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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負責任的企業公民，中國聯通始終堅持以人文本的發展理念，將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全面發展
作為企業經營的出發點和落腳點。2017年，公司牢固樹立了團隊共進的文化理念，堅持員工與企業共同
成長，切實維護員工的合法權益，建立起溫馨和諧的勞動關係。始終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
共享的理念，積極回饋社會，重視海外履責，不斷增強全社會獲得感，共赴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 重點提升實體營業、呼叫中心、裝維、直銷四支隊伍用工
效率，進一步加強用工規範管理。

‧ 建立健全統一的培訓管理質量評估體系，推進重點群體
及戰略人才培訓計劃落地實施。

‧ 統籌激勵資源，實施全面激勵，着力提升員工獲得感。

‧ 資源分配向劃小單元小 CEO、戰略人才、績優人員傾斜，
體現多勞多得；兼顧公平，重點關注低收入人員。

‧ 完善三級職代會制度，推動各級總經理在線溝通，建立企
務公開發佈會制度。

‧ 探索建立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股權激勵機制。

‧ 着力提升定點扶貧地區的「造血」能力，關愛特殊人群通
信服務需求。

‧ 促進海外機構踐行社會責任，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

‧ 落地實施全面激勵體系，員工職級晉升率11%，薪檔晉升
率23%，重大疾病團體保險簽約率達到92%。

‧ 建設戰略人才隊伍，產生專家人才195人，骨幹人才1492
人，新銳人才2758人。

‧ 建設人才社區和人才管理平台，設立人才孵化基金。

‧ 開辦11期領導力研修班，58期高端技術培訓，176項專業
技能提升培訓，開發線上線下課程84門。

‧ 完善聯繫員工群眾閉環受理機制，深入開展「總經理在線」
活動。

‧ 開展援助西藏和定點扶貧工作，啟動援藏項目52個，撥付
資金0.6億元，努力縮小地區發展差距；針對殘障人士、老
年群體和未成年人開展特色服務。

‧ 強化海外履責，重視海外合規運營、發展本地用工和採
購，開展責任投資，熱心海外公益。

2018年將採取的行動2017年採取的措施

關愛員工成長
員工是企業創新發展的力量源泉，公司以混改為契機，以市場化為核心，推進人力資源市場化體系機制建設，堅定維護員工基本權益，積極
為員工創造安全、廣闊、有愛的成長空間，不斷創造條件提升員工的認同感和自豪感，共同推進幸福和諧聯通建設。

年齡分佈 
 30歲及以下
31-50歲  

學歷分佈 
 研究生及以上 
 本科（含雙學士） 

 51歲及以上     大專
 中專及以下

13 %

17 % 18 %

6 %

24%
70 %

52 %

從業人員（人） 吸納就業（人） 男女比例（男比女） 管理人員比例(%) 少數民族員工比例(%) 離職率(%)

267590 10689 1.48：1 8.44 6.89 1.94

中國聯通員工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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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員工基本權益

嚴格依法用工

• 與員工100%簽訂勞動合同，為員工建立養老、醫療、工傷、生育和失業保險，在自願選擇基礎上為員工建立企業年金保障，實現員工
年度健康體檢全覆蓋，實行員工帶薪休假制度，產假╱陪產假後的員工回到工作和保留工作的比例為100%。

• 注重保障人權，尊重個人隱私，在招聘、晉升過程中，嚴格禁止對員工有任何關於年齡、民族、性別等方面的歧視行為，嚴禁使用童工
和強制勞動。建立員工權益保障機制、暢通員工申訴渠道。

• 公司嚴格履行《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和《勞務派遣暫行規定》等有關勞動用工及員工權益保護的法律法規，持續推進公司用工優化及
規範管理，勞務派遣用工比例降至國家要求的10%以下，基本實現同工同酬，員工滿意度持續提升。

權益保障制度

• 建立集體合同、勞動爭議調解工作檔案管理制度，規範各級公司集體合同簽訂、履行、爭議調解機制、調解隊伍組建、受理員工投訴、
處理勞動爭議及接待來信來訪等管理工作。

