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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年的员工调查中有 86% 的员工表示：“我喜欢

我做的工作”；有 85% 的员工说：“在未来的一年内我还想在

英特尔工作”

86%

inclusion多元化、有责任感、公正、平等、尊重是

英特尔的企业文化基因，也是英特尔技术创新

领先的关键。英特尔相信多元化和包容性既是

影响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持续创新

和增长的动力。在中国，我们的多元化努力不

仅体现在员工招聘和培养上，还包括推动供应

商多元化发展，建设包容的行业环境，鼓励更

多的女性和少数族裔投身于技术职业生涯并取

得成功。



为了加速英特尔及科技行业的多元化和包容

性建设，我们在 2015 年制定了在 2020 年成为第

一家女性和少数族裔在所有岗位全覆盖 1 的高科技

公司，并承诺投资 3 亿美元支持这一目标的实现

注 1：所有岗位全覆盖是指英特尔在美国的劳动力人口分布与市场上现有的各性别、族裔技术人才（市场可用）的供应相匹配

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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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多元化供应链能为业务带来更多的

创新和更大的价值。2017 年，我们的多元化采

购额达到 6.5 亿美元，在实现 2020 年 10 亿美

元的多元化采购目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6.5亿美元
自 2015 年开始，英特尔在中国大力推广和

发展供应商多元化项目，并不断与各方伙伴加强

合作，分享最佳实践。英特尔凭借杰出的表现和

成 绩， 荣 获 2018 年 CIPS ProcureCon Asia 颁

发的 “企业责任最佳贡献奖”，英特尔推行多元化

供应商项目的履责实践受到了肯定

责任最佳贡献奖



战略和管理策略

员工的创新和激情是英特尔不断前行的动力。我们为每位员工提供安全、尊

重、和谐的发展平台，从招聘、入职、融入到业绩管理、发展，激发员工的工作

热情和创新精神，让员工和公司共同进步。多年来我们遵循可持续的人才管理策略，

致力于为每一位员工提供 “理想的工作场所” ，让每一位加入英特尔的员工充分施

展自己的才华，获得成就感。在中国，我们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完善用工

管理制度体系，重视员工切身利益。2017 年，英特尔中国共有 8,332 名员工。我

们也为员工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并开拓总经理信箱、内部网络 “Circuit"、

英特尔员工微平台等多种渠道鼓励员工与管理者交流。此外，我们推出了身心健

康与安全计划帮助员工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

我们分别从公司、行业和社区三个层面制定战略，推进多元化和包容性管

理。在公司层面，我们重视女性和少数族裔的职业发展，通过 “内部多元文化

的保留和发展研究” 了解其期望并给予帮助；在行业层面，我们积极支持更具

包容性的供应链建设，投资多元化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为行业伙伴和社区树立

优秀榜样；在社区层面，我们通过教育计划培养、奖学金以及岗位实习等项目，

为女性和少数族裔搭建学习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渠道。

多元化与包容性

打造包容平等的员工文化

英特尔致力于营造和谐平等的文化氛围，让每位员工都能在其中得到一视

同仁的平等相待，感受到同样的尊严和尊重。

人才培训支持  英特尔为不同层级的员工提供上百万小时的网络和面对面

培训。针对新员工，通过完备的培训计划，帮助他们适应工作环境，了解自身

职责；针对管理者，通过在线课程、小组讨论等方式，提供差异化培训，促进

管理者间的交流，提升管理者能力。2017 年，员工培训 179,683 人，培训时

长 1,922,668 小时。

创新人才机制  “勇担风险” 是英特尔的六大价值观之一，也是英特尔与生俱

来的一种精神。我们主张 “建设性对抗”，支持员工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对于

风险较大的创新工作，鼓励员工大胆尝试，并且敢于为员工创新失败而承担重责。

自 2013 年 4 月起，我们在中国发起 “I2R” （Idea to Reality）创新项目，希望培

养员工创造力和创业精神，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创新梦想。

培养包容性领导者 2017 年，我们推出了包容性领导者计划，旨在培养管

理人员的相关能力，使其能够在发展英特尔的包容性文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该项培训计划为建立具备多元化和包容性的高绩效团队做好了战略储备。另外，

