• Twitter: 在 21 个帐户中，总共拥有 700 余名拥护者，与上一年相比，拥护者人数在 2009 年 5 月至 6 月间 

   增长了 42% ；思科首席技术官 Padmasree Warrior 名下拥有 69.5 万名拥护者

• Flickr: 拥有 12 个合集和 36 个照片集（相册），主要展示产品 / 技术图片；截止 2009 年 6 月份，图片的总

  点击率已达到 26.78 万

• Second Life: 访客达到 15 万，组织活动 50 余个，客户满意度评分达到 4.5+（总分为 5 分）

• iTunes 播客 : 超过 350 个播客和 20 万以上个视频流，在 iTunes 上的评分达到 5 星（最高分为 6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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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化领导层远程会议

高管人员视频可帮助实现消息的迅速散播，从而促成更敏锐的商务能力，以及在面临变化时更迅速的适应

能力。通过使用思科 Unified Video Advantage 以及旗下纯数字科技公司（Pure Digital Technologies）的

Flip 即按即拍型掌上摄像机等技术，高管们坐在办公桌前即可录制视频发言，并通过电子邮件将其批量发送

给多名员工，或者将之贴到 C-Vision 上，瞬间达到传播目的。 此外， 多数高管人员发言内容都被制作成

录像带，然后被贴到公司内部网上。

除了视频沟通渠道，思科还借助博客和视频博客等有效途径，与员工进行沟通。思科的数位领导都有自己

的博客，并定期通过博客发表评论，主要针对那些令他们以及员工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发表自己的观点。他

们鼓励员工参与到这些讨论中，对博客文章发表评论，或者通过电子邮件渠道给出意见反馈。

思科拥有一个对外开放的官方博客，名为“The Platform”（平台），访问网址为：

http://blogs.cisco.co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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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谈心（Birthday Chats）

生日谈心（Birthday Chats）是思科一贯坚持的一项传统，它为思科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钱伯斯提供

了一个与员工一起庆祝私人节日的机会，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敞开心扉共享信息的机遇。Birthday Chats 每

隔一个月举行一次，它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论坛，员工能够在这里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疑问，并为各种问

题寻求不同的观点或见解。

在公司总部工作的员工可亲临现场或利用思科电视远程参与活动，而位于其他远程地点的员工则通过思科

协作技术参与到活动中。活动结束后，公司将通过内部网向所有员工提供一个按提问编排的完整视频。由

于其规律性和坦诚性，这种谈话活动已成为思科沟通程序中的一个基本要素。

在 2008 年财年，思科在 Birthday Chats 活动中采用短信（“SMS”）移动通信技术。短信调查是一项基

于 Web 2.0 的战略措施，它为钱伯斯在活动中询问全球受众意见提供一个机会，参与者可通过自己的移动

终端，将自己的答复以文本形式进行回复。收到的回复信息主要来自现场的 500 名员工，以及那些通过流

媒体视频及思科电视参与活动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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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主管了解最新信息并参与决策流程

在经济衰退时期，思科相应确定了新的政策与做法，我们主动与主管人员取得联系，帮助他们了解这些变更及其对

公司业务的影响。例如，思科人力资源副总裁 McLaughlin 和财务副总裁 Mick Lopez 通过思科电视组织了两次实时

会议，旨在向主管人员提供有关人力资源以及费用开支管理政策方面的信息，并回答他们相关的提问。2500 多名管

理人员参加了 2008 年 11 月 19 日举行的会议，他们或者亲临现场，或者在会议结束后的两天内通过视频点播形式，

了解了会议内容。在会议过程中，会议组织者总共收到 450 个提问，这些问题被压缩成 60 个具有代表的问题，随后，

这些问题得到 一  一 答复。

在会议结束后通过思科电视进行的调查中，我们收到 600 多个回复。现就从绝大多数的好评中，截取几例：

• “这非常好！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期，我和我的团队都非常欣赏这种主动而坦诚的沟通方式。非常感谢您帮助我们随  

   时了解最新信息。”

• “看到我们的领导以一种诚实正直的方式解决这些眼前面临的问题，我们对自己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深感自豪。”

• “我非常欣赏两位副总裁所表现出来的真诚与坦率。他们非常坦率，当他们不知道答案的时候，他们会直言相告， 并承

 诺会进行调查，为问题找出答案。这就是我们能够信任的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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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的发展与晋升

正如思科在客户需求及市场突变时采取综合化、全方位对策的企业战略一样，我们在员工发展政策方面也

着眼于全体员工：员工会如何为我们的成功做出贡献，他或她在未来将有可能会为我们做出哪些贡献。为

了帮助我们的员工获取到他们发展自己的事业所需要的一切，我们通过培训计划不断提升员工的技能，并

通过创新的学习机会为其个人成长做出贡献。

通过了解作为我们业务支柱的核心技能，我们可调整自己的资金与精力投入方向，有重点地培养员工的相

关技能。这使我们着力培养那些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为他们升迁至更具挑战性的新职位做好职业准备，

从而留住这些重要人才。通过增强员工的技能组合，我们得以实现更成功的创新，并能够更迅捷地对市场

变迁做出响应。

为了使公司的治理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业务，思科逐渐形成一种跨职能部门的领导方法，即“协作管理模

式”（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Model）。我们任命了若干同级别的领导成员，他们可在我们营造的企

业环境中大显身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启动了一些旨在提升领导技能的计划，使他们能够广泛运用

思科的协作技术、社交网络渠道以及 Web 2.0 技术。

B16



版权所有 © 1992-2009 思科系统。本文档为思科公开信息。

2009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高层管理人员的培养

在 2008 财年，我们启动了思科协作领导中心（Cisco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Leadership），旨在通过培

养思科领导层转型，带动思科实现积极变革。它将业界最佳做法与协作技术和思科的思想领导者融为一体，

满足了 21 世纪企业的公司领导要求。我们主要侧重于三个关键领域：    人才战略和规划、高层管理人员评估

和培养，以及组织转型。通过协作领导中心，思科表现出其培养领导层的决心，并将此作为一种吸引和留

住高级人才的策略。通过注重一些关键转型过程，我们为高级管理者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在为组织带来发

展的同时，也为自己铺好了个人发展道路。

高级管理层人才战略和规划

思科明确出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积极成长目标的领导行为。思科领导者培养（C-LEAD）模式定义了思科希望

其领导者具备的素质，以及领导者在相互交往中希望对方具备的素质。它包括五个相互关联的要素，我们

认为，这些要求就是高效领导者所需具备的技能。

• 协作：跨职能部门工作，建立团队，解决冲突，赢得信任并认可他人的出色业绩。

• 学习：发展个人技能以及指导他人。

• 执行：解决问题，做出决策，委派代表，提供反馈并表现出对工作的热情。

• 加速：宣传业务目标，构建职能团队。

• 变革：创造机遇，创新，承担风险，并领导变革。

我们已将 C-LEAD 框架纳入我们的高级管理者任命流程中，以确保管理候选人的领导能力得到正规的评估，

而且，除了与空缺岗位的工作范围及业务关联性，还应将候选人的领导能力纳入考虑范围。思科还使用

C-LEAD 模式对高级领导者的才能进行评测，并基于业务重心和规划创建出深度分析度，从而对领导岗位继

任人选进行评估。每年，基于 C-LEAD 的领导评审流程（Leadership Review Process）所得结果都被提交

给思科董事会，使之对现任领导在战略、组织及运营方面迎合公司未来需求的能力进行考评。

第二章：企业社会责任与我们的员工 :职业发展与晋升

B17



版权所有 © 1992-2009 思科系统。本文档为思科公开信息。

2009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第二章：企业社会责任与我们的员工 :职业发展与晋升

B18

高层管理人员评估和培养

在 2008 财年和 2009 财年，思科将 450 余名高级管理人员纳入高层管理人员评估和培养流程（Executive

Assessment and Development Process）中。思科的高层管理人员评估和培养规划依据个人而定，并得

到扩展性高层管理人员培养及内部指导计划的支持。通过高层管理人员行动学习论坛（Executive Action 

Learning Forum），思科为那些潜力无限的领导人员提供机会，通过让他们负责重要的战略性项目，加快他

们个人事业的发展。该论坛是思科的代表性项目之一，被业界公认为最佳实践，它将一流商学院的教育内容，

引入公司战略性项目的运作中。

高级管理层组织的发展

协作领导中心（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Leadership）计划继续鼓励高层领导人员参与其中，为他们提供机会，

让他们能够在组织层面提供管理咨询，从而始终将人才管理放在企业决策的首要位置。高层管理人员在该

计划的顾问委员会中任职，而且，他们除了任命委员会成员之外，还会在我们的发展计划中传授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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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与员工的培养

