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歌4ft有 銭屯祝阿絡股紛有限公司

2020年 社会責任報 告

北京歌隼有銭 屯祝同絡股分有限公司 (筒 称 歌隼有銭 ")千 1999年 9月 径北京
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 ,授 枚負責全市庁播屯祝同絡的升友 、経 菅管理和雄押 ,井 炊事
庁播屯祝市 目牧特借送 、同絡信息服努 、祝頻点播立努 ,以 及基千有銭屯祝同的互咲
同接入服努、互咲同数据借送増値立各等 。
歌隼有銭千 2001年 在 上海江券交易所 上市 (股 票代偶 600037),是 国内有銭同絡
首家上市公司、国内第 一批三 同融合声 屯拭点企立、北京市第一批文化体制改革拭点
単位 、北京市高新技本企立 ,2012年 被中宣部等四部委坪力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
逃単位 ,先 后四次被坪力全 国文化企立 30張 ,連 銭被坪力納税信用 A級 企立和上交
所上市公司治理祥板企立 。
作力国有文化企立 ,歌 争有銭堅持把社会数益放在首位 ,推 劫実現社会数益和径
済数益相統一 。在声大股本和社会各界的庁淫支持下 ,歌 隼有銭始終重視履行社会責
任 ,在 碗保安全借愉和仇庚服努的前提下,釈 板推逃有銭屯祝

由模似到数字 、由単

向到双向、由林清到高清 、由看 屯祝到用 屯祝 "的 特交 ,全 力推逃公司由 単一有銭
屯祝倍輸商 "向

高品庚文化服努込菅商 "和

智慧声屯服努提供商 "的 哉略結型

不断加張技木CJ新 ,拡 大国絡覆蓋 ,キ 富市 目内容 ,全 力提升服努水平和用戸体強

,

,

実現了平稔健康友展 。
一 、企立基本情況
(一 )企 立概況

歌隼有銭没有 26今 部門,15今 分公司及 9今 控股子公司 (含 2今 二微控股子公
司 )。 裁至 2020年 底 ,公 司有銭屯祝注朋用声 606万 声 ,其 中高清交互数字屯祝用声

563万 声 ,家 庭寛帯用戸 68万 声 。公司倍輸数字屯祝頻道 187套 ,其 中林清数字屯祝
頻道 119套 、高清数字屯祝頻道 66套 、超高清数字屯祝頻道 2套 ;高 清交互平台提
供院銭 、教育 、生活 、健康 、年隼 、菅並FT、 生活圏等多紳桂 目和庄用 。除恵前端机
房外 ,押 有一致倍輸机房 15今 、二象倍輸机房 200余 今 、三象倍輸机房上千今 ,己
形成覆益北京全市的可承裁祝頻 、悟音 、数据的超大型信 息化基硼同絡 ,HFC同 絡 (光
年同軸混合同箸 )遍 布北京市各 区。
(二 )径 菅情況

2020年 度公司実現菅立 牧入 25,75名 元 ,浄 利潤 1.64
化元 ,浄 資声

126。

4Zl元

,公 司忌資声 157.08

76名 元 。

(三 )主 要茉誉

2020年 ,公 司末荻中央文明委 第六届全国文明単位 "称 号 。公司党委茉荻 北
京市抗音新冠肺炎疫情先逃集体 "和

北京市先逃基屠党狙須 "。 公司茉荻第四届全

国有銭声播 屯祝机銭貝取立技能尭賽

仇秀狙須突 "。 教育部基砧教育司和中央屯化
̀歌 学生活圏 '0承 裁用戸

教育館咲合授牌公司

国家中小学同絡云平台最深基地 "。

身辺服努的屯祝 云 "、

基干智慧声 屯服分街多吹哨部 1可 扱到工作平台"被 国家声屯恵

局坪力智慧庁 屯案例生恣建没癸先逃案例 ;
作平台 "、

̀空 中深堂

基千智慧庁 屯服勢街多吹哨部門扱到工

′
在銭教育服努平台"荻 坪 2020年 北京市推劫智慧庁 屯友展寺

項資金実励項 目。北京歌準有銭客声服努信息各洵有限公司末荻北京市 2019‑2020年
度

接訴即亦 "改 革工作

先逃集体 "。 公司黄美萱同志被授予

全 国新 lin出 版声播

影祝系統芳劫模疱 "称 号 ;金 明源同志被授予 北京市抗書新冠肺炎疫情先逃今人 "
称号;除 国株 、徐尤蒙分男J末 荻第 25届 全国声播屯祝技木能手党賽有銭同絡寺並二 、
三等実 ,文 J新 宇末荻同絡安全寺立二等実 ;付 保張末荻第四届全国有銭庁播屯祝机銭
貝取立技能党賽今人三等実 。

