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员工

我们支付的薪酬总额为

433.21亿元

我们支付的福利总额为

99.43亿元





进展 我们根据国家相关法规，积极保障员工的基本权益，实现性别平

等，杜绝和坚决抵制使用童工和强制劳动等行为。我们充分保障

员工福利，不断完善员工薪酬体系，以绩效导向为核心，倡导能

上能下，鼓励能者多得，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员工发展方面

员工关爱方面

保护员工申诉权益方面

我们积极进行各类生活、学习和办公平台的创新，利用“快乐

平安”APP、“财酷”APP、“知鸟”APP，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和学习效率。

我们积极发挥金融企业的优势，给员工提供专属的理财产

品，为员工的资产增值保值，成为员工的财富管家，让金融

连接员工的生活。

我们设立“申诉邮箱”作为申诉渠道，由专人负责受理员工因

违规受罚的申诉请求，最大限度保障员工合法权益。



关爱身心健康，倡导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我们持续开展平安EAP计划，2015年，我们以“健康、

活力”为主题，营造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倡导工作与生

活的平衡。我们组织优秀员工交流会、高管面对面、员

工生日会等活动，帮助员工树立良好的工作心态、提升

工作热情，增强团队凝聚力和积极性。

我们为员工提供第三方身心健康专业咨询——心晴热线，

员工及其家属通过面谈、电话、邮件等方式获得了资深

顾问提供的专业诊断、指导、培训和咨询（2015年共提

供电话咨询3,490例、邮件咨询268例、面谈53例），

全方位帮助员工缓解压力、改善情绪、树立积极心态、

建立良好的职场/家庭人际关系，助力员工实现健康生

活、快乐工作。

“平安一家亲”活动

2015年，为配合员工关怀计划，我们平安金融培训学院

持续开办压力管理、积极心态、解码情商与压力等课

程，全年开班期数达179，参训总人次达4,603人次。

我们持续开展篮球、羽毛球、足球、跑步等体育活动，

不断吸引员工的热情参与，为员工搭建一个宽松愉快的

交流平台。2015年，我们集团和子公司积极赞助和参与

上海马拉松、深圳马拉松等体育活动，带动员工进行跑

步，倡导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



案例

基于“平安人寿”APP，以“平安有约健康行”活动为龙

头，推动员工积极参与健身运动，深沪总部及41家分

公司均第一时间成立“新生活跑团俱乐部”，跑团人数

近8,000人，定期开展活动，形式多样，员工不仅收

获了身体健康，同时感受到了精神愉悦。

平安人寿“新生活运动”

设立5公里，10公里及半程马拉松三项赛事，掀起了

全员乐跑热潮，鼓励员工健康跑步，快乐生活。

平安产险“健步跑”

京、沪、深三地因地制宜地开展了登山、徒步、接力

等团队活动，不仅充分展示了员工的风采，更增进了

各业务条线之间的协作交流，激励员工一鼓作气、再

攀新高。

平安信托“登高节”