• 建立工會與人力資源部門的聯動工作機制，宣貫落實全面激勵新政策，兼顧各項措施的激勵作用與保障廣大員工基本權利的普惠性。
重點關注涉及勞動報酬、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福利、職工培訓以及勞動紀律等直接涉及員工切身利益的各項政策。

保障員工健康安全

中國聯通高度重視安全生產，認真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等安全生產相關法律法規，強化安全生產責任制，推進預案和應
急處置管理與生產經營深度結合，加強應急演練，提升應對能力，防患於未然。開展全系統安全生產大檢查，樹立全員安全意識。開展「身
邊隱患隨手拍」活動，排查隱患風險，進行安全隱患整改工作，為企業營造安全生產的良好環境。公司不存在國家《職業病分類和目錄》所列
職業病危害因素引起的職業病。為減少自然環境引起的有關疾病，針對一些高原特殊地區分公司制定了防護及勞動保護措施，對在艱苦地
區患有高原型疾病的員工給予政策上的照顧及薪酬之外的特殊津貼。

安全生產培訓次數 安全生產培訓覆蓋率37 100次 % 

重視員工培訓發展

完善晉升激勵體系

中國聯通持續健全人工成本資源配置機制，傾斜創新業務領域，落地實施全面激勵體系，提升員工獲得感。

• 持續推進晉升激勵體系常態化運營，2017年全集團實現員工職級晉升率11%，薪檔晉升率23%；

• 深入開展戰略人才隊伍建設工作，遴選產生專家人才195人，骨幹人才1492人，新銳人才2758人；

• 持續強化人才使用效能，建設「人才社區」和人才管理平台，設立人才專項孵化基金，「人才社區」總用戶達到6.2萬人，積分達213.6萬分，
上線34個眾包項目。

遴選專家人才
人，骨幹人才

全集團員工職級
晉升率

人，新銳人才

%%，薪檔晉升率

195 1,492

11

2,758

23

人



46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社會責任報告

持續開展教育培訓工作

中國聯通基於企業文化制定員工核心能力標準，培育員工終身學習精神，不斷提高專業素養和創新能力。

建立全面立體的培訓管理體系。針對不同群體能力要求，搭建集團統一管理、分工明確的培訓體系，建立基於總部管理部門、管理序列（領
導力）、專業序列、創新人才、綜合網格（小CEO）、新員工等六大重點群體的專屬培訓計劃。

開展分級分類的多樣化培訓活動。聚焦領導力提升，面向省分副總經理、地市級分公司總經理、縣級分公司總經理及重點專業線負責人、後
備管理人才等，組織實施11期領導力研修班，累計參訓人員700餘人次；運用「一校五院」等優質外部資源送訓高管人員及專家骨幹人員43餘
人次。聚焦專業線關鍵人群，有序開展各專業線業務主管與技術骨幹176項的專業技能提升培訓，累計21000餘人次參訓。面向IT戰略人才及
核心網、客戶響應和網絡安全三個專業運維高級技術人才開展58期高端技術培訓。

在2017年第一期高管研修班學員座談
上，王曉初董事長提出，要不忘初心，
砥礪前行，做一名「忠誠、乾淨、擔當」
的好幹部。

山東聯通針對新入職員工設計了為期一年的
遞進式培養計劃——「新員工的四堂課」，通過
詳細、科學、環環相扣的培訓，使新員工快速
完成蛻變，拓寬職業發展道路。

推進課程內容開發和培訓方式創新。圍繞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行業應用、流量後向經營、能力開放六大創新型業務，自主開發62門網
絡課程和47套配套試題，學習人次達455萬。新開發17門小CEO綜合管理課程，制定智慧家庭工程師培訓認證體系建設指導意見，部份省公司
展開輪訓。開發引進26門領導力電子課程，開發線上線下各類專業課程84門，舉辦36次課程推廣活動。完善網絡學習體系，網絡課程2279門，
手機「沃學堂」微課程3753門，學習人次突破1500萬，總學習時長超過1300萬小時。

重慶聯通客服呼叫中心推出微信教學新模式，利用微信群進
行在線課程培訓，解決了輪班員工難以同時培訓的問題，將
員工碎片化時間有效整合，員工參與度達到90%以上，取得
了良好的學習效果。