优秀的员工需要职业发展空间，他们会不断寻找发挥已有技能和培养新技能的机会。职业发展机会是思科

的一个战略重点，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留住优秀人才，并招聘到能帮助我们在 IT 市场上保持竞争力，且随着

我们改变全球网络的计划不断完善自我的员工。

2009 财年，思科重点促进管理人员和员工的学习与发展，以提升学习成效，并在整个企业内合理利用培

训资源。新成立的学习与培养解决方案小组（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Solutions Group）的工作重点是

培养优秀而且与企业核心业务保持一致的员工，同时提供客户支持方面的培训。该团队的首要目标是满足

思科核心业务的学习需求，同时创建一种能够在全公司内合理分配和利用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的愿

景是把思科的学习与发展方法变成一种全球业务“加速器”，以及我们员工、合作伙伴和客户的一个关键差

异化优势。

目前，学习与培养解决方案小组正在进行学习方式的过渡，从而同时提供传统式培养方法以及非传统、非

正式的学习渠道。以下将对这些关键的培养课程进行介绍。

传统式学习方法

思科管理系列（Management Series）是一个核心课程，如果思科新任主管人员在人事主管岗位上的工作

经验不满 3 年，就要求他（她）必须修完该课程。本课程课时为 16 周，全程分为三个阶段，包括：

• 辅助式电子学习，在思科 WebEx 协作工具的帮助下，将传统的电子学习及精熟测验和讨论结合为一体；

  讨论话题包括合规性（守法）与职业道德、目标设定与授权，提供绩效考核反馈、教练式辅导以及其他的

  核心管理基本技能。

• 为期一周的虚拟学习实验室通过示范、角色扮演以及业务案例研究等方式，帮助管理人员将所学到的知识

  应用到实际中；借助思科 WebEx 和思科网真（TelePresence）协作学习技术，学员们得以就所学知识进

   行操练。

• 通过全方位的 360 度评估（360 Assessment），依据 C-LEAD 框架的规定，对管理人员展现个人胜任力及

   行为的能力进行反馈。

思科领导系列包含四个课程，主要为主管人员提供高效学习体验，从而建设起基本领导能力。课程参加者

的选择依据是，他们的工作业绩、领导能力评测结果以及发展机会等。专门编排的模仿、角色扮演等演练

活动，都反映出思科当前面临的业务挑战和机遇。课程内容是自行设计的，但是其中融入了知名大学和咨

询公司的建议和意见。根据要求，思科的高层管理者需要系统讲授课程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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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非正式的课程学习

思科的“我的学习网络”（My Learning Network）是一个个人化学习解决方案，它采用了最新水平的门户技

术及 Web 2.0 工具，动态式地将所有相关服务和资源融汇到一个“一站式学习站点”，通过该站点，思科的

员工可获得工作所需要的经验和技能。根据用户现在和过去的培训经历，My Learning Network 为他们推荐

课程与书籍等正式的学习资源，以及 wikis 和博客等非正式的学习资源。课程的建议主要依据其他相同工作

岗位的员工所参加的课程。此外，管理人员还可以主动将推荐的课程和相关的技能学习任务，指派给某一

位员工，或者通过网络让整个团队共同学习。

公司内 80% 的知识转移，都是经由在职状态下与同事、专家和管理人员互动而完成的。为了充分利用思科

现有的丰富专业资源，My Learning Network 创建了兴趣社区，旨在满足特殊的学习需求。这些社区有自己

独有的网络空间，通过该空间，会员可随时了解活动与课程资讯，提出建议，并与公司中特定领域的专家

取得联系。

Safari 电子书阅览证

通过与 Safari Books Online 进行合作，思科为员工访问 Safari 的高级参考资料库提供了途径。员工可在现

有资料库的技术与商务类书籍中查找资料，并将书籍添加以自己的“个人书架”上，并根据需要随时翻阅。

My Learning Network 会根据员工的岗位特点，为其推荐 Safari 书库中的某些书籍。这些建议会显示在 My 

Learning Network 主页的个人化电子书（Online Book）部分。

员工敬业度管理团队

2009 财年中，思科建立了员工敬业度管理团队，其目的是评估和完善我们员工的工作体验。该团队的工作

重点是改善工作体验、加快职业发展、扩大管理人员技能组合，以及增强公司的包容性与多元化。为了了

解员工的工作体验，以及提升他们敬业度的动机，员工敬业度管理团队组织了 65 个全球专题小组 ，他们将

对我们眼中“员工敬业度六大决定因素”进行探讨，这些因素包括 ：文化、公司、人员、机会、奖励和

环境。员工敬业度管理团队将直接把报告提交给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进而为其改善人事政策提供帮助。

通过这些专题小组，我们了解到，员工极为珍视他们的同事与领导、思科颁发的奖励以及他们自己的成长

与发展机会。员工对公司以及我们的企业文化，尤其表现出极高的满意度。他们高度评价了思科文化中的

灵活性、能力建设、协作以及他们所从事工作的重要意义。为改善员工在工作场所中的协作以及能力建设，

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并将这些价值观纳入我们 C-LEAD 领导力胜任能力模型中，基于这些理由，

能够取得上述的员工好评，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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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员工处得知，职业

发展对他们而言很重要。今

年，我们将提供指南与模板，

帮助员工制定出明确而有效

的目标，从而与组织目标和

跨职能责任相一致。发展规

划是职业发展的核心，所有

员工都应与其管理人员进行

一次富有意义的对话，以讨

论自己的短期及长期职业抱

负。”

— Susan Monaghan，

    思科人力资源部员工敬业 

    度管理团队副总裁

绩效审核与职业讨论

年度绩效管理（电子绩效管理，或 ePM）审核与发展流程，为思科员工提供了总结过去一年的成绩、确定

下一年新目标的机会。ePM 评估提供了员工和经理间的对话框架，使员工能发现自己的优势、问题和为实

现职业目标所需采取的行动。ePM 流程也是思科整体薪酬回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思科整体薪酬回报是

根据员工对公司所作贡献而奖励员工的薪酬理念。

ePM 流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就员工与其合作人、同事和管理人员进行团队协作的技能和工作表现收集反馈。

该反馈不仅来自于员工所处的工作组，而且也来自其他与该员工定期合作的职能部门与团队，这样，就能

够全方位、完整地了解该名员工的工作表现以及协作技能。

根据我们从员工收集到的反馈，思科重点强调员工在 2009 财年的个人目标和发展规划，而且，在线的

ePM 工具还为员工提供了可用的指南与模板，帮助他们设定目标，并促成员工与管理人员间的对话。

C-LEAD 目标现已作为参考信息被集成入 ePM 工具中，供管理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借鉴。该工具还为所有

人事主管和员工提供包容性与多元化指南，以及针对不同工作岗位所设置的目标。

2008 财年员工动向调查结果显示，员工希望拥有更透明的职业发展路径规划，作为对员工期望的响应，思

科人力资源部门除了年度 ePM 审核之外，再次启动一项年中职业讨论（Midyear Career Discussion）计划。

讨论范围包括工作表现和晋升审核。在 2010 财年，我们计划在更多业务职能部门中推行年中职业讨论制度，

并将在 2011 财年在全公司范围内普及该制度。

依据全新增长领域需要调派人才

思科采取一系列措施，旨在确保公司的战略性关键业务重点领域（全新增长领域）都能够尽可能的配备最

优秀的内部人才，而且，员工的长期职业发展得到“重视除工作经验以外的技能”的内部宗旨的支持。通

过令我们的业务、人才、流程及文化协调一致，思科将占据最有利的位置，从而能够对市场变迁以及即将

到来的经济复苏形势做出迅速响应。

作为我们关注内部人才（ Focus on Internal Talent，简称“FIT”）计划的一部分，在 2009 年财年，我们开

始在全公司范围内启动一个被称为“人才连接”（Talent Connection）的项目，该项目可确保思科将最优秀

的人才资源集中到公司最优先、最重要的领域，并且将为员工在公司内的职业发展提供足够的机会。人才

连接模式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管理人员之间的沟通，他们通过沟通，将确定出某些内部人才的技能是否

与空缺岗位的要求相匹配。人才连接会议借助 Web 2.0 技术，帮助实现跨业务职能以及跨地区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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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连接计划的目的在于：