二、対股本的責任
(一 )完 善公司治理 ,規 疱公司送作

歌隼有銭治理結杓送作規疱 。扱告期 内,公 司秋板督促公司股木依法行使股木枚
利 ,股 木大会召集 、召升依法合規 。各位董事以高度負責的恣度美注企並友展 ,了 解
掌握公司並努和生声径 菅管理情況井深入研究分析 ,汰 真履行重大事項的決策取責

,

監督決波執行 ,独 立、客肌 、公正地 友表意兄和建波 ,在 推逃公司董事会決策科学化 、
民主化和規疱化 ,有 数規避公司径菅凩陰 ,繊 押股木合法枚 益方面友拝 了秋板作用 。
公司径菅管理居決真履取 ,競 競立立升展公司径菅和管理工作 ,秋 板貫御落実董事会
的決波和要求 。
(二 )及 吋召升

二会 ",碗 保股木行使決策杖

2020年 ,歌 隼有銭共狙須召升 1次 股木大会 、4次 董事会 、4次 監事会 ,申 波了

4期 定期報告 、年度利潤分配等波案 。股木通逆現場投票和国絡投票両紳方式行使表
決板 。
(三 )履 行信息披露文努 ,加 張投資者美系管理

2020年 ,歌 準有銭累it友 布 lh吋 公告 33今 ,信 息披露工作依法合規 。公司堅持
法定信息披露与 自主信息披露相結合 ,加 張重大事項内部報告 ,提 升信息内容的針対
性和有数性 ,有 数提高公司信 息披露的透明度 。通述投資者来坊、投資者熟銭 、上IIE

E互 劫平台、公司由F箱 等多神途径和方式均声大股本和投資者洵通交流 ,逃 一歩提升
公司投資者美系管理 工作数能 。此外 ,公 司声格按照監管規定汰真編制井披露 2020
年度社会責任報告和 内部控制坪倫報告 。
三、対員工 的責任
(一 )全 面保障貝工芳劫杖益

歌準有銭晋格遵守芳劫合同法 ,均 員工、実コ生 100%釜 署芳劫合同、実コ切波

,

保障其合法枚益 。公司依法力員工亦理了社会保陰手数 ,井 按 比例数納鹿 由公司承担
的社会保隆費及住房公秋金 。公司員工可享受法定休慨 日、帯薪年休似 、婚偶 、喪似 、
声佃 、哺乳俣等仮期 。 自 2004年 起 ,公 司按照北京市政府相美文件規定 ,毎 年及吋 、
足額 、主劫数納残疾人就立保障金 ,先 后四次末荻先逃単位 ,充 分体現了対社会残疾
人群体的美愛 。公司干 2009年 制定了企立年金制度 ,力 貝工提供 了与公司共同成長
的平台,増 加 了貝工退体后的生活保障 。2020年 ,公 司力員工数納了相庄企立年金 。
公司秋板庇対新冠肺炎疫情帯来的影的 ,根 据 上象単位通知要求 ,連 数 120天 不同断
銃it上 扱各癸疫情信 息 ,倣 到零渓扱 、零漏扱 、零延扱 ;兼 販疫情防控 、貝工健康和
工作升展 ,劫 恣調整友布公司疫情防控期同到関考勤管理、疫情防控和隻工夏声等政
貼。
貼及滞留湖北人員lh吋 性社保ネト
策 ;主 劫申清社保仇悪減免 ,井 申頷稔 関ネト
(二 )不 断推功教育培切￨,提 升貝工宗合素辰

2020年 疫情期同,充 分利用員工居家亦公吋同,埼 争力公司合作 ,面 向公司全員
升展 5G並 努銭上培切￨;狙 須公司員工参加全市寺並技本人員公共知沢青題銭上培り￨￨,
提升貝工妹合知沢素券 ;順 利完成新員工培切1和 素庚拓展切1練 ;狙 須参加 2020年 全
国有銭声播 屯祝机銭員取立技能党賽賽前逸抜考拭 ,提 升貝工寺並技木能力 。
(三 )建 立健全員工激励机制

