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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文件

通企〔2022〕167 号

关于征集 2022 信息通信行业

健康企业建设特色案例及企业家和

职工健康故事的通知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联合

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广播电视

网络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各会员企业，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信息）通信行业协会，各有关企业：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今年 4 月，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推进健

康企业建设，培育一批健康企业特色样板”。中国企业联合会、中

国企业家协会（以下简称中国企联）在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

办公室和全国爱卫办等单位的指导下，于 2020 年启动“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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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行动”。2021 年中国企联组织开展了全国健康企业建设优秀

（特色）案例征集活动，中国通信企业协会积极组织行业企业参

与，推荐的 27 个行业企业案例，全部入选中国企联今年 7 月发布

的全国健康企业建设特色案例。中国企联组织召开了全国健康企

业建设交流圆桌会，推出健康企业案例故事，人民网、新华网、

央视网等媒体给予了广泛报道，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专业机构、

广大企业的充分肯定和普遍关注，为开展健康企业建设工作提供

了宝贵借鉴，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

在健康企业建设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身先士卒做表率，带

动职工提高健康水平的企业家；同时，出现了一大批持之以恒秉

持健康工作、生活方式，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的企业职工，成为健

康企业建设的突出事例，对广大企业员工具有良好的示范和引领

作用。

为深入推进健康企业建设，践行“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的

健康中国战略主题，2022 年中国企联继续开展全国健康企业建设

特色案例征集工作，同时征集 2022 企业家和职工健康故事。受中

国企联委托，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在信息通信行业中征集全国健康

企业建设特色案例及企业家和职工健康故事进行推荐。现将有关

征集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 2022 信息通信行业健康企业建设特色案例

（一）申报方向

围绕《关于推进健康企业建设的通知》及附件《健康企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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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规范》，总结自身特色做法，提交相关资料。申报方向主要包括：

职业健康促进、健康知识普及、体育健身、心理健康、营养健康、

女工健康、健康管理、健康文化、健康环境等，也可以是综合推

进或其它特色做法，并欢迎与提供专业服务的供给侧企业联合申

报。

（二）申报条件

1.申报企业为在中国境内注册，从事信息通信行业相关业务

的独立法人。

2.申报的案例已在企业实施满一年以上，且运行状况良好。

3.申报企业遵纪守法，近三年来在工商、税务、银行、海关

等部门无不良行为记录；财务状况和运营情况良好；申报的案例

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4.已被发布的案例不再重复申报。

（三）申报标准

1.完整性：符合各项申报条件，申报文件结构与内容完整规

范。

2.积极性：申报企业主要领导重视、积极推行并参与，健康

企业建设被作为企业重要工作事项推行，制定相关制度保障案例

项目实施，明确部门分工，主动开展意愿强烈，组织实施有力。

3.生动性：案例特色鲜明，职工广泛参与、普遍受益，有较

高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有反映效果的数据支持，可持续开展。

4.示范性：符合国家健康企业建设要求，易于推广，对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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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示范价值。

二、征集 2022 信息通信行业企业家和职工健康故事

（一）行业企业家健康故事征集对象：身先士卒做表率、带

领职工广泛参与健康活动，重视健康企业建设，对健康企业建设

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企业“一把手”领导。申报材料突出具体事

迹和相关数据。

（二）行业职工健康故事征集对象：在积极做好本职工作的

基础上，追求健康人生，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持之以恒

坚持健康工作、生活方式，在自我健康管理、科学健身、合理膳

食等方面为其他人做出表率的企业各级干部、职工；国家卫生健

康委、中华全国总工会评出的“职业健康达人”。申报材料突出具

体事迹和相关数据。

三、申报要求

（一）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广播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信息）通信行业协会为推荐单位，每个推荐单位

推荐一般不超过 10 项特色案例，确实突出的可以适当增加。企业

家和职工健康故事推荐数量暂不作要求。推荐单位对所报案例及

故事审核通过后，填写推荐书（详见附件 1）并加盖公章后，将扫

描件提供给被推荐企业（申报企业）。推荐单位将推荐案例和故事

的目录以公函形式发给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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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企业按要求填写申报书（详见附件 2、附件 3），

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前，将推荐单位提供的扫描版推荐书、申报

书Word版和盖章扫描版以及相关电子版附件材料发至联系人邮箱。

申报企业对所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三）我会将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如有必要，将到申报企

业实地调研核实，审核通过后，将组织发布 2022 信息通信行业信

息通信行业健康企业建设特色案例及企业家和职工健康故事。中

国通信企业协会将择优向中国企联进行推荐参与 2022 全国健康

企业建设特色案例及企业家和职工健康故事征集工作。

（四）在案例和故事申报、推荐和审核过程中，不增加申报

企业负担，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申报企业索要费用和好处。

（五）信息通信行业健康企业特色案例、企业家和职工健康

故事的征集、发布、推广的日常工作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负责。

（六）我会将对信息通信行业健康企业建设特色案例、企业

家和职工健康故事予以积极宣传、推广，持续营造员工参与、企

业支持、行业欢迎的健康企业建设氛围。

附件：1.2022 信息通信行业健康企业建设特色案例及企业家

和职工健康故事推荐书

2.2022 信息通信行业健康企业建设特色案例申报书

3.2022 信息通信行业企业家和职工健康故事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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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征集 2022 全国健康企业建设特色案例及企