我们推出了为期两天的 “英特尔管理 （MAI） ” 培训，为 771 名人事经理提供所

需的交互式培训体验，帮助全公司范围的管理人员在包容性管理实践的核心技

能、期望和表达语上做到一致，总培训时长达到 12,336 小时。

支持女性员工发展
我们致力于提升女性职业价值和领导力，推

出了领导力项目和 “技术行业人才多样化” 计划，

为女性管理者提供协助，培养女性工程师和计算

机科学家后备人才；实施与男性相同的晋升制度，

并注重女首席工程师的培养，加强梯队建设，使

更多女性有机会成为首席工程师。截至 2017 年年

底，英特尔中国女性员工占比 31.8%，非技术类

岗位女性占比 62%。

招聘和保留

供应商
在线
包容性

职业途径资本

业务目标
引领技术行业的
多元化和包容性

英特尔多元化战略
通过重点招聘和保留来实现员工队伍所有岗位全覆盖的目标

完善多元化
的供应链

推动智能互联
世界的包容性

投资于新兴技术
的多元化企业家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重点招聘、保留和发展来实现员工队伍所有岗位全覆盖的目标，同时推动整个科技行业

朝着更具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方向发展。我们与其他公司合作，投资于研究，倡导我们希望看到的系统性变革。

在中国，2017 年女性 员工
招聘占比 31%

建立多元化人才进
入科技产业的途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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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供应商多元与包容建设

与多元化供应商合作，可以为我们的全球供应链带来更多的创新价值。

2017 年我们将多元化供应商纳入到我们的供应商竞标、选择和管理流程以及纳

入供应商持续质量改进（SCQI）奖项的要求中。我们将这些期望和要求应用于

指导供应商的实践中，同时也希望我们的一级供应商，能在其下一级供应链推

动多元化采购，并报告其面向多元化供应商的间接采购额。

2017 年，英特尔的供应商多元化与包容性计划扩大到更多的国家，共计

17 个国家拥有定期进行的认证计划。而且，有 200 家非多元化供应商登记并

报告了他们的多元化支出情况，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收到报告最多的年份，几乎

是 2016 年报告数量的两倍。

另外，英特尔的全球多元化供应商采购额达到 6.5 亿美元，持续迈向

2020 年多元化采购额 10 亿美元的目标。2017 年 4 月，英特尔代表参加了

G20 峰会的二十国集团妇女会议（W20） ，分享了供应商多元化的最佳实践，

并联合 IBM 和辉瑞做出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将分别投入 1 亿美元用于面向女性

企业的采购。

促进多元化技术生态产业

我们致力于支持更加多元化的科技产业发展。为此，我们投资于多元化科

技企业，通过技术教育举措、财政援助和实习机会，鼓励更多的女性和代表性

不足的少数族裔选择技术职业生涯（例如，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并取得成功。

英特尔多元化资本倡议

英特尔资本多元化倡议专门用于投资以女性和少数族裔为主导的科技公司。

该项倡议于 2015 年正式启动，投资基金共计 1.25 亿美元，旨在确保经过注资

的创新技术企业可以获得业务发展计划和技术专业知识支持。截至 2017 年第

四季度，已有不同团队领导的 30 多家科技创业公司选择了英特尔资本的系列投

资服务，占总投资组合的 10% 以上。

多元化与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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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供应商研讨交流会