一是不断完善公司取象体系建没 ,逃 一歩暢通公司員工取立友展通道,増 張了員
工 自党投身事立、提升寺立技能和宗合素庚的秋板性 、主劫性 。二是仇化招聘結杓

,

釈板克服疫情影噛 ,通 述祝頻等還程方式升展云面拭 ;充 分利用校国招聘渠道推逃庇
届生招聘 ;在 保江用人部門工作需求的前提下 ,合 理控制招聘規模 ,引 尋部「可掩掘現
有人員潜力 ;逃 一歩加大 内部招聘力度 ,力 員工提供多元化的取立 友展机会 。
(四

)提 升人力資源管理信息化水平

公司入力資源管理信息系統

(

歌隼 HRIS")実 現了忌分公司全員基硼信息上銭

,

全員可通道核系統査洵人力資源信息公告 、亦事流程 、員工通汎景等 ,薪 酬査洵功能
実現向恵部全員升放 ,仇 化銭上合同管理 ,数 据庫栓索銃it功 能逃 一歩完善成熟 ,仇
化銭上基硼信息 、工作経厠、教育信息 、所史合同信息 、千部履厠等信息管理 ,井 釈
板升友凋拭須数考澤 、考勤管理功能 。
(五 )保 障貝工 民主管理

力逃一歩貫御民主集中制原只J,公 司継鉄完善民主 、科学的決策程序 ,不 断健全
民主管理机制 ,窄 押員工 民主管理杖益 ,強 化員工 民主参与 、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

,

提升貝工参埼公司決策的能力 。日統 促逃企立友展 ,繊 押取工収 益 "的 工作原ス1,
公司大力推行
「

努公升,秋 板繊押員工 民主政治枚利 。

(六 )注 重貝工安全健康

按照国家芳劫安全 工生相美規定 ,公 司不断改善施工現場 、室外工作現場 以及机
房作立不境 ,全 面倣好防疫 、防寒防凍 、防雰霜、防暑降温工作 ,及 吋配各 、友放相
庇物資,最 大程度 上力員工提供安全 、工生 的工作不境和作立条件 。2020年 ,在 倣好
査工作 、
疫情防控的基硼之上 ,公 司按照年度汁支J升 展了 2次 公司徴的安全生声隠患‖卜

6期 消防培切￨,以 及 2次 亦公区消防鹿急拉功演練 、1次 恵前端消防庄急演練 ,井 定
期升展反恐防爆庄急演練 。2020年 ,公 司加大技防投入 ,完 成各方公区監控系銃的高
清数字化改造 ,井 布放人船劫恣沢別同机系銃 ,通 道 人防+技 防 ",更 好地力公司亦
公不境和管理秩序提供有力保障 。此外 ,狙 須全体貝工倣好 2020年 度体栓 工作 。
(七 )美 愛貝工生活

公司尊重貝工、美愛員工 ,以 実際行劫美心員工工作和生活 ,充 分友拝工会狙須
的析梁狙帯作用 ,衆 人気 、暖人心、促友展 ,増 張貝工 月属感 。
一是升展帝困救助活劫 。2020年 ,共 向困荘取工、住院取工友放慰同金 75人 次

:

釈扱弘揚囲結友愛 、互助互済的企立精神 ,力 13名 受困患病取工友放取工互助金 39

万元 ;力 公司全体在取取工落実投保 《在取取工住院医庁互助保障汁支J》 、《在取取工
住院津貼互助保障it支 J》 、《女工特疾互助保障it支 J》 。
二是升展全公司疱目的文体活動 。狙須升展盤球、足球、羽毛球、兵兵球、済泳 、
輸伽 、舞躍等 日常文体活劫 ,増 逃員工身心健康 ,努 力在公司内部菅造和iLE向 上 的良
好気曰;

3.8"如 女市期同,升 展 抗疫中的女取工 "先 逃事述征集活劫 ;狙 須駅工

銭上参与 取工杖益保押法律知沢答題 "活 劫 ,評 助声大取工提高依法鍵杖的意沢和
能力 .
三是倣好取工集体福利工作 。按照 《中学全国恵工会亦公F「 美子印友基居工会径
費牧支管理亦法的通知》,向 全体会貝友放元旦、春市、中秋 、国庚等市 日慰同品