“平安一家亲”运动会自2012年正式推出以来，已成为各

子公司间交流与沟通的平台。2015年，全国几十家二级

机构所在的重点城市陆续举办“一家亲”趣味运动会，其

中，产险牵头地区5家，寿险牵头地区12家，银行牵头地

区12家，养老险牵头地区4家。同时，我们在“一家亲”活

动项目和活动形式上进行了创新，改变以往同一地区不

同系列员工联动，逐步扩大活动区域范围。2015年，我

们还组织了“平安工会杯”全国钓鱼挑战赛，比赛共吸引

全国19个二级机构所在地区的22名垂钓高手热情参与。 “荧光跑”活动



快乐平安APP各功能板块使用情况

提升工作效率，优化移动化办公平台

2015年，我们持续完善、优化服务员工的“快乐平安”APP，为全体员工提供最常

用、最便捷的服务。截至2015年12月31日，“快乐平安”累计安装用户已达22.6万

人，周活跃率48%。在人事模块方面，我们优化了产品功能，更便利员工的使

用，进一步提升员工体验，获得了员工的广泛好评。

概述 标签 使用次数 较去年提升

2015年快乐平安整体使

用情况

每一个模块都贴近平安

人的需求

每一个数字都记录了平

安人的辛苦付出

总用户数

启动次数

查工资

考勤

绩效管理

财酷

广告

员工专享

员工互动区

员工心晴计划

签报

企业通讯录

公文公告

电话会议

电子会议预定

视频会议

6,781,965

2,733,859

388,818

56,896

55,776

5,131

250%

293%

71.7%

-

-

-

3,669,003

2,747,499

783,138

1,200,691

886,493

372,745

269,667

103,593

256%

296%

107%

177%

-

26%

-

183%

225,734人

85,359,059次

-

-

100%9:41 AM

“快乐平安”界面

备注：快乐平安“总用户数”、“启动次数”等数据，在2014年未统计披露，故“较去年提升”的百分比数据无。



创新学习模式，增强员工学习的主动性

我们打造财务创新服务平台“财酷”，以互联网模式推动财

务服务和财务管理的创新和升级，深入业务前端，通过

大数据应用，推动管理向智能化、自动化发展。“财酷”平

台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等先进技术，提供SAAS云

服务，员工可通过移动手机、PC端使用财酷产品，摆脱

传统办公室的束缚，做到快速提供财务服务，随时随地

使用服务的功能，同时节约软件企业服务成本。

我们利用“财酷”为员工提供线上集中的机票酒店预订服

务，为员工引入优质协议酒店；提供一站式商旅服务，

通过与供应商的数据直连，员工可快速完成报销，自动

化程度大幅度提升；颠覆传统报销流程，使用先付款后

交单的流程设计，借助“壹钱包”第三方支付平台，员工

差旅报销实现15分钟快速到账。

截至2015年12月31日，“财酷”已经为超过22万员工、20

多家内外部企业提供服务。机票年平均流量超过4亿元，

酒店年平均流量近1 ,000万元，保持15分钟快速报销体

验，支付报销款超过6亿元/年，40万人次/年。

我们创新打造的“知鸟”移动学习平台，创立了以“培训部

主导”和“员工自主产生学习”为基础的全新培训生态体

系。“知鸟”平台支持多种员工上课形式：支持员工自学

或必修课强制推送，支持线上线下结合O2O混合教学模

式，支持视频课程、图文课程、闯关游戏课程、测评练

习等丰富多样的课程形式。

截至2015年12月31日，“知鸟”平台在用户爆发式增长的

前提下，月度活跃率平均达59%，最高达64%；平台上

线5.2万门课程，课件总播放量超过5,400万次，培养微

课初级讲师789名。

2015年9月,“知鸟”凭藉先进的设计理念，一举包揽布兰登

霍尔卓越奖(Brandonhall Excellence Awards，人力资