• 通过管理人员之间的实时对话，为思科最重要的领域迅速调派人才

• 通过提供获取内部职业发展机遇的便利通道，帮助公司留助人才

• 通过提供技能可移植性，支持跨职能部门的人才调配

• 通过向业务重点对准看齐，以及全面了解目前可供支配的人才，快速响应思科在人才供应与需求方面的转变

人才连接计划将在思科员工的职业生涯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技能可移植性拓宽了现有内部机遇的类型。

人才连接计划并不仅仅依据工作岗位的职务和类型分配人才，还主张以一种能够充分发挥员工技能和经验

的最佳方式去配置人才。这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工作分配可能性，同时也拓宽了他们的职业发展路径。此外，

人才连接计划所分配的大多数工作都跨越了不同的业务职能部门，所以在向公司各个领域输送内部人才的

同时，我们也促进了新方法以及创新思维的融入。

“当人们进入一个新的工作

岗位时，他们通常会带来新

的方法。他们更有干劲。他

们更富有激情。因此他们总

是能越过障碍达到下一阶段。

作为领导，我们应鼓励员工

寻找新的机遇。”

— Frank Calderoni，

   思科高级副总裁兼首度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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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与多元化

在思科公司，包容性与多元化是一种业务需要。员工的个人身份、国籍、性别、工作方式、生活方式、观

念以及期望各不相同。一个多元化的员工队伍使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全新的理念、推进更佳的决策制定，并

使公司能够融入各种不同的客户和文化，因此它为我们带来了竞争优势。

我们努力营造一种文化，使所有员工能够为公司贡献其全部潜能，帮助思科实现愿景与目标。但是并不仅

仅是多元化令我们的公司变得强大，还有我们充满包容性的做事方法，正是通过这种方法令我们走到一

起，携手合作和创新。我们的文化确保了更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都有其容身之地，这样我们便创造出最佳、

最具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我们相信在整个组织的所有级别内，将技能、经验和观点的多元化原则融入我

们的文化，这一点至关重要。

观看思科关于多元化主题的视频。

B23

思科的“你是谁”（Who You

Are）活动

作为思科员工，我们不仅自

不同的国家，我们还有着不

同的背景、性别、年龄、种

族和能力。事实上，我们每

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独特的

人生哲学。

2008 年，思科启动了“你是

谁“（Who You Are）活动，旨

在展现思科员工队伍的多元

化特色。活动中，来自全球

各地的 50 余名员工的个人

资料得到展示。所有思科员

工都被邀请分享他们的经历：

他们独一无二的技能组合、

个人观点以及经验如何令思

科成为一个出色的工作场所。

上述员工的个人资料成为思科

的广告宣传亮点，如需获取详

细资料请访问

www.cisco.com/go/diversity。

http://www.cisco.com/go/diversity
http://www.cisco.com/assets/csr/wmv/Diversity.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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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计划

为宣传包容性与多元化理念，思科实施了各种计划，并提供大量的教育资源。在个人层面，所有思科员工

都要求订阅《思科行为规范》。该规范除了提供有关道德行为及尽职尽责方面的信息，还包括一个有关“尊

重他人”的章节，主要围绕骚扰、歧视、包容残障人士等主题展开。本行为规范是整个公司范围内多元化

认知与培训的“基准值”。此外，作为职前培训的一部分，新员工也将接受包容性与多元化培训，每一位新

入职者都将收到一封欢迎礼袋，其中包括一份鼓励他们通过“新员工网络”（New Hire Network）以及其他

员工资源团队参与到多元化活动中的邀请函。

2008 财年，我们在 ePM 年度员工考评表里加上了具体的包容性与多元化目标，以鼓励所有员工为营造一

个开放而多元化的企业文化做出贡献。由于 ePM 评分是确定员工薪酬、晋升以及发展机会的重要工具之一，

所以，在绩效审核流程中加入对包容性与多元化的强调，会有助于将这些价值观渗透到公司的各个层次上去。

包容性与多元化专题讨论会

本着发展包容性企业文化的战略，同时也为了鼓励思科更多的领导以及员工参与到我们的多元化努力中，

我们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包容性与多元化专题讨论会。2009 年的专题讨论会通过虚拟手段举行，从而使该会

议首次实时面向思科全体员工。

思科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钱伯斯和公司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 Brian Schipper 双双就“包容性企业

文化如何令思科从竞争中脱颖而出并帮助释放员工潜能”一题发表了演讲。思科派出 20 名高层管理人员参

加了这为期一天的专题讨论会，此外公司外部的专业人士也参加到了这一活动中。员工可亲临在加利福尼

亚州圣何塞市公司总部举行的互动会议，也可以通过思科电视或思科网真（TelePresence ）从世界其他地

区远程参与到会议之中。

包容性与多元化领导会议

我们认为，为了实现我们的多元化目标，所有的管理人员都必须接受基础培训，从而在雇佣高级人才的同

时，也在其工作组中建立并坚持多元化理念。在思科一年一度的战略领导远程会议（ Strategic Leadership 

Offsite）上，钱伯斯鼓励公司所有主管或以上级别的领导，积极参与到名为“营造包容性文化，吸引、培

养并留住各色人才”的包容性与多元化主题会议中。本会议强调，我们企业文化的包容性与多元化特性将

帮助我们保持竞争优势，并令我们为即将到来的经济复苏做好准备。

第二章：企业社会责任与我们的员工 :包容性与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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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企业或组织机构来

说，包容性与多元化都将是

一个关键优势。它不仅会带

动创造与创新，在困难时期，

它还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分

因素，所以，我相信，大家

最需要的就是包容性与多元

化。”

— 钱伯斯

     思科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

     席执行官

http://investor.cisco.com/documentdisplay.cfm?DocumentID=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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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会议还集中探讨了一套循序渐进且可行性强的做法，这套做法可帮助思科领导招聘及培养人才，组建一

个多元化员工队伍。通过会议众多领导人员将了解到思科的多元化特色如何为客户成功做出贡献，他们为

何需要肩负起营造包容性文化的责任，以及他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以实现这一目标。值得一提的是，会

议还将“释放新员工力量”解决方案纳入议程，该解决方案旨在通过对跨文化、跨时区型“虚拟团队”的

管理，以及新老多代员工间的协作，释放新员工的力量。

招聘及面试培训

2009 财年，我们推出招聘与面试培训项目，旨在帮助管理人员及招聘人员掌握有效的面试技巧。培训内容

包括依法招聘、求职者遴选流程遵循包容性与多元化原则，以及预测面试者未来的工作表现等。所有管理

人员及招聘人员都必须接受这一为期半天的在线培训，强烈建议那些协助面试求职者的非管理层员工也一

同接受这一培训。

提高对多元文化的意识

思科的全球包容性和多元化委员会（Global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Council）在 2009 年 1 月推出多元文化

多世代工具包（ Multicultural Multigenerational Tool Kit）。该资源通过网络渠道向全球开放，旨在为个人贡

献者及管理人员提供信息和资源，使他们能够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段的员工合作愉快。通过该工具，

员工在与同事互动或者与思科的客户、合作伙伴和供应商打交道时，都能够加深对多元文化和不同年代背

景的人的了解。

GlobeSmart 是另一款基于 web 的工具，它为员工获取广泛资源提供了快速而便捷的渠道，从而了解到如

何与全球不同国家中的人进行高效商业往来。该工具由 MeridianEaton Global 公司开发，主要提供介绍 40

多个国家文化方面的信息。

在招聘流程中消除偏见

为表彰思科在招聘以及绩效考评流程中消除偏见的努力，全美女性商界领袖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Female 

Executives，NAFE）将思科评为50强企业之一。全美女性商界领袖协会在报告中写道：“很少公司会关注这一重要领域，

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但是，我看们到，思科公司在这方面做了非常令人钦佩的工作。”

思科公司全球多元化和包容性高级总监Marilyn Nagel指出：“针对不同性别的员工，我们有不同的绩效考评流程，而且，

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员工，我们也会对其进行有区别性的面试。我们不会因为某个亚洲求职者的谦虚中庸、

不与你进行目光接触，或者不轻易炫耀自己的辉煌成绩，而 pass 掉一个出色的女性应试者。”

Marilyn Nagel 介绍说 ：“作为消除偏见的第一步，就是在每一个负责面试的团队中，都为一位女性或者有色人种员工

留有一个席位，这样，我们便能够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也不会依据单方观点下判定。所以，我们会令每一个人都明白，

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观念，其次，你可以通过某些做法消除这些影响：从文化角度研究某

一特定人群的性格特点，并强调录用那些外貌与我们有差异的人所带来的巨大价值。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得以使文

化发生了转变。”

第二章：企业社会责任与我们的员工 :包容性与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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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女性员工的职业发展