;

力駅工亦理 公国年票 、友放生 日蛋糠 ,向 新婚和生育員工友放慰同品等 。
四是順利完成防疫物資保障和慰同工作 。疫情前期 ,在 防疫物資十分医乏的情況
下 ,分 批分次切凋賄要防疫物品,及 吋送至一銭員工手中,力 抗古疫情倣好后勤保障
和慰同批悔工作 ,辻 員工切共感受到党的美杯和工会的温暖 。
五是倣好新吋期老千部工作 。力退休千部汀岡 《北京 日扱》、《北京晩根》等扱刊

:

体栓 、胸要ネト
充医庁保陰 ,亦 理供暖 、
汰真落実老干部退休待遇 ,狙 須走坊慰同、安引卜
物立費扱備和医保定点医院更改手数等 。
四、対用戸的責任

2020年 ,歌 隼有銭深入貫御落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対 12345市 民熟銭 接訴即亦 "
的工作要求 ,加 張狙駅頷尋 ,完 善制度保障 ,炊 用声訴求出友 ,以 同題力早向,来 取
一系列措施 ,切 実提升服努能力和服努庚量 。
(一 )

接訴即亦 "工 作成墳不断提高

2020年 ,公 司制定実施 接訴即亦 "監 督工作方案 ,全 方位加張 接折即亦 "監
督力度 ;深 入推逃 吹哨扱到 "工 作机制 ,逃 一歩加張重点訴求督亦力度 ;疫 情期同

,

客服公司及吋実施全員家庭亦公模式 ,保 IIE 96196熟 銭物通 ,受 到北京市頷早批示表
揚 。同吋 ,在 提升同絡品反 、提高捻修数率 、提升送繊庚量 、倣好系銃監淑1等 方面倣
了大量劉致的工作 ,井 在智能机器人建没 、祝頻客服和銭上支付等 工作上不 断含J新 突
破 。2020年 ,公 司 接塀即亦 "繰 合成須稔歩提高 。裁 至 12月 31日 ,96196熱 銭接
通率 98.68%,用 戸満意度 99。

62%。

(二 )継 銭推逃服努逃社区工作

疫情後解后及吋恢夏服努逃社区工作 ,全 年共升亦服努逃社区現場 669今 ,覆
蓋注肪用戸 50。 6万 戸 。
(三 )釈 扱升展 4K机 頂盆推声

裁至 2020年 底 ,累 it完 成 4K机 頂金整特 、市場化畳換和硝告 170万 台。
(四

)全 面提高終端服努水平

升展新型号第 四代元十型智能机頂盆規模友放 ,推 逃机頂金統一軟件集成 、智能
家居同美研友 、向 IPv6演 遊工作 ,不 断提升存量机頂全体聡改善、技木仇化等 ,逃
一歩提升了用戸体強 。
(五 )盤 銭伐化 屯子渠道建没

屯子渠道実現在 屯祝端 、PC端 、移劫端的全面覆蓋 ,形 成 以同上菅立FT、 微信
菅並FT、 掌上菅立FT、 屯祝菅立FT等 4今 自有渠道和天猫旗肌店 、支付宝 2今 外部
渠道狙成的整体布局 。
(六 )継 鉄加張机房和銭路升象

推逃同仇 工作 ,強 牧合格同仇通道 773今 ;推 逃机房升象工作 ,完 成 17今 机房
的 CMTS頻 点升象 ,覆 孟用声 170余 万 ;不 断加張反向曝声監控系銃建没 ,完 成 100
台反向喚声監控没各的安装 。
(七 )持 銭提高寛帯辰量

ヒ提升至 86.91%,
墾銭加張互咲同出 口和内FXl資 源建没与仇化 ,全 年内同流量 占じ
扱障率昆著下降,用 戸体唸持銭提升 。
五、対社会的責任
(一 )園 満完成重要保障期安全保障工作

2020年 ,公 司園満完成元 旦、春市 、両会 、国庚市 、十九届五中全会等重要保障
期的安全保障工作 ,順 利完成全年各項安全保障任各 。
(二 )釈 扱友揮全立努宗合服分提供商伐勢 ,助 力首都疫情防控宣借 工作