源领域的“奥斯卡奖”)“最佳移动学习应用”金奖和“领先学

习技术”铜奖，成为首家获此殊荣的中国企业。

我们进一步完善面授及网络课程体系，课程设计贴近业

务需求，推动培训运营力度，加强讲师培养和调度，助

力战略实施。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全集团面授课程总

量达到400门；举办各类面授培训班1462期，培养员工

41,490人次；新开发网络课程124门，总量达到1 ,702

门；面授及网络人均培训时间为4小时；继续倡导和推动

全员学习，人均完成网络课程4.59门次。

截至2015年12月31日
“知鸟”平台课件总播放量超过

5,400万次

培养微课初级讲师

789名

“知鸟”移动学习平台

100%9:41 AM



围绕学习型组织体系建设，着力推动学习转型，加强对各类新型培训模式和手段的探

索。2015年，我们尝试O2O新型互动学习模式，打造“学人研习社”、“学习午餐会”、

“典范微分享”等学习品牌；设立“平安学人”微信公众号，发布“案例有约”138期；建立

“战狼”、“战神”各类“典范英雄”微信群，实现线下培训向线上学习圈的导流。

案例

2015年，我们大力推动“互联网+”培训转型变革，线上移动化学习结合线下主题培训

活动：“高管一堂课”，分公司机构一把手亲自走上讲台，提炼传播高管管理智慧经

验，加大干部队伍培养；“榜样的力量”，全面展示三、四级机构负责人成长历程，传

播复制优秀经营管理经验；“经典呈现”，面向销售人员推广销售宝典，实现知识即学

即用。 

围绕员工学习和体验，打造具有寿险特色的学习型组织。2015年我们从“最佳实践案

例”、“行业专业微课程”和“员工自产生课程”三方面促进课程内容建设，致力于为员工

提供随时随地便捷学习的体验；我们重视专项人才培养，持续开展机构一把手、高潜

经理、黄埔二期、三级机构负责人、总部新员工技能提升班等分层级的专项人才培养

项目。

重点支持公司新战略落地，强化一线员工专业技能，提升管理干部战略理解和执行。

为配合公司“1+N“业务新战略落地，我们分别组织了“分公司业务腾飞系列培训”、“分

公司业务承揽强化培训”等项目，不断加强一线业务人员产品知识和承揽能力，有效支

撑了公司业绩达成。

平安
银行

平安
产险

平安
人寿

平安
证券



面授及网络人均培训时间

培训总人次

公司培训预算总投入

人均培训预算费用

新开发面授课程数 

新开发网络课程

人均学习网络课程

网络课程开发小时数

平安金融培训学院兼职讲师

执委面授培训覆盖率

高级经理面授培训覆盖率

中级经理面授培训覆盖率

一般管理人员面授培训覆盖率

在线考试人次 

网络学习小时数

网络学习完成门次

“知鸟”平台上线课程数量

“知鸟”平台课程总播放量

4 小时

41,490 人次

7.02亿元

2,554元

12 门

124 门

4.59门

148.6 小时

876 人

10.47%

37.27%

24.79%

14.18%

448,877人次

598,756.88小时

1,262,371门次

52,000门

5,400万次

2015年数据

备注：2015年大力发展“知鸟”平台移动学习，故面授及网络学习的人均时间较2014年略有下降。



保障员工权益，积极召开员工代表大会

为保障员工的基本权益，加强民主管理，我们持续提高

员工代表大会制度运行质量，通过召开员工代表大会，

审议公司相关制度和重大事宜。2015年我们共召开30余

次员工代表大会，对休假制度、加班管理制度、处罚制

度、案件责任追究管理办法、绩效问责管理制度、员工

表彰管理等人事或合规方面与员工利益密切相关的管理

制度进行审议修定，并且通过员工代表大会对职工监事

进行推举和改选。另外，我们还召开了监事会议，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司的财务活动及经营管理行为进行