思科推出若干计划，旨在促进女性员工的职业发展，并发掘她们的潜能。2009 财年，Compass Series

为高级管理人员提供了有关办公室体制的知识讲座，以及有关社交网络和 Your Career（你的职业）的讲

座。女性员工行动网络（Women’s Action Network）是位于圣何塞一个员工资源团体，由该团队实施的

Executive Shadow Program（高层管理人员影随计划）为思科那些具有极高潜力的女性员工提供了机遇，

使他们有机会与高层管理人员密切合作一天。

2007 财年，思科全球策略和管理高级副总裁 Laura Ipsen 组织成立了思科女性员工咨询小组（Women’s 

Advisory Group），旨在进一步关注思科女性员工的问题。该组织的目的为女性员工的问题提供法律支持，

以及为思科的包容性与多元化委员会提供建议。该咨询组在委员会宏观战略与全球基层性妇女组织的特殊

需要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它由来自各个不同组织、不同地区以及处于不同任期、不同级别的代表组成，旨

在确保从丰富的多元化视角看待问题。

思科与多个致力于促进职业女性晋升与发展的组织保持着关系，其中包括 Anita Borg 女性和技术研究所

（Anita Borg Institute for Women and Technology，ABI）、Catalyst、工作 - 生活政策中心 (Center for Work-

Life Policy)、女性企业家及执行主管论坛（Forum for Women Entrepreneurs & Executives）、加州专业职业

女性协会（Professional Business Womenof California）和《职业母亲》杂志。

包容性倡导计划

思科最近启动一个领导人员发展试点项目，名为“包容性倡导计划”，其目的是为全球多元化特色的高潜力

员工提供更多的晋升机会。该计划利用协作性网络技术，在员工以及公司领导之间建立联系的桥梁，这些

领导能够为员工提供职业支持，但是通常他们彼此间不会进行很多接触。

第二章：企业社会责任与我们的员工 :包容性与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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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nitaborg.org/
http://www.cataly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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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we.org/
http://www.pbw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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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资源团体

思科通过员工资源团体等协会性组织鼓励员工的多样性，并为员工提供发展与成长机会。这些团体帮助强

化了我们对员工的重视，使他们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该团队还帮助营造一种更具有包容性及创新

性的环境。正是因为我们重视那些令每一个人与众不同的差异化特色，我们才能够提升个人及团队的绩效、

生产力和满意度。

除了为员工提供社交互动机会，以及为员工的职业发展提供协助，员工资源团体还在思科总体商业计划中

发挥关键的支持作用。每个团体都寻求机遇建立更强大的业务伙伴关系，以及招聘优秀的员工。此外，这

些团队还参加教育及社区介入性活动。

思科在全球的几个员工资源团体拥有多个分会组织。员工可根据自己的意愿，加入一个或多个组织。目前

为止，已建立的组织包括：

• 思科亚裔网络（ CAAN）：提供一个旨在建立职业社区的论坛，重点关注全球亚裔员工的利益

• 思科黑人员工网络（ CBEN）：为非洲裔美国人营造一个环境，旨在促进他们的业务卓越性、职业发展和社

  区参与

• 拉丁美洲员工网络（Conexion）：为人们的联系提供渠道，从而促进他们的职业发展、社区及教育服务

  的普及，以及思科业务目标的实现

•有经验影响者网络（Experienced Influencers Network）：从那些出生于战后“婴儿潮”以及处于职业生涯

   晚期的老员工身上，学习知识、价值观以及领导能力

• 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人和支持网络（Gay Lesbian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Advocates 

   Network）：为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人创造一种氛围，使他们都能够得到接受并融入

   思科大家庭，而且，他们为公司所做的贡献，以及他们的当地和国际社区都能够得到重视。

• 印度员工网络（iCON）：为思科印度社区的联络提供一个渠道，促进员工的专业发展和联系交往，带动业

  务增长，推广思科品牌，从而推动业务目标的实现，并回报有需要的社区

• 中东包容性和多元化网络（MEDI）：旨在最大限度发掘中东员工及其职业生涯的无限可能性，扩大社区的

  发展，促进思科与社区的业务伙伴关系，并收集有关本地区的统计数据，为业务规划提供帮助

• 新员工网络（NHN）：促进领导力及专业关系的发展，并分享经验，使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新员工能够在

  思科取得成功

•思科残疾人关爱网络（CDAN）：主要是那些有残疾障碍、有残疾朋友或对此方面关心的员工

• 服役人员、退伍军人和家庭支持团体（SVFSG）：将服役人员、退伍军人和家庭成员的经验、价值观和知

  识与思科社区的经验、价值观和知识融为一体

• 妇女技术行动网络（WTAN）：为思科女性技术员工的技术及职业发展提供一个论坛，旨在通过为这些员工

  提供与思科社区和其他工程师合作的机会，为那些对工程设计感兴趣的女性员工提供支持

• 妇女行动网络（WAN）：通过全球 24 个国家的分会组织，提供网络交流、指导及职业发展资源，助力女性

  员工获得专业方面的发展

第二章：企业社会责任与我们的员工 :包容性与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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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资源团体发展系列活动

员工资源团体发展系列活动是我们多个员工资源团体（ERG）联合举办的季度活动，主要旨在培养领导能

力。每个季度，都会有几个员工资源团体负责协调演讲人、后勤和通信，以及其他活动。思科的全球包容

性和多元化团体与其他员工资源团体合作，为每次活动提供预算，并在活动规划期提供指导和建议。在活

动结束后，公司都会发布活动视频供大家观看。这些活动不仅邀请员工资源团体成员参加，还包括众多始

终致力于多元化的核心职能团队，如技术开发部门，以及客户支持部、财务部、运营部和销售部等。

第二章：企业社会责任与我们的员工 :包容性与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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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的黑人员工庆祝他们自

己的节日

2009 年 2 月，思科黑人员工

网络邀请资深公民权利律

师 Fred Gray 作为其每月特

邀演讲人，从而以这种方式

庆祝“黑人历史月”（Black 

History Month）。Fred Gray

曾是马丁 · 路德 · 金和民权运

动先驱人物罗莎 · 帕克斯的律

师，他以“美国社会结构的

今与昔”（The Social Fabric 

of America, Then and Now）

为题发表了演讲。

参与者可身临活动现场，或

者通过思科电视参与其中。

为了庆祝这一节日，思科的

自助餐厅特意准备一些象征

五个地区的主菜，以及一些

与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有关的

菜肴：克利欧 (Creole) / 卡郡

（Creole）、加勒比地区、东 /

南部非洲、西 / 北部非洲以

及美国南部（“黑人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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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福利待遇及政策

除了为促进包容性的项目和团体提供赞助，思科还将这些价值观融入我们的福利待遇以及公司政策中。例如：

• 同性纳税均等：   我们为思科领导在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人 ( GLBT ) 问题方面的立

  场感到自豪。我们将继续为全体员工提供支持，不计较他们的性取向、性别认同或表现。多年以来，思科

  为所有夫妻提供福利待遇，不论他们婚姻状况如何，即使是同性夫妻也一样可以享受该待遇。根据美国地

  税法 ( Internal Revenue Code ) 第 152 条规定，如果员工的家庭伴侣不是符合规定的家属人选，员工必须 

  用收入抵消提供福利待遇所花费的成本，这将花尽这些员工的实得工资，而那些婚姻得到联邦认可的同事

  就不会面临这种状况。2008 年，思科宣布，对于那些家庭伴侣不符合联邦第 152 条规定的同性伴侣，我

  们将对为员工提供福利待遇的税后成本影响实行均一化政策或进行相应调整。

• 未婚再投资纳入 401( k ) 计划：思科对其面向美国地区员工的 401( k ) 退休计划进行了调整，从而将（为

  推迟纳税而进行的 ) 未婚再投资纳入计划范围，不仅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人 ( GLBT )   

  员工的家庭伴侣可享受这一计划，而且所有员工的家庭伴侣都可以享受该待遇。这样，我们就在法律允许

  的限度下，为所有员工的家庭伴侣提供了配偶级的待遇。

• 面向变性员工的医疗福利待遇 ：思科最近对其员工福利政策进行了改革，旨在令公司变性员工和性别转化

  型员工也享受到特殊医疗福利待遇。

• 安全出差旅行 ：我们对公司旅行政策进行了完善，以确保我们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

