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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正在深入发展,这就导致各行业竞争压力与日俱增,尤其是在当前这一发展
形势下,各企业间的竞争更是如火如荼。当前各企业竞争的关键点已经不在于市场占有量,转而是人才竞
争成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所以各企业在发展中若要提高自身行业竞争力,保证在行业中能
够扎根立足,那么在工作中就要优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以保证在实际工作中能够为企业带来高素质人
才。由此可见高级经济师在企业运行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本文就针对高级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发展
的现状及对策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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