公司友揮全立努家合服各提供商仇勢 ,在 疫情防控工作中全情投入 、全力 以赴

,

這用有銭屯祝同絡遠今宣借主陣地、主渠道 ,釈 板倣好疫情防控宣借 ,井 推出一系列
悪民服努措施 ,免 費提供仇辰内容資源 ,キ 富首都市民在疫情防控期目的精神文化生
活。
1.充 分利用高清交互平台宣借疫情防控 ,提 升公共服努品庚 。落共声屯忌局美

子倣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宣倍 引早工作要求 ,上 銭

余志成城 抗書疫情 "寺 区,カ

北京市疫情防控相美政策和措施的宣倍引早提供有力支禅 ;疫 情期同,推 出 欠費不
停机 "服 努 ,力 欠費用戸和暫停用戸提供中央声播屯祝恵台、北京庁播屯祝台和各省
工祝市 目及数字屯祝市 目 180余 套 ;推 出 看哩 "桂 目付費寺区限吋免費活劫 ,免 費
在銭市 目吋Kttit 60万 余小吋 。
2.服 努 停深不停学 ",精 耕

空中深堂 "精 品教育資源 .疫 情友生后 ,公 司千

2020年 1月 27日 升通 空中深堂 "大 屏点播寺区,属 全国首家 ;根 据北京市教委需
求 ,陪 銭升通 12今 年象宣播頻道 ;第 一吋同弛援湖北 ,捐 贈空中保堂仇願深程資源

,

免費力湖北中小学生提供在銭学コ平台,携 手打扇疫情防控阻書哉 。同吋 ,依 托 北
京云・ 融媒体 "平 台能力 ,升 没
屏 "、

空中深堂 "移 劫端在銭教育服努 ,提 供

大屏十小

有銭+移 劫 "的 全新解決方案 。載至 12月 底 ,累 汁友布宜播 、点播深程超道 2.3

万市 ,累 it宣 倍推存次数超述 14.22名 次 ,学 コ次数超道 5000万 次 ,次 均学コ吋K
迭到 20分 神 以上 ;移 劫端点播数量超述 1000万 次 ,受 到社会高度坪伶和声泥賛誉 。
3.園 満完成小湯 山医院和疫情寺銭建没任分 。園満完成小湯 山医院有銭 屯祝項

目,按 吋保願保量完成了 876今 終端的建没工作 ;力 宣倍和医庁系銃有美単位搭建疫
情防控寺銭平台,共 完成 108条 与疫情相美的数据寺銭建没 。
(三 )倣 仇倣張高清交互数字 屯祝新媒体 ,探 索含J新 融媒体這菅工作

一是釈扱引逃高清叛道 ,伐 化叛道資源配畳 。2020年 ,新 増

7套 高清頻道和

1

套 4K超 高清頻道 ,5套 頻道 由林清調整力高清播出,下 銭 10套 林清頻道 ,井 逃一歩
規疱頻道落地立努管理工作 。
二是目統 主旋律 "加 張平台宣倍 。衆焦決腔全面小康、決哉脱貧攻堅 ,上 銭 脱
貧攻堅 "寺 区,配 合北京市政各宣倍 ,上 銭 接浜即亦 "、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同"寺

桂等 。
三是内容キ富性建没逃一歩加張 。公司市 目恵量不断増加 ,市 目癸型逐漸キ富

,

市 目庚量持銭提升 。 4K祝 界 "寺 区在銭吋K迷 到 1300小 吋 ;完 成 屯祝院銭寺区更新
豹 2400小 吋 ;秋 板探索免費点播高清化工作 ,策 支J推 出免費高清寺区;釈 板推逃高
清交互平台一体化工作 ,持 銭キ富新媒体内容資源 。
四是数据建没工作墾銭推逃 。完成重点吋期市 目牧祝数据監沢1和 EPG保 障工作

;

力国家庁 屯恵局規支J院 、北京市庁 屯局提供数据支禅和保障 ,埼 庁 屯恵局規支J院 合作
升友大数据妹合坪倫系銃 ;向 区融媒体中心提供区域性屯祝市 目1文 祝数据 。
五是探索CJ新

北京云・ 融媒体 "送 菅服努工作 。2020年 ,充 分友拝 北京云 "

宣借輿稔引早主引撃作用 ,秋 扱推逃融媒体平台這菅込窄工作 。力北京市委 宣倍部提
供輿情 日扱和周扱 ;力 北京市声 屯局提供融媒体 内容監測等立努服勢 ;力 各区融媒体
中心提供抗書疫情 H5宣 倍 、 空中深堂 "教 育内容分友服努 ;力 北京市城管委提供信