北京聯通打造「UV微信輔助教學平台」，具備「微課」在線學
習、學習效果檢驗、學員入職測評、員工問卷調查及團隊建
設等功能，通過 U視角、V課程、精彩+三個主題模式展示，
為員工自主參與多樣化學習提供了新的方式，加速知識型員
工隊伍培養。

持續開展員工技能競賽。2017年，中國聯通組織開展營業員營銷技能大賽、智慧家庭工程師技能競賽、評標專家大賽等各類競賽，13.12萬名
員工參加選拔，有力鍛煉了「技術上做專家、服務上做顧問、營銷上做能手」的專業化隊伍。

中國聯通營業員營銷技能競賽 中國聯通智慧家庭工程師技能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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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聯通歷時半年開展「沃 ·匠心杯」技能競賽，參賽人數達到4000餘人，是歷年來參賽人數最多、涉及工種最全、規模最大的一次
競賽。競賽項目突出崗位練兵、實戰實用，實現了以賽促訓，以賽促學的目的，有效提高一線人員處理常規性問題和突發性事件
能力。

推動員工參與管理

中國聯通將職工視為企業發展的命運共同體，重視員工參與企業經營管理活動，充分保障廣大職工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不斷增強
員工對企業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健全民主管理制度。探索建立「職工代表大會制度」、「總經理在線活
動」與「企務公開發佈會制度」三位一體的中國聯通企業民主管理運行
模式。重新修訂《中國聯通職工代表大會實施辦法》和《中國聯通廠務
公開民主管理實施辦法》。制定《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集團有限公司職
工代表大會專門委員會工作制度》，形成辦理職工代表提案和員工合
理訴求受理閉環機制。

集團工會審議會議草
案和候選人建議名單

河南開封聯通舉辦「我來出點子，做好主人翁」員工建言獻策主題活動，成立「建言獻策」活動領導小組，共徵集平台、管理、專業類
建議283條。

建立互聯網化建言獻策平台。中國聯通研發適用於各級公司、各專業線的「員工建言獻策平台」多租戶模式，開展省級、地市級「總經理在線」
活動19次，員工提問2065條，直接答覆1136條。

集團公司舉行「總經理在線」活動，同時在線員工3000人左右，峰值達3933人，共收到639
位員工的提問和留言，陸益民總經理現場針對55個熱點問題做出回覆。作為公司民主
管理的主要形式之一，該活動暢通了員工建言獻策的渠道，有助於凝聚員工的智慧和
力量，共同構建企業和諧大家庭，推動中國聯通持續健康發展。

陸益民總經理回應員工提問

關心關愛員工生活

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有賴於員工的無私奉獻和辛勤付出，中國聯通十分重視對員工的人文關懷，想員工所想，急員工所難，多措並舉，解
決員工的後顧之憂。

完善的員工服務體系

中國聯通建立服務員工清單制度，切實了解員工需求，精心設計服務員工產品，精準提供服務。廣泛開展員工生日關愛、子女升學關愛、員
工及親屬生病關愛，以及暑期班、托幼班、哺乳室、孕婦專用車位等服務，持續開展多種形式的送溫暖活動，全方位服務員工。

吉林聯通堅持「服務員工、關愛員工」的人文宗旨，精心籌備暑期職工子女托管班。在輔導孩子完成假期作業的同時，開設豐富多
彩的教學課程和文化體育活動，以及富有特色的專業輔導，每天中午還為孩子們準備特色美食，贏得了廣大職工的歡迎和好評，
70餘名員工子女參加托管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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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江陰聯通創建「愛心母嬰室」，配置沙發、電冰箱、微波爐、空氣淨化器等設施，為哺乳期女員工營造了一個私密、乾淨、舒
適、安全的休息環境，加強了女職工「四期」保護，切實解決了女職工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得到了廣大員工的一致好
評。

豐富多彩的文娛活動

中國聯通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文藝創作、展演、匯演、書法、攝影、朗誦會、單項體育賽事和綜合體育運動會等各種文化體育活動，通過建
立各類興趣小組，開展豐富多彩的各類活動，滿足員工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中國聯通舉辦了2017年職工羽毛球比賽，組織代表隊參加中
國通信體協舉辦的全國通信行業職工羽毛球比賽，並取得了
參賽歷史最好成績，展現了聯通員工團結奮進、勇於拼搏的
精神風貌。