  人员工在出差旅行时的安全得到保证。根据该政策，如果员工认为他们去某一国家出差时，人身安全会受

  到威胁，那么他们有权利拒绝出差安排。

第二章：企业社会责任与我们的员工 :包容性与多元化

B29



版权所有 © 1992-2009 思科系统。本文档为思科公开信息。

2009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其他多元化成绩

2009 年，钱伯斯与其他六位首席执行官一同荣获 Diversity Best Practices 颁发的“首席执行官多元化领导

才能奖”。这一奖项每年颁发一次，获奖者是那些在其多元化努力中融入企业愿景、大力倡导晋升机会平等

并受到员工推崇与尊敬的首席执行官。

一直关注多元化和商业的《Diversity》杂志将思科公司评为“2009 年最值得关注的 25 强企业”(Top 25 

Noteworthy Companies) 以及“2009 年全球支持多元化、残障人士以及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

者和变性人的十大企业之一”；该杂志基于多种理由，对思科进行了赞扬，这些理由包括：思科强大的员工

资源团体以及多元化委员会；发挥我们多元化员工的优势，从他们那里获取有关“如何与公司越来越全球

化的多元文化客户打交道”的灵感与指引；为残障员工和拥有残障家属的员工提供卓越的福利待遇。

《职业母亲》杂志将思科评为年度“Top 20 多元文化女性员工最佳企业”，以及五大“最佳表现企业”之一。

该杂志表示，多位有色人种女性在思科公司担任显要职位，例如，首席技术官 Padmasree Warrior 和思科

以太网交换技术组高级副总裁 Judy Lin。此外，思科再次成为 2009 年“国际妇女日”的赞助商，这一全球

庆祝活动的主题是“妇女在过去、现成和将来取得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成就”。

澳大利亚最大的视障人士服务性组织 Vision Australia 在其年度奖励计划中，向思科的亚太及日本技术服务

团队授予该奖项大企业类别的“杰出贡献奖”（Making a Difference）。Vision Australia 主要提供生活技能、

就业服务、培训、移动技能及其他服务。该奖项主要授给那些长期关注视障人士需要的组织、个人和社区团体。

思科在 2009 财年荣获的其他奖项包括：

• 被《西班牙工程师与信息技术》杂志评为“2008 年西班牙最受推崇的企业”

• 被《美国黑人工程师及信息技术》杂志评为“2008 年最受黑人推崇的企业”

• 被道德村协会（Ethisphere Council）评为“2009 年世界最具业务经营道德规范公司”

• 思科工程部副总裁 Ana Pinczuk 被《Profiles in Diversity Journal》评为“最值得关注的女性”

• 思科首席技术官 Padmasree Warrior 被《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评为全球企业“最值得关注

   的 50 位女性之一”

• 被 DiversityBusiness.com 评为在提供多文化商机方面表现最卓越的美国公司之一

• 被《Careers & the disABLED 》杂志评为“2009 年最出色的雇主企业 50 强”

• 思科企业公关部门高级副总裁 Blair Christie 被《职业母亲》杂志评为“最出色的 30 位职业母亲之一”

• Padmasree warrior 在 2009 年女性企业家及执行主管论坛上，被授予“最具智慧发言”的荣誉

• 思科公司全球供应商多元化发展总监 Denise Coley，被《Diversity Plus》杂志评为“2009 年全球最具多

  元化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第二章：企业社会责任与我们的员工 :包容性与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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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进军的每一个市场，

思科都力争成为数一数二的

领先者，如今，在包容性与

多元化领域，我们同样做到

了这一点，因为 John（钱伯

斯）和公司领导层正努力在

我们所有的日常业务运营中，

大力推行包容性与多元化原

则。”

— Marilyn Nagel，

     思科全球多元化总监

     （Chief Diversity Officer）

http://www.summit.diversitybestpractices.com/awards
http://www.diversityinc.com/
http://www.workingmother.com/?service=vpage/106
http://www.internationalwomensday.com/
http://www.visionaustralia.org.au/
http://www.hispanicengineer.com/artman/publish/index.shtml
http://www.blackengineer.com/artman/publish
http://members.ethisphere.com/
http://www.solon-ohio.com/diversityjournal
http://online.wsj.com/home-page
http://www.diversitybusiness.com/DefaultNetscape.asp
http://www.eop.com/cd.html
http://www.workingmother.com/?service=vpage/106
http://www.fweande.org/
http://www.diversitypl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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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多元化

在我们的价值链中提倡多元化，是一个明智的商业策略。思科致力于与多元化以及小型的供应商合作，以

建立并保持我们的竞争优势，同时为地区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与多元化以及小型供应商的合作关系使

思科有机会接触到全世界的技能，进入全球市场，以及获得各种各样的视角和经验。这些合作关系也提升

了社区的经济实力，并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增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企业社会责任与我们的价值链部分。

第二章：企业社会责任与我们的员工 :包容性与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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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无障碍

思科致力于设计出令残障用户也能够轻松使用的产品与服务。自 1999 年起，我们大力提倡及采用能够

提高用户获取便利性的技术。通过让所有员工能够使用有助于工作和沟通的工具，能提高一个组织的

工作效率、响应能力，以及吸引、留住最优秀的人才的能力 ——     无论他们是否存在生理上的残障。它还有

助于提高组织为一个特殊的客户群体提供服务的水平，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增加收入。思科的易用性团队

（Accessibility Team）监督并确保产品及服务持续满足思科的易用性标准和全球各地的相关法规，并向思科

的企业质量管理和认证部门报告。

思科易用性计划

思科在 2004 财年启动了易用性计划，以确保残障用户能够方便地使用我们的产品、设施、网络和文件。

截止到 2009 财年，易用性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思科的所有业务部门、附属机构和收购企业。我们总共为

8000 多名员工提供了易用性培训。

2009 年财年，我们完成一个易用性部署计划，范围覆盖 WebEx、Jabber、Navini 和 Nuova 等被思科收购

的组织以及几个思科原有的 IT 部门。本部署计划包括易用性意识的提高，以及有关“如何达到产品易用性

标准，并为产品建立易用性路线图”等指导说明。此外，还为工程师、质量保证专员、产品经理、界面设

计人员以及可用性 / 文件管理专员等提供易用性培训。

为了适应 web 技术的发展变化，我们在 2009 财年起草了新的 web 设计要求，并将易用性纳入要求范围。

思科《Web 易用性设计要求》中详细介绍了基于 web 产品的易用性的设计方法，包括 web 站点及富媒体

互联网应用。这些要求还包括指导方针、技术以及测试标准。在 2009 财年，我们为 300 多个客户咨询提

供了有关思科产品、培训及文档的购买和部署方面的帮助。

为了帮助将易用性传达给思科的销售人员和经销商，我们的思科销售易用性拓展计划提供培训课程、产品

演示、白皮书以及其他相关的支持。在 2009 财年，全新的课程内容将重点放在万维网联盟（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与 Web 易用性内容 2.0（Web Contact Accessibility Content 2.0）要求的集成上，以

及全新的测试工具和辅助技术方面。

第二章：企业社会责任与我们的员工 :包容性与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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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用性合作伙伴

思科与我们的供应商密切合作，以改善我们产品的易用性和可用性。例如，思科通过与 Tenacity 合作，将

Tenacity 的 accessaphone ™ (AAP) 认定为思科首选解决方案。Tenacity AAP 使用户能够通过其个人电脑

键盘直接操控电话，并将“文字转语音”功能融入来电显示、等候接听、语音邮件通知以及未接、已接或

拨出电话中。该产品还可以兼容目前最新的语音识别软件，使那些行动不便的人们能够通过语音命令操作

与控制电话。

思科的另一个易用性合作伙伴——ARC Solutions 可提供一个话务台，通过语音屏幕阅读器帮助那些有视力

缺陷的用户完成工作。这使用户能够通过“文本转语音”功能或盲文点触设备获取到显示在屏幕上的信息。

符合并制定标准

思科参加了国际通信联盟、国际工程任务组和电信行业协会中负责制定易用性标准的各个委员会。我们要

求所有设备都符合美国电信法第 255 节中的“保护残障美国人法案”，以及英国的反残障歧视条例的规定。

我们的产品还符合《美国康复法案》第 508 节和类似法规的规定。我们还参与了旨在帮助美国无障碍委员

会修改和更新第 508 节要求的活动。

在公司内部，思科的员工内联网遵循了 Web 易用性计划的要求。这是一个独立的联盟，致力于与全球各地

的组织合作，开发有助于为具有特殊需求的人员提供 Web 访问能力的战略、指引和资源。

未来规划

我们在 2010 财年的目标包括：

• 将易用性计划推广到我们最近收购的公司和附属机构。

• 针对易用型互联网应用，为 web 开发人员完善相应的培训课程，包括测试方法。

• 扩大销售易用性拓展计划覆盖面，继续巩固我们对思科销售人员的教育成果，使他们了解到易用性的影响

   与重要性。

第二章：企业社会责任与我们的员工 :包容性与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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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福利