监督，确保员工的利益得到保障。

完善绩效管理与考核，拓宽员工发展通道

2015年，我们在绩效管理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尝试。

立足公司特征和员工日常工作需求，在互联网公司绩效

管理上进行适当简化，并对绩效管理系统工具进行优

化，将员工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

我们始终坚持绩效导向，员工个人的考核，一直与业绩

贡献相关联，中高级员工及部分关键岗位的考核，与量

化KPI工作相结合，确保效率、兼顾公平。

2015年，我们继续推进员工职涯发展项目，拓宽了员工

发展通道，打破了原有的ABC行政管理体系，建立了适

合新兴业务发展的职级体系，细化了不同序列员工的差

异化管理措施，建立了更为科学合理的晋升发展标准，

引导员工提升工作专业程度，引进国际化专业认证培

训，为员工发展通道多元化、发展周期长期化、晋升标

准合理化做出了成绩。



保障员工福利，构建合理的薪酬体系

我们充分保障员工的基本福利，在为员工提供五险一金

的同时，发放综合保障、过节费、年休假、年金、取暖/

降温费，并提供年度健康体检、员工心理咨询等服务，

同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员工工伤和职业病伤害

进行妥善处理。

我们的薪酬管理秉持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

各项薪酬制度均依据民主程序进行审核，并向全体员工

进行宣导。我们定期开展市场薪酬调研，持续检视员工

薪酬竞争力水平，合理提升员工可支配收入，实现员工

激励与保留。我们鼓励能者多得，奖金结合个人绩效及

贡献度差异化发放。2015年，我们正式实施了《中国平

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人员持股计划》，建立

了员工与股东的利益共享机制，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公

司的长期薪酬激励机制。

2015年，我们支付的薪酬总额为人民币433.21亿元，我

们支付的福利总额为人民币99.43亿元。

我们支付的薪酬总额为人民币

433.21亿元

我们支付的福利总额为人民币

99.43亿元

2015年



完善员工及家属综合福利保障计划

我们通过企业年金制度，为员工提供了一个与公司共同

成长的平台。2015年，我们共有96,195名员工参加企业

年金，支付员工企业年金总额约4亿元。截至2015年12

月31日，企业年金累积总额达28.4亿元。员工每月支出

的企业年金占工资比率约为1.54%，公司为员工支出的企

业年金与员工每月工资的比率约为2.25%。

2015年，我们信托互联网金融事业部针对员工定向供应

互联网理财产品“员工鑫”，该产品具有起售门槛低（1万

起），产品优质，期限灵活，预期收益率可比肩同类较

高门槛产品的特点，产品发布对象限定为平安员工，致

力于为员工提供特别的福利解决方案，薪上加“鑫”。

我们不仅为员工提供免费的综合福利保障计划，使员工

在遭遇重疾、意外、身故及住院等情况时，能得到及时

合理的帮助补偿；还为员工家属提供了高性价比的综合

保障计划和高端医疗保障计划可选菜单，满足员工家庭

人身保障需要，使员工本人及家属可享受更多的健康保

障及增值服务，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提高员工及家属

的幸福感。

慰问困难员工、重疾员工及家属，发放慰问金328.2万元

2015年，我们积极开展扶贫济困、员工互助等多种形式

的工会送温暖活动，为困难员工、重疾员工发放慰问金

和慰问品合计金额达328.2万元。2016年春节前夕，我

们走访慰问了驻深地区部分离退休老同志及身患重症的

员工或家属，详细询问其生活和家庭情况，并送去1.7万

元慰问金。深圳财富分公司员工因肝脏移植后再次衰

竭，需二次肝移植。我们信托工会立即开展“伸出援手、

拯救李瑞兄弟”爱心行动，组织员工捐款、献血，并通过

信托微信订阅号，手动转发、爱心接力，号召社会各界

关注与帮扶，揭起公司内部及社会拯救李瑞的爱心潮。



2016年，我们将：

持续关注员工身心健康，为员工提供第三方身心健康咨询，让

EAP工作成为公司和员工之间，主管和员工之间的润滑剂，

帮助员工更好地投入工作，健康地生活。

依托快乐平安APP为员工提供更多便捷的移动自助服务，进

一步提升员工日常工作的移动化水平，通过科技与业务的深入

融合，提高员工工作效率，提升自身能力素质，为国家、行

业、公司提供更多互联网金融人才。

展望



继续扎实开展员工绩效管理，深入推进员工职业生涯发展，完

善发展标准，差异化管理，探索配套培养机制，有规划地投入

资源，实现员工数量和质量的更大发展。

积极关注公司内外部的优秀福利实践，持续完善内部福利体系

建设，为员工提供更多、更有效的保障。

优化及新增学习项目5个，新增案例合集200个，新增优质线

上微课5,000门，培养中、高级优秀微课讲师410人，新增

WEKA企业会员1,000个，指导并推动各专业委员会、地区委

员会完成年度工作计划，增加WEKA的影响力。我们的“知鸟”

用户达到200万（员工+代理人），平台使用活跃率不低于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