中國聯通2017年職工羽毛球比賽（北方賽區）現場

長沙聯通歡樂「鬧」元宵

江西聯通舉辦 
員工乒乓球賽 西藏聯通冬季趣味運

動會

黑龍江聯通氣
排球賽收官之
戰

浙江聯通首屆職工
運動會

北京聯通員工
舞出聯通風采

阜新聯通職工文化節
雲南聯通紅歌獻禮十九大

廣州聯通首屆 
職工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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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微不至的心理幫扶

中國聯通關愛員工心理健康，通過加強EAP專員、心理輔導員隊伍建設，開展EAP宣傳等工作，幫助員工舒緩心理壓力，以更加積極平和的狀
態投入到生活工作中，不斷提升員工的幸福感。

• 開展駐場心理諮詢體驗活動，組織12次線上微課輔導，舉辦EAP專員、心理輔導員培訓，以及EAP企業服務培訓。

• 加強EAP網絡自助平台系統建設，匯聚心健宣傳、在線諮詢、在線測試、在線互動、E-Learning教學等功能，為員工提供各類心健服務信
息216條。

• 開展員工心理健康測評，了解員工心理健康水平以及對心理服務的需求。

遼寧阜新聯通舉辦「放飛心靈、擁抱快樂—— 做自己最好的
心理師」幸福講堂，幫助員工正確對待情緒壓力，快樂工作，
建立健康的工作心態，幫助員工獲得陽光正能量。70餘名員
工參加了心理疏導活動。

湖南長沙聯通舉辦心理諮詢師培訓班，吸引25名員工參加，
進一步推動 EAP員工心理幫扶工作深入開展。長沙聯通被列
入長沙市「員工關懷行動」首家試點單位。

情真意切的送溫暖活動

中國聯通深入開展「送溫暖」活動，建立起以大病救
助為主要形式的員工互助醫療、重大疾病保險制度
等幫扶救助機制，受到員工普遍歡迎，重大疾病保險
簽約率達到92%。2017年發放送溫暖經費2838萬元，
發放勞模慰問金97萬元。

慰問資金
投入 2,838萬元937困難員工幫扶

投入 萬元

回饋社會期待
作為負責任的大型央企，中國聯通十分重視社會民生問題，積極運用自身的專業和技術優勢投身於社會公益，大力開展定點扶貧、公益捐
贈、扶危濟困、志願服務等活動，助力民生改善，傳遞愛心，促進公司與社會共享和諧發展。

深入推進精準扶貧

中國聯通認真貫徹落實中央扶貧攻堅決策部署，紮實推進扶貧援藏工作。完善組織機構，健全扶貧決策、日常管理和落地執行的三級管理
體系。集團公司設立定點扶貧工作領導小組和定點扶貧工作辦公室，相關省分公司設立省公司定點扶貧工作辦公室，選派掛職幹部赴定點
扶貧縣落實幫扶任務，全面推進定點扶貧工作。中國聯通定點扶貧工作得到了當地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先後兩次被河北省委、省政府
授予「中直單位定點扶貧工作先進集體」稱號。

王曉初董事長調研河北沽源、康保縣的定點扶貧工作 陸益民總經理調研貴州省冊亨縣的定點扶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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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
工信部部長苗
圩一行到河南
洛寧縣調研信
息扶貧工作，
在聽取了洛陽
聯通總經理的
工作匯報後，

深入到貧困戶趙改春家中進行慰問，了解他家的通信使用
情況，趙改春非常自豪地向苗圩部長說：「我家用的是聯
通公司的光纖寬帶，看電視也是用的 IPTV,而且全家用的都
是聯通的騰訊大王卡，感謝黨和政府還有聯通，讓我們過
上了好生活！」

新疆聯通堅持「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總目標，認真開展「訪惠聚」工作，高標準落實「1+2+5」八項任務。聚焦「建強基層組織」、 「做好
群眾工作」等重點工作，組建74個「訪惠聚」工作隊，下沉818名幹部專項幫扶，累計投入費用近1億元，得到自治區黨委的高度認可。

