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4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如何完善国有建筑施工企业人才管理与激励机制
杨全双
中煤长江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DOI:10.12238/btr.v4i5.3811
[摘 要] 本文分析和研究当前国有建筑企业人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国有建筑施工企业人才
管理的对策和完善激励机制的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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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alent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alent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nd the effective ways to improve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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