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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力资源与其他资源合理结合,可显著提高资源利用率。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项目管理实践也随
之进步。但是,建筑行业发展中,人力资源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尚未形成科学完善
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因此,工程项目建设管理中的人力资源配置问题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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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sonable combin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and other resourc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resource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project management practice has
also improved. Howev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human
resources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is unreasonable, and a scientific and perfect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has not been formed. Therefore, the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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