思科提倡益生健康的文化，使员工及公司共同为促进长期福利及疾病预防的计划投资。思科的工作 / 生活资

源、计划以及家庭服务着眼于员工的需要、期望和方便性。我们还积极实施各种计划，帮助员工处理好由

当前经济形势所引起的压力。在过去的一年，思科加大了对员工健康、家庭资源、财务状况、教育及晋升

机会和工作 / 生活平衡计划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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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Connections Center

2008 年 11 月，思科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 LifeConnections Center 正式开放，它是一个集幼

儿园、健身中心和员工医疗中心于一体的设施。这一新开放的中心将我们圣何塞学习中心现有的两大员工

福利待遇融为一体：健身中心和幼儿托管。此外，它还加入了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综合医疗中心，该

中心可提供全套的医疗服务。该中心以其提供的可持续发展建筑实践案例以及健康工作环境，荣获金级

LEED（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奖） 认证。

LifeConnections Center 为员工及其家属提供方便获取的全系列健康与全面护理。对上班族父母来说，思科

为他们提供现场幼儿托管机构、医疗服务和健身中心，很少有其他公司会提供这些福利待遇。

在开幕仪式上，思科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 Brian Schipper 表示：“我们的员工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我们很

高兴，能够为他们营造一个更灵活、健康且更富有成效和创新性的工作环境。”

LifeConnections Center 也是主管人员发言中心（EBC）面向客户的一个展示平台，它展示出尖端技术如何

帮助公司创造更高的生产力，并帮助他们从医疗健康方面的投资中获得更多回报，同时令员工在工作与生

活两方面实现更好的平衡。

LifeConnections 健身中心

经过采纳思科员工的意见，并对其他可比公司所提供的待遇进行考察后，思科成立了 LifeConnections 健身

中心。占地 4.8 万平方英尺的健身中心提供运动锻炼、压力管理、一对一个人化教学、团队组建以及社交网

络等。

• 一个专用的循环训练区域

• 负荷训练器械和心肺训练器械，包括个人电视观看站、iPod dock 通用底座和基于 web 的训练活动跟踪功能

• 一个多功能体育馆，可用作篮球、羽毛球和排球场地，以及小组会议及活动中心

• 两个多人健身房，可在其中教授预先编排的课程内容；员工可使用公司每月补贴的小组健身卡

• 单人男用和女用衣帽间，里面提供沐浴设备、储物柜、湿蒸房、桑拿房以及免费的毛巾

• 单人按摩室和相关按摩服务

该健身中心还提供一个果汁、咖啡饮品吧，一个思科品牌运动器械专卖店，一个乒乓球和桌球康乐室，以

及一个带有隔音室的身心健康中心。每个季度，约有 9500 多人参加 680 多节健身课程。这些课程丰富多样，

包括瑜伽、普拉提、空手道、太极、动感单车以及一系列有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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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全新的 LifeConnections 健身中心开放以来，活跃会员人数增加了 31%，光顾这里的员工总数达到

3300 多人。以下表格详细介绍了参与人数的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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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健身参与度统计

 

34%

23%

32%

20%

41%

29%

平均每日健身人数

健身课程授课

每月健身课程出勤

私人教练

运动参与 ( 外加室内篮球、排球和羽毛球 )

接受按摩服务

活动类型 自 LifeConnections 健身中心
开放以来的增长百分比

LifeConnections 健康中心

在 LifeConnections 健康中心，现场身体条件管理护理人员和健康教练与内科医生和药剂师密切合作，为每

一位患者提供一体化的协同照顾。为改善患者体验，该中心允许员工及其家属通过网络进行预约、使用安

全电子邮件与其医生和健康教练直接沟通，以及访问自己的个人健康档案。无纸化的登记手续仅用不到三

分钟的时间，借助目前一流的技术，即可记录个人信息，并执行电子付费流程。

除了联合健康集团（United Healthcare ）及信诺（Cigna）提供的网络医疗服务，凯萨医疗机构（Kaiser

Permanente）现在也开始在 LifeConnections 健康中心提供服务。医生与患者在一间个人护理病房中会

面，这时，患者的医疗档案会显示在一个纯平显示器上方，供医生参考与补充。根据排程，每次诊病耗时

25 或 50 分钟，这要视患者的病况而定，从而使患者以轻松的心态接受综合全面的诊疗。医生开出处方后，

LifeConnections 健康中心的药房会向员工免费提供一级非专利药物，并以折扣价提供二级和三级非专利药

物。

LifeConnections 健康中心还经常举行面向员工的疾病筛查及健康研讨会等活动，包括癌症筛查、高血压筛

查以及以营养学、生活平衡、 哮喘和压力为主题的研讨会。

整合后的保健中心取得成效

思科工作场所资源部门项目

经理 Phyllis Hootman 表示：

“自 2001 年起，我就成为思

科保健中心的会员，但是，

减肥效果一直不怎么明显。

但是，当配备了最新技术与

设备的 LifeConnections 健

康中心开放后，我再次受到

鼓舞，于是加大了健身项目

的力度，报名参加了一个为

期 12 周的体能训练课。”

她补充道：“健身房中的泰诺

健健身器械拥有一个遥控智

能钥匙，它使我能够跟踪自

己的锻炼进程，这样，我可

以请我的健身顾问为我量身

打造训练计划。根据我的健

身顾问提供的建议，我请教

了健康中心的营养医师，这

样，我便能够遵循健康的饮

食习惯，合理摄入卡路里、

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脂

肪。接受体能训练 8 周后，

我成功轻掉 7 英镑，相当于

全身 5.9% 的脂肪，有效瘦

身 12.75 英寸。”

最后她总结说：“我非常喜欢

健身中心与健康中心的这种

无缝整合。里面的隔音室使

我照常参加公司的晨会，这

样我就不会错过每一次训练

机会。思科的的确确将员工

的健康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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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所日托中心

思科加州圣何塞公司总部于 2000 年成立了思科 Family Connection 日托中心。2008 年 9 月，应员工“开

设更多育儿中心”的要求，思科在 LifeConnections Center 中开设了第二所日托中心，名为“Families@1st”。

过去，Family Connection 日托中心可容纳 400 名 6 至 12 岁的儿童，新增设的日托中心将原有的育儿能力

提高一倍，现在，大约 800 名儿童将在这里得到看护。

除了免费向运营商提供房屋空间，思科还将承担公用事业费、保养及维修费、景观美化、保洁服务、安保、

网络设备及计算机和物业税等费用。那些携子女去出差或者由于幼儿园放假子女无人看护的员工，思科还

专门设立了临时支援性幼儿看护计划。思科还出资为一部分优秀学生设立一个奖学金计划，以及一个由家

长满意度而决定的教师奖励计划。

两所日托中心都根据儿童的不同年龄设置了相应的教室、音乐、体育场和多功能室。附加服务包括寒、暑

假期的幼儿园和学龄班项目，以及各种各样丰富学生假期生活的音乐、舞蹈、体育及语言性活动。

借助思科 TV，家长可从自己的电脑随时查看孩子在日托中心的情况，在全美国，仅有为数不多的日托中心

采用了该技术，思科的 Family Connection 和 Families@1st 就是其中之一。除了这两所日托中心，我们目

前正在印度班加罗尔新建一所日托中心，预计该机构将于 2010 年 1 月份正式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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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Connections 计划

思科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帮助我们的员工营造健康、高效而充实的生活。自 2005 年起，思科 Health 

Connections 就将健康评估、现场体检、健康指导、个人健康管理和健康知识培训等纳入思科大家庭的一

体化计划中。该计划重点强调疾病预防，提倡健康文化，无论员工在家休息还是上班时，都为员工及其家

属提供支持。

HealthConnections 帮助员工为他们自己的健康与福利负起责任。HealthConnections 将所有健康项目集成

入一个大的计划中，为员工提供一系列有关健康的资源及信息，从保健、健康管理以及相关细节，到量身

定制的营养、健康、睡眠、生活平衡、预防保健护理以及健康状况管理方面的资源和信息。

全球 16 个国家内的思科员工将受益于思科的 HealthConnections 计划。在 2010 财年，思科将把比利时、

德国、印度、爱尔兰、墨西哥、南非以及英国纳入该项计划中。2011 财年，继续扩大该计划覆盖面，将澳

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以色列、意大利、日本以及荷兰纳入在内。随着其覆盖规范的不断