息化服努支持 ,打 造

北京市址坂分癸宝典 "小 程序声品;力 北京市庄急局 、北京市

工健委等倣好輿情及宣借服努 ;釈 扱推逃政努服勢対接 工作 。
(四

)釈 扱参与智慧城市建没

1.推 逃新技木庇用 ,杓 建智慧化生恣。以祝咲国技木力載体 ,搭 建 5G+4K監 控拭

点 ,整 合淑1温 系統 、AI祝 頻分析 、智能 1可 禁 、智慧灯粁、平安社区、泣坂分癸等智能
庄用 ,杓 建智慧化生恣 ,服 各智慧城市建没。
2.釈 扱推逃歌学祝咲同項 目。疫情期同,力 北京市医管局 、朝田区医管局 、木城

区医管局及相美医院提供歌隼祝咲同服勢 ,跡 助完成北京市疱国内疫情期同的保障工
作。
3.釈 扱升展智慧社区建没 。着力倣好昌平区天通 中苑公租房智慧社区項 目建没

,

実施智慧「可鎖 、智慧泣坂箱 、智慧井蓋 、智能停卒場等社区智能声品方案 ,打 造智慧
社区項 目祥板 ,提 升社区居民生活便捷性和智慧化水平 。
4.歌 学生活圏項 目不断拓展 。全年新増歌学生活圏 10今 ,累 汁上銭項 目庇用 40

今 ,裁 至 12月 底 ,歌 学生活圏息点書量迭

1。

1に 次 。

5.元 銭北京項 目園満牧官 。裁至 2020年 12月 底 ,元 銭北京項 目共覆蓋 977今 場

所 ,使 用 7378今 AP,力 提升北京市城市信 息化水平倣出秋板夷献 。
(五 )高 林准推逃城市副中心有銭屯祝建没保障

一是城市副中心通信楼土建 工程 己全 部完工 ,井 膚功通信楼机房建没工作 ;二
是完成城市副中心周特房 、C7等 10今 有銭屯祝接入机房的建没 ;副 中心宿舎有銭屯
祝工程完成強1文 ;三 是全力倣好城市副中心行政亦公区有銭屯祝窄押保障工作 。
(六 )不 断加張科技研友 工作

一是釈扱升展 5G拭 唸同建没和 8K技 木研究成用 。均争力 、中共和中国信科釜汀
了 《5G技 木庄用友展跡波》;完 成中国庁屯 5G中 米核心同、5G争 力実唸核心同建没
10

;

建没升通小湯山医院等 6処 5G基 靖 ,建 没 4,9G基 靖 5座 ,700M基 靖 4座 ;在 l可 共洵
区尤泉小学完成 5G在 銭教育平台搭建 ;釈 板参与中国声 屯狙須的 5G実 強探索 ,参 与
制定北京三不内 700MHz基 靖逸址方案 ;升 展冬奥元銭 CATV、 低延吋系統 5G技 木淑1拭 。
全面推逃科技部項 目実施 ,推 逃冬奥超高清 8K数 字 屯祝有銭借輸和拭点覆孟 ;完 成

8K入 戸倍輸技木研究及 8K入 戸接牧終端研友 ;完 成 8K机 頂金技木規疱事 、祥机没it
方案 ,搭 建 8K倍 輸実聡系銃 ;配 合中国l 屯 完成 5G+8K超 清共詮 ;完 成北京男笙世
界杯 8K宜 播演示不境搭建 ;咲 合中米通鴻完成中美含J客 大賽頒実典礼 5G+8K宣 播 。
二是釈扱推逃智慧声 屯 云管端 "建 没 。升展息体技木系銃演逃規支J制 定工作

,

推逃終端声品形恣演逃 ;初 歩完成升放性的物咲同服努平台建没 ,力 昌平智慧社区項
目、通州煤改屯項 目升展提供支禅保障 ;完 成智能家居平台和 APP的 研友工作 ;完 成
公司数据同絡技木規支J,膚 劫智慧庁屯集客立努寺同建没 ;升 展 HINOC小 規模拭点工
作等 。
三是 自主知沢声杖 申扱与荻取工作 。2020年 度荻得 1項 友明寺利授杖 ;完 成公司
己授杖 19今 寺利的年度窄押 工作 。
四是科技項 目管理工作 。完成 3今 科技項 目立項工作 。
(七 )釈 扱参与公益活劫

