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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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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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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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