扩大，HealthConnections 将为思科在全球范围内的努力提供支持，帮助人们保持健康体魄、改善其健康成

果，更加专注于工作并实现更高的工作效率。

思科在某些个别国家中的机构也实施了自己的个性化计划。例如，思科德国公司举办了健康周活动，重点

是缓解和管理压力。而且，思科德国公司还计划在 2009 年末推出一个 HealthConnections 门户，提供医疗

信息、资源和医疗活动清单。思科中国公司最近在所有思科办公地点实现无烟工作环境，目前，思科中国

公司正在研究一项戒烟计划方案。此外，思科还在中国（包括香港）、爱尔兰、菲律宾、新加坡、英国、美

国以及越南等国的分公司中为员工接种流感疫苗。

个人健康评估

2008 财年，思科针对美国地区的员工推出一项在线个人健康评估（PHA）计划，并提供价值 100 美元的健

康激励奖金，在此激励措施基础上，还为那些听取建议、采取改进行动的员工额外提供 200 美元的奖励。

为了协助员工完成个人健康评估的生物测定部分，思科提供免费现场体检，以帮助员工测定其血压、血糖、

胆固醇以及身体质量指数水平。每年，思科近 55% 的美国员工接受在线个人健康评估，在过去三年中，思

科 70% 以上的美国员工接受过在线个人健康评估。

思科对员工自 2006 年起的健康风险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员工面临的风险状况有了总体的改观。面

临三项及三项以上风险因素的员工所占比例从 2006 年的 19.5% 降到现在的 11.8%，净值降幅达 7.7%。我

们继续对那些低风险或零风险的员工实施早期干预措施，但是，他们仍可以从生活习惯的改变中受益，进

一步改善其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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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对看护质量及便利性的

好评

LifeConnections 健康中心的

一位患者与我们分享了其如

下经历：

“作为思科的员工，我很高兴能

够在思科 Life Connections 

健康中心就医、接受理疗师

的治疗，然后继续在这里恢

复健康，并在这里的健身房中

锻炼体质。这个过程的连续

性以及便利性使我能够迅速

恢复健康，更快地回到工作

中，省却了驱车去预约所花

费的时间。”

“我的理疗师对我扭伤的脚踝

进行了精心的治疗，既加强

了踝关节的力量，也提高我

的关节活动度。她每次为我

的诊疗所花费的时间（一小

时）以及给予我个人的关怀

令我十分感动，其间，她曾

使用超声波帮助我恢复活动

能力。脚踝恢复后，她还指

导我做一些运动，并教我如

何在家中、在公司以及在上

班途中做一些恢复运动。我

想，如果没有这样精心的治

疗，我的脚踝不可能恢复得

这么快，也不可能在活动较

多、工作日程较密集的情况

下，实现如此之高的工作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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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指导

为了对我们员工健康的方方面面进行一体化与协调化管理，思科与 Matria Healthcare（现“Alere”）在

2007 财年开展合作，旨在通过单一服务渠道，帮助员工评估自己的健康风险，并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以

及健康管理计划。思科的健康指导计划的目的是为面临健康风险的员工个人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从而管理、降低或彻底消除这些风险。

健康指导计划旨在帮助员工控制体重、戒烟、锻炼体能、缓解压力、保持健康心态以及对抗糖尿病。截

至 2009 年 5 月，8027 名员工被认定有资格接受健康指导，其中，3548 名员工报名参加了指导计划。有

1342 名员工每人至少接受过一次指导。大多数健康指导都是面对面进行，但位于德克萨斯州理查森镇的

思科员工，则借助理查森镇与圣何塞 LifeConnections Center 间的思科网真技术，以虚拟的形式参与到

计划中。

一位员工表示 ：“我从这些健康指导中所享受到的好处真是一言难尽。指导人员全程陪伴，帮助我实现了

减肥的目标。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成功减掉了近 40 镑，从而能够更好的控制自己的健康状况。但是，更

重要的是，当我由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积极性突然间陷入低谷时，她及时发现了问题，并建议我与我的

医生就某些问题进行沟通，后来我的医生发现，我服用的降胆固醇药物是引发问题的关键所在。我打心底

里相信，多亏了她提早注意到了我的不良症状，我才会逃过这致命的一劫。”

经过对那些参加了 2007 及 2008 财年健康风险评估并接受过健康指导的员工进行研究，我们发现，65%

的员工开始加强体育锻炼活动，62% 的员工增加了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而 64% 的员工也在压力应对能

力方面有所提升。

Healthy Living（健康生活）计划

Healthy Living（健康生活）计划是思科为员工提供的另一个改善健康状况的机会，该计划是一个为期 6 周

的在线养生课堂，旨在帮助员工改变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运动和饮食习惯。该计划专门针对每个员工的

个人健康状况、目标、风险以及偏好而为他们量身打造。此外，思科还面向员工及其家属推出个人健康管

理计划，旨在帮助他们应对各种慢性疾病，如糖尿病、心脏病和哮喘病等。

在所有参加过 6 周 Healthy Living 在线健康促进计划的员工中，47% 的员工开始加强体育锻炼活动，48%

的员工增加了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44% 的员工增强了自己应对压力的能力， 52% 的员工改善了自己的身

体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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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诊所试点计划

思科员工目前正在全力配合一

个试点计划的实施，该计划名

为“思科 HealthPresence”，

旨在借助最先进的思科协作

技术为员工提供远程医疗服

务。在计划的试行期间，在

思科选定区域内的员工可访

问 HealthPresence 虚 拟 诊

所，并就轻微的疾病和损伤

咨询有关医生。他们不仅使

自己受益，同时也为推进医

疗服务提供技术的改革做出

了贡献。

借助思科TelePresence 技术，

HealthPresence 为位于不同

城市的医生和患者提供一个

通过虚拟网络面对面诊病的

体验。由于互联网驱动型医

疗设备已被集成到该系统中，

这些设备生成的身体（例如

生命体征数据等）及诊断信

息随时可用，这更提高了虚

拟门诊预约的直接性和即时

性。

HealthPresence 试 点 计 划

目前已在思科位于加利福尼

亚州圣何塞的公司内得到实

施，按预定安排，该计划于

2009 年 8 月在北卡罗来纳

州研究三角园区（Research 

Triangle Park）中得到落实。

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的城市

将被纳入本计划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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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援助计划

当员工及其家属在焦虑或工作压力缓解、法律纠纷、财务问题或者酗酒和其他药物滥用方面需要帮助的

时候，思科的员工援助计划（EAP）会为他们提供面对面以及在线支持。思科不会对该项服务收取任何

费用，而且将会为所提供的支持保密。

员工援助计划为员工个人、夫妻或家庭提供精神健康、行为问题、人际关系以及生活变故方面的心理咨询。

该计划还会帮助推荐法律专家或财务顾问等。其他服务包括健康促进研讨会、涉及各种身体和精神健康等

主题方面的交互式网络资源、位于公司日托中心的家长资源室、24 小时健康信息热线以及一个完全免费

的资源信息热线。

员工援助计划不仅仅局限于危机干预。该计划还为员工处理好琐碎生活问题提供支持，例如照顾年迈双

亲、送孩子读大学或者计划婚礼等。2009 财年的经济衰退使全球员工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加，为了帮助他

们缓解这些压力，我们通过健康管理服务提供商 Alere 公司，在全球范围推行员工援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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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计划

在公司餐饮方面，思科及我们的餐饮服务提供商 Bon Appétit 公司共同致力于保护员工健康、生活质量和

环境的承诺。我们的餐厅每日提供绿色饮食。其中还包括使用非治疗性抗生素的禽类、产自非笼养鸡的

蛋、清真肉食（达到穆斯林标准）以及具备永续性的海鲜食品和农产品。根据“农场到餐桌”计划，思科

从餐厅方圆 150 英里以内的农场、牧场或渔场处采购食品。我们严格遵循蒙特利湾海洋馆的“看守海鲜”

（Seafood Watch ）计划，以履行我们支持可持续渔业的承诺。

思科餐厅还推出以下计划，以帮助我们的员工吃到合理的饮食，并选择健康食物。

• 责任循环（Circle of Responsibility）：该计划列出一份带有低脂肪、素食、纯素食以及绿色有机特色的

  菜单项。宣传手段包括醒目的教育材料、餐桌“菜单”或餐桌卡、研讨会以及该计划下的“责任循环”网站。

• 对您健康有利的食品（Food for Your Well-Being）：该计划提倡人们食用含有丰富维生素、高纤维或其

   他营养成分的食品。

• 低碳饮食习惯 ：该计划旨在使思科了解食品行业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从而尽力降低思科餐厅的总体