一是継銭提升 光明影院 "社 会影哺力 。完成 104部 元障碍 屯影制作 ;膚 劫 100
年 100部 "盟 妃念建党 100周 年元障碍主題屯影策支J工 作 ;墾 銭升展 光明影院"元
障碍 屯影全 国公益推庁及融合CJ新 研村会 ,釈 板推逃規模覆蓋和社会影的力提升工
作。
二是逃 一歩完善

北京美雨智慧多村信息服分平台 "。 在北京市衣研中心和各区

衣立衣村局指尋下 ,依 托公司双向同絡和終端覆蓋仇勢 ,提 供覆孟籍区村民的 智慧
多村 "屯 祝云服分 ,力 村象単位提供党建 、 三井公升 "、

精准扶貧 "、 村民精神文化 、

村民生産生活和 民主監督管理等服雰 内容 。
六 、対不境的責任
歌牛有銭秋板噛庄国家市能減‖F等 相美政策号召 ,以 高度 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通
道晋孤管理、技木革新等方式市能降耗 、保押不境 ,碗 保実現企立経済数益 、社会数
益与不境敷益相統一 。
(一 )播 放公益声告 ,倣 好全頻道漆功字幕庄急信息友布

力落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息体宣倍要求 ,2020年 歌準有銭互功媒体平台通述升
机 、早航条 、貼片国片等声告位遊行了大規模的公益声告宣借 ,投 放公益声告累汁曝
光豹 200に 次 。

2020年 ,力 首都市民友布政府預警信息和相美公告 ,歌 隼全頻道漆劫字幕先后完
成 鉄路屯子告票 "、
済 "、

張降水 "、

道路施 工 "、

防空警扱 "、

春市 、元宵市畑花爆竹禁放 "、

大凩 "、

五一 出

笙叶双賞 "等 多紳預警癸 、服各癸政府信息在全国的

友布 ,覆 蓋全市 300万 机頂盆用戸 ,保 障了信息友布及吋 、准碗 ,内 容零錯渓 。
(二 )倣 好市能減‖ト

2020年 ,公 司釈板完成 了 2019年 度破排放配額履釣上数 工作 。不断仇化 、完善
『件系銃和移劫亦公平台,実 現屯子化 、元気化 、 自劫化 、
亦公自劫化 (OA)系 銃 、由
移劫化亦公 。充分利用祝頻会波系銃 ,提 高工作数率 ,減 少出行消耗 。加張対全員的
不境保押教育 ,鼓 励員工在 日常生活、工作中注重市豹資源和 能源 ,逸 拝公共交通工
具 ,共 同菅造録色舒遣的亦公不境 。同吋 ,継 銭配合上須単位芦格落実卒輌管理工作

,

大量減少公分用牟使用頻率 ,力 後解首都交通捌堵 、市能減引卜
倣出貢献 。
(三 )美 化城市不境
1.市 象主次干路任努 :根 据北京市城管委 6月 3日 下友的 《
美干狙須倣好 2020

年通信架空銭穿貌撤銭抜粁工作的通知》要求 ,公 司集中力量子 12月 底前完成了 64

条道路的架空銭入地 工作 。
2.区 象背街小巷任努 8在 完成北京市城管委入地任努的同吋 ,公 司釈板配合海淀

区和石景山区城管委完成 了 102条 背街小巷貌銭的入地工作 。同吋 ,加 張安全生声管
理和施工現場管理 ,有 数促逃 了首都不境提升 。

2021年 ,是 中国共声党建党 100周 年,是

十四五 "規 支J升局之年 。歌争有銭公

司格 以コ近平新吋代中国特色社会主文思想力指尋 ,全 面貫御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 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 ,堅 守意沢形恣陣地 ,堅 持人 民需求早向,決 真落実
全国宣借部長会波 、全 国声播 屯祝 工作会波 、中国声屯同絡股分有限公司工作会波精
神 ,在 中国庁 屯頷早下 ,井 心跡力 ,脊 勇前逃 ,加 快推劫公司高願 量eJ新 性友展 ,全
方位服努党和政府 工作大局 ,全 方位服分人民群余対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継 銭
力服分首都全 国文化中心建没和智慧城市建没貢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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