业家和职工健康故事的通知》（中国企联业字〔2022〕

21 号）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2022 年 10 月 31 日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雷皎洁、王涛

电话：010-68200133，13671232190；

010-68200108，13810392949。

邮箱：xinyong@ccace.org.cn）

mailto:xinyong@ccac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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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信息通信行业健康企业建设特色案例

及企业家和职工健康故事

推荐书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我单位推荐由 此处填写申报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填写申报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实施的健康企业建

设特色案例：请填写案例名称 /企业家健康故事：请填写企业家

姓名及故事名称 /职工健康故事： 请填写职工姓名及故事名

称 ，经我单位审核，认为符合申报要求，特向你会推荐。

推荐单位联系人：

部门及职务：

联系电话：

推荐单位（盖章）：

202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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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信息通信行业健康企业建设特色案例申报书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案例名称 体现案例典型特征、核心内容，15字以内

申报单位 与企业注册名称一致（此处需加盖公章）

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推荐单位名称注 1

单位类型

□中央企业及所属企业 □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

□外商投资企业 □民营企业

□混合所有制企业 □其他

所属行业

主营业务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可多选：

□ A 农、林、牧、渔业

□ B 采矿业

□ C 制造业

□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E 建筑业

□ F 批发和零售业

□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H 住宿和餐饮业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9

□ J 金融业

□ K 房地产业

□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P 教育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企业规模 □ 大型企业 □ 中小企业

姓 名 部门职务 办公电话/手机

项目负责人

工作联系人

案例类型

可多选：

□职业健康促进 □健康知识普及 □体育健身

□心理健康 □营养健康 □女工健康

□健康管理 □健康文化 □健康环境

□综合推进 □其他类型：

申报单位概况
1. 业务范围及主要产品和服务

2. 企业获得的重要荣誉

人员结构

1. 企业总人数

2. 男女比例

3. 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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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部门

1. 负责实施健康企业建设工作的部门：

□党委有关部门

□企业医院、医务室或健康管理中心（室）

□其他部门：

2. 公司分管领导职务：

案例内容

本案例实施时间、推进方式、基本内容、突出特色、

主要成效以及获得的评价或认可等，建议有数据支持，

5000 字以内。

可补充资料：

1. 与案例相关的荣誉证书照片、扫描或复印件

2. 案例图片资料

3. 案例视频资料，长度不超过 5分钟

企业需求

1. 开展健康企业建设时遇到的困难

2. 需要的专业支持

3. 未来 3年内开展健康企业建设的主要方向

联合申报单位

是否联合申报

单位名称

□工会 □办公室

□安全技术和安全监督部门 □人力资源部门 

□ 是 □ 否（勾选否，以下信息无需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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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手机

邮箱

申报意向

明是否参与联合申报，本企业角色与贡献。

（需加盖公章）

单位名称

联系人

手机

邮箱

申报意向

明是否参与联合申报，本企业角色与贡献。

（需加盖公章）

单位名称

联系人

手机

邮箱

申报意向

明是否参与联合申报，本企业角色与贡献。

（需加盖公章）

注 1：在附件中提交推荐单位加盖公章的推荐书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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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信息通信行业企业家和职工健康故事申报书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名称 （此处需加盖公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故事类型 □企业家健康故事

故事名称 体现健康事迹的典型特征、核心内容，15字以内

姓名

部门及职务

故事内容 （3000 字以内）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职工健康故事



中国企业联合

中国企业家协

AA
f白

A
f白

中国企联业字（2022) 21号

关于征集2022全国健康企业建设特色案例及

企业家和职工健康故事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计划单列市企业联

合会、企业家协会，各全国性行业协会，各中央企业、有关企业：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 今年4月， 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

十四五
” 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

“

推进

健康企业建设， 培育 一 批健康企业特色样板
”

。 我会在健康中国

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和全国爱卫办等单位的指导下， 于2020

年启动
“

健康中国企业行动 ”。 2021年我会组织开展了全国健康

企业建设优秀（特色）案例征集活动， 广大企业积极响应、 踊跃

申报，有关全国性行业协会、 各地企联及中央企业认真组织、 积

极推荐，经过专家审核和向社会公示，于今年7月推出了129项

全国健康企业建设特色案例。 我会召开全国健康企业建设交流圆

桌会， 推出健康企业案例故事， 人民网、 新华网、 央视网等媒体

给予了广泛报道， 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 专业机构、 广大企业的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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