2017 年 9 月，英 特尔中国区采购部门联合亚 太研发中心的 WIN

（Women at Intel Network）社团，在紫竹科学园区举办了一场精彩的分

享会，吸引了 200 余名女性员工、供应商企业女性负责人参加活动，邀

请到国际女性企业联盟及联合国妇女署的两位嘉宾，畅谈性别平等与企业

社会责任，并分享关于女性如何在职场树立自信获得成功的故事，全面充

分展示英特尔多元化与包容性的企业文化。这不仅体现在工作环境中支持

女性员工成长，而且延展到广泛的供应链支持女性企业发展。

为了帮助女性员工实现职业价值和赢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英特尔开展 

“人才多样性” 计划， 通过组织女性高管论坛、职业道路分享会、兴趣课程

等活动，促进女性员工的多层次沟通与经验交流。英特尔中国区销售与市

场部总经理王锐分享其成长和职场经验， 以自身经历诠释多元化与包容性

的企业文化。



包容与多元化的人才管理

为了保持英特尔在创新前沿对人才的需求，我们通过多种渠道招聘人

才，为员工提供最佳职业发展环境，探索适合中国创新人才发展的培养机制。

2017 年，英特尔全球员工达 102,700 人，英特尔中国员工为 8,332 人。

在中国，我们严格遵守《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积极

完善用工管理制度体系，不因种族、肤色、宗教、性别等产生任何歧视，坚决

禁止雇佣和使用童工，抵制一切形式的强迫和强制性劳动，实行女性与男性享

有同等的权利，注重促进女性和少数民族就业。英特尔工会成立十多年来，始

终积极与公司沟通，提供反馈意见，改善工作环境，帮扶困难员工，支持和指

导员工俱乐部的各项活动以及协调公司管理层和员工关系等。2017 年，员工

劳动合同签订率为 100%。

关爱员工
英特尔的薪酬福利体系不仅包括极具竞争力的薪资、季度利润分红、年度

绩效奖金及股权奖励等，还依据员工家庭的不同情况，提供健康计划、退休福利、

带薪假期、弹性工作等丰厚福利，并为员工及其家属提供医疗、视力、员工援

助计划等多样的生活福利。

我们相信所有的工伤都是可避免的，为此我们在核心安全项目和减少工伤

倡议方面持续投入。2017 年，英特尔中国的员工可记录的工伤率为 0，且连

续 13 年通过员工帮助计划（EAP）为员工及其家属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多元化和包容性绩效

英特尔员工流失率

百
分
比

单
位(

美
元)

2013 2014 2016 20172015

我们的员工流失率从2016年的3.9%上升到2017年的4.1%，略有上升。该流失率指所有自愿离开英特尔的

普通员工，但不包括合同员工、实习生，以及因业务剥离、退休、自愿离职、死亡、裁员或工作调动而离开

英特尔的员工。在中国，2017年员工流失率为4.8%。

3.8%

3.0%

3.5%

4.0%

4.5%

5.0% 4.8%
4.6%

3.9% 4.1%

英特尔为不同层级的员工提供强有力的培训支持系统，并为员工制定详细

的发展规划，助力员工实现职业发展目标。2017 年培训总时长为 1,922,668

小时，培训人数（包括员工、承包商、供应商、实习生）达 179,683 人。

支持女性发展

我们致力于提升女性职业价值，注重技术岗位女性的招聘、保留与发展，

并通过领导力项目为女性管理者发展提供协助。2017 年，英特尔中国女性员

工招聘比例为 31%。截至 2017 年年底，英特尔中国员工中，女性员工占比为

31.8%，非技术女性员工占比为 62%。

2015 2016 2017 2020

目标：到2020年，将用于多元化供应商1的年度采购额增加到10亿美元。

进展：达到年度目标

说明：2017年，我们超过了之前制定的6亿美元的目标，用于一级和二

级且经认证是多元化所有和经营的供应商的年度采购额达到6.5亿美元。

多
元
化
采
购
额

1我们所认可的多元化供应商是指拥有51%权益且至少由下述群体之一来运营的企业，这些群体是：妇女；

由业务所在国定义的少数族裔；退伍军人/残疾退伍军人；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变性者；残疾人士。

目标 实际

2.5 亿

4 亿

6 亿

2.99 亿

5.55 亿
6.5 亿

10 亿

提高供应商多元化与包容性

英特尔认为与多元化供应商合作能够为我们全球供应链带来更大的创新，

并通过制定到 2020 年面向多元化供应商的采购额达到 10 亿美元的目标，力

求更具包容性的采购。

2017 年 4 月，英特尔联合 IBM 和辉瑞做出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将分别投

入 1 亿美元用于面向女性企业的采购。

为加速英特尔及科技行业的多元化与包容性建设，英特尔在 2015 年制定

了在 2020 年成为第一家女性和少数族裔在所有岗位全覆盖的高科技公司，并

承诺投资 3 亿美元支持这一目标的实现。

为了促进多元化的科技产业发展，英特尔在 2015 年启动资本多元化倡议，

专门投资于以女性和少数族裔为主导的科技公司，共计 1.25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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