海南聯通建立「三級」管理機制，探索精準扶貧新模式，通過
「產業幫扶」、「美麗鄉村」等活動，助力全域旅遊，打響扶貧攻
堅戰。全年開展幫扶活動400多人次，帶領107人脫貧。

廣西聯通與廣東聯通聯合打造的全國首個駐村「第一書記」創
富電商平台在南寧上線運營，幫助6000多名駐村第一書記解決
農副產品銷售難題，助推廣西精準扶貧事業持續發展，營造了
可持續的「互聯網+精準扶貧」產業生態圈。

積極開展對外捐贈

公司遵循量力而行、權責清晰、誠實守信的捐贈原則，持續回報社會。

對外捐贈

1,265.1 公益性捐贈

808.49
萬元

萬元

捐贈項目 金額（萬元）
向定點扶貧地區捐贈（扶貧） 854.67

向文化體育事業捐贈 196.36

向教育事業捐贈（助學） 57.05

其他公益救濟和公共福利事業捐贈 30.07

向受災地區捐贈 20.17

向社會公共設施建設捐贈 17.65

其他定點援助地區 11.8

向醫療衛生事業捐贈 7.89

向殘疾人事業捐贈（助殘） 2.95

援助西藏地區（援藏） 2.66

向環境保護事業捐贈 0.2

向企業慈善基金會捐贈 0.2

其他捐贈 63.43

合計 1265.1

2017年中國聯通對外捐贈情況統計表

寧夏聯通開展「關愛環衛工人，共建美麗寧夏」活動，積極認領「微心願」，伸出捐助之手，關愛環衛工人。公司共計捐贈近60萬元，
向3327名環衛工人贈送話費近40萬元。公司善舉得到寧夏自治區諸多政府部門的高度評價和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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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幫扶弱勢群體

中國聯通作為一個有愛心的企業，通過專項愛心服務、智慧應用、員工捐款捐物等多種形式，對殘障人士、老年群體、未成年人等弱勢群體
給予了高度關懷，推出特色產品與服務，使他們方便、實惠地享受通信服務。

關心殘疾人

寧夏聯通面向社區殘疾人，開展聯通關愛殘疾人活動，通過
心理疏導、網絡知識小講堂、流量使用竅門等講解，紮實推
進聯通關愛殘疾人志願服務建設，營造聯通真誠、貼心為民
服務的社會氛圍。

為促進殘疾人事業發展，深入開展「量體裁衣」式的殘疾人服
務，推動殘疾人事務治理現代化和信息化建設，四川聯通以
「智慧量服」系統為載體，以「互聯網+」信息技術推動殘疾人
事業的科學創新發展。截至2017年底，全省「智慧量服」項目
用戶數接近5萬。

關懷老年人

山東聯通針對老年客戶使用智能手機新需求，推出「一對一」優質服務，設立流動服務
崗、老年座席、便民服務箱，推出一批「大屏幕、大容量、大流量、待機長」精品手機，
派出優秀營業員協助老年人導入通信錄，下載應用軟件，學會網上看新聞、刷微信、
健身監控、娛樂視頻、語音短信等實用技巧。

江蘇蘇州聯通為幫助老年人踏上智慧生活快車，與蘇州市老年大學合作推出智慧生活
講堂，同時開設智慧課堂手機直播課程。蘇州聯通在老年大學開辦4個培訓班，舉辦「蘇
州智慧生活」微信公益課堂活動40場，輔導老年人超過2000名。

關愛兒童

臨汾紅絲帶學校是全國唯一一所專門收治艾滋病患兒的全日制學校。六一兒童節期間，聯
通支付有限公司攜手「中華紅絲帶基金」，開展「為愛分享，善行有『沃』」愛心募捐活動，為
臨汾「紅絲帶」學校的孩子們，送去一份暖心的兒童節禮物。此次募捐活動共計收到305件愛
心物資，讓「紅絲帶」的孩子們感受到了社會的溫暖。

浙江聯通致力於留守兒童志願服務，建立常態化的幫扶機制，舉辦以「用wo聯通你我，讓愛常伴心間」為主題的多場關愛留守兒童
公益活動，超過100名留守兒童受益。同時榮獲2017年浙江省志願服務項目大賽銀獎。