  碳足迹。

• HealthConnections 膳食 ：在思科 HealthConnections 的支持下，每个思科餐厅都会在每天提供一顿达

  到严格营养要求的正餐 ：热量低于 600 卡路里、低盐、低脂肪、蛋白质比例均衡且含复合碳水化合物和

  健康脂肪。这些正餐受到员工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向厨师索要食谱。

• 营养信息指示牌 ：所有食物被添加标签，以方便员工做出就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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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ntereybayaquarium.org/cr/seafoodwatch.aspx
Administrator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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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安全与危机管理

思科的全球安全和业务永续性团队的任务就是，确保思科人员、财产和信息的安全与保密。我们的专家能

保证思科员工每天的安全性，并使员工为紧急事件作好准备，如自然灾害、恶劣天气或紧急疏散等。因为

紧急事件都事发突然，没有预兆，我们认为员工学会如何为紧急事件做好准备、汇报紧急事件、应对不同

的紧急事件和在必要情况下安全撤离某个地区是十分重要的。

全球安全和业务永续性团队在全球设有五个安全和厂区运营中心，它们的任务是，在发生紧急状况下，派

遣紧急事件响应小组并调用当地外部机构前往紧急事件现场，以及为当地员工提供其他安保职能和服务。

此外，该团体还负责评估和降低紧急事件对公司内业务职能以及整个公司的影响。为确保业务职能部门作

好准备，思科成立了一个内部跨职能委员会，来监管规划和响应活动。

思科已建立起完善的危机管理结构，主要由跨职能团队组成，它们的任务是对当地、地区或全球范围内发

生的紧急问题或事件进行评估和响应。位于当地或现场的危机管理团队是一个突发事件管理团队（Incident 

Management Team），它们通常由紧急事件响应团队（ERT）提供支持。紧急事件响应小组由思科的员工

组成，这些员工自愿献出自己的时间，并接受过相关培训，是各种紧急事件的一线响应人员。初始培训包

括心肺复苏和自动体外除颤器（CPR/AED）认证、急救 / 血源性病原体防护认证、建筑物撤离、消防安

全和意外事件指挥系统培训。紧急事件响应团队和其他危机管理团队每年定期举行演习，以确保他们能够

有效应对实际情况。除了紧急事件响应团队，思科还拥有一个等级式危机管理流程，下设公司（全球）危

机管理团队和大区（地区）危机管理团队，主要应对那些需要额外关注与支持的情况。

要了解思科是如何为紧急事件做准备的，流感全球规划委员会（Pandemic Influenza Global Planning 

Committe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作为公司业务永续性规划工作的一部分，思科在 2006 年建立了这个

跨职能型委员会。2009 年 4 月，集团应要求为公司危机管理团队的启动提供支持，从而对全球范围内爆

发的 H1N1 甲型流感（猪流感）进行密切监督并采取应对措施。当时，思科部署了一项集中战略，用以确

保公司能够对全球范围内可能爆发的疫情做出连贯一致的响应，而且，还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该战

略做出相关调整。

欲详细了解思科预防流感计划方面的信息，请参见“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管理”一章的企业风险管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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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危机管理团队的目的是，

确保我们的员工意识到 H1N1 

甲型流感形势的影响以及潜在

影响，并接受过充分的教育，

具备足够的意识，能够为自己

及其家属做出正确的决策。我

们员工的安全永远都是我们的

第一要务，这一突发事件使我

们能够检验自己的计划，并将

其付诸于合理的实施。”

— Debbie Quintana，

      思科安全及保安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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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局部危机的全球响应

思科已建立起完善的危机管理结构，主要借助跨职能团队对影响或可能会影响思科全球任意地区员工的事件进行评

估与响应。2009 年 7 月 17 日，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两个酒店发生爆炸事件。思科在第一时间组建了大区

危机管理团队，团队成员主要由来自思科亚太、欧洲以及美国地区业务职能部门的当地经理和代表组成。

大区危机管理团队从多个不同的可靠渠道收集情报，旨在了解事件情况，并对可能会为思科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估。

我们当时最关心的就是在雅加达地区工作或到当地旅游观光的思科员工，他们的安全与健康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随

后，我们与这些员工取得了联系，并进行了询问。此外。该团队还暂缓了公司派往印度尼西亚出差的员工的旅行日程，

直到他们确定当地局势已经稳定下来。他们接下来又评估了突发事件对思科价值链和客户所带来的影响。

尽管发生在雅加达地区的爆炸事件导致 7 人死亡，50 多人受伤，但是思科在当地的员工、客户以及业务都丝毫无损。

这一危机事件反映出思科在迅速响应并进行跨国界协作以确保员工安全和业务永续性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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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与安全绩效

促进职业健康与安全对于保持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场所不可或缺。我们深知，我们肩负着制定正确的政

策、流程以及支持计划的责任，这样才能将员工在工作场所患病或受伤的风险降至最低。

职业健康与安全（OHS ）由思科环境健康与安全（EHS）部门依据工作场所资源进行集中管理。思科环

境健康与安全（与人力资源和全球风险管理部门协力）为在局部地区实施健康与安全计划提供一个框架。

重点是通过管理控制措施规避并降低职业风险，例如，直接与全新工作场所解决方案的厂区设计、管理以

及发布实现集成的标准、政策与流程等。这也有助于调动全公司上下的员工全部参与到职业健康与安全计

划的制定与监督中。

思科的职业健康与安全计划的目的是，降低员工在工作场所患病或受伤的风险，改善总体绩效，并进一步

调整职业健康与安全做法，使之符合我们的长期业务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的职业健康与安全计划在 2009 财年的工作重点如下 ：

• 设计标准化职业健康与安全流程，并在所有思科运营活动中推行

• 在思科所有运营活动中，降低职业风险

• 改善数据的收集与集成，实现对绩效的跟踪

思科近几年投资实施了各种计划，以降低职业健康与安全风险，以下是思科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

• 职业健康与安全计划 ：所有思科厂区都须符合当地法规与公司倡议中提出的职业健康与安全要求。思科

  对工作场所中的患病与受伤风险进行识别以及评估，然后通过以预防为主的管理制度执行标准化流程，

  这些管理制度都是以降低风险为目的的。由于我们的厂区遍布全球各地，过去，都是由现场经理负责当

  地与大区法规的合规性细节。思科现在对合规性监督这一任务进行集中化管理，使之被提到公司层面上

  来，从而在工具与信息方面，更好地支持当地经理。为了强调我们工作的重要性，思科的环境健康与安

  全团队在 2009 财年对所有思科设备重新进行了风险评估，动用全职员工 50 余名，目的是识别出那些需

  要进行详细的职业健康与安全审查的场所。在 2010 财年，思科将继续集中整合数据，并对场所进行风

  险评估，从而提高所有思科厂区的标准化水平，并实现最佳实践。

• 实验室安全计划 ：由于思科是一个“虚拟制造商”，在制造作业中产生的职业健康与安全风险对思科员工

  而言，并不是一个大问题。思科拥有一个完善的全球适用型实验室安全计划，该计划旨在为实验室员工

  及参观者确保一个安全的作业环境。该计划包括一系列综合指导方针，主要涉及实验室风险评估、虚拟

  网络培训材料以及一些旨在确保实验室风险降至最低的辅助工具。

• 全球人体工程学计划 ：思科通过全球支持服务，尽力减少人体工程风险因素。思科人体工程学计划于

  2006 年在全公司范围内展开，该计划造福于 10,500 余名员工，提供 3000 多次面对面或者虚拟方式的

  咨询服务，它的介入旨在降低眼前面临的风险，并为预防未来受伤事故的发生和缓解员工压力推荐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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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伤致死

受伤与患病率 ( 每 100 名全职员工 )

工时损失事故率 ( 每 100 名全职员工 )

 

107 93 137 145非致命性伤害与患病事故数量

美国与加拿大运营单位 2006 财年 2007 财年 2008 财年 2009 财年

作为对我们网络评估与汇报工具的有力补充，思科在 2009 财年加大了现场支持的力度。有关我们在美国

与加拿大厂区的职业健康与安全运营绩效，见下方表格。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在报告中仅公布了非致命性伤害与患病事故的总数。为了能够更清楚的介绍我们的职

业健康与安全绩效，我们将在报告中详细公布受伤、患病与损失工时性事故案例的发生率。下方表格是我

们在 2009 财年相对于 2008 财年在绩效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受伤与患病率以及工时损失事故率是仅针对

全职员工进行统计而得出的数据。

欲了解更多有关思科风险管理计划的信息，包括防范传染病预备方案等，请参见“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管

理”一章的企业风险管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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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财年 2009 财年美国与加拿大运营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