52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社會責任報告

熱心公益志願活動

中國聯通積極鼓勵各部門及所屬企業發揮各自優勢和特長，多層面開展志願服務活動。2017年公司註冊志願者人數達到23998人，開展志願
服務活動累計39966人次，為推動社會公益發展貢獻了「聯通正能量」。

註冊志願者
人數達到 23,998 39,966開展志願服務

活動累計人 人次

福建聯通志願者積極參與 「青春志
願行，溫暖回家路」—— 中國青年
志願者服務春運「暖冬行動」，為廣
大旅客提供薑茶、開水、出行指
引、售取票服務，用最為樸實的行
動送上了一份冬日裡暖心的服務。

新疆聯通持續開展「點滴積關愛，共建沃未來」
大型公益活動，呼籲聯通用戶捐積分、獻愛心 ,
為邊遠貧困地區的中小學無償捐贈各類圖書建
愛心書屋。截止2017年，全疆256465位聯通客戶
參與了愛心積分捐贈，累計捐贈1.61億積分，建
成書屋157所，捐贈維、漢、哈等各民族文字圖
書17萬餘冊，全疆85000多名各族中小學生從中
受益。

6月14日的世界獻血日，廣州聯通組織開展員工
無償獻血活動，得廣大員工積極響應，共有97人
參加，總獻血量約35000毫升，彰顯了廣州聯通
人為社會所獻出的一份愛心。

北京聯通持續開展「溫暖衣冬」活動，共收集捐贈冬衣100件。捐贈衣物由大學生志願者利用假期返鄉轉贈給最需要的人們，送去「北
京聯通的溫暖」。

邯鄲聯通積極參與創建全國文明城市志願服務活動，積極組織員工到叢台區北交道崗進行志願服務，用微笑和愛心維護安全、有
序、文明、暢通的道路交通環境，為市民安全出行提供保障，為「創建文明城市」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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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行海外責任
推進海外合規運營

中國聯通國際公司編製《主要風險指引手冊》，發佈香港、緬甸、日本、新加坡、俄羅斯、南非、巴西等合規運營指引手冊，以及美洲、歐洲
重點業務合規指引。建立全球一體化的內部控制體系，形成防範廉潔風險的長效機制。嚴格遵守當地法律法規，維護良好的市場秩序。堅決
落實入網實名登記有關要求，嚴格執行「一證五號」規定，為跨境通訊保駕護航。

融入海外本地社區

員工本地化

聯通國際積極實行本地化戰略，全球範圍內設有30個分支機構，高度重視發展本地用工，所有員工的招聘與管理都嚴格遵守當地的法律法
規，目前員工總人數達到700餘人，為當地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採購本地化

公司在網絡、IT產品設備以及綜合類服務項目上的採購，絕大多數來自於經過嚴格篩選的當地供應商。遵守當地法律法規，提倡契約精神，
誠信透明經營，進行動態化管理，要求供應商提供綠色環保產品，不斷推動國際公司的本地化採購走向完善、成熟、規範化。

本地公益行動

在海外發展中，中國聯通一直致力於關懷社會、承擔責任、回饋社區、傳播愛心。2017年，公司加強與協康會合作，提高社會對有需要的兒
童的關注；開展與愛護動物協會的合作，為保護動物奉獻愛心，使這些慈善公益活動得到了社會廣泛關注，吸引更多人參與到慈善中來，放
飛希望，與愛同行。

澳洲聯通通過各種渠道了解當地人文風情，尊重當地風俗文化和商業模式，多次參與當地政府、商會、行業協會舉辦的活動，並成
為中國總商會的理事單位和女性高管協會的秘書處成員，積極協助總商會組織與當地企業和慈善團體的溝通與合作。

注重海外責任投資

中國聯通着力踐行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加大世界主要
經濟走廊和信息港的國際網絡資源部署。2017年，參與
建設互聯亞、非、歐三大洲的「亞非歐1號」海底光纜全
程投產，自主建設的「中國緬甸國際陸地光纜」投入試運
營，與喀麥隆電信、華為海洋共同簽定「南大西洋國際
海底光纜」建設協議，正式啟動港美海纜建設。在建設
過程中，高度重視對當地生態環境的保護，所有路由都
通過了當地環境管理部門的審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