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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国家加大对乡镇建设的扶持力度,使乡镇事业单位增加更多职能作用和工作任务。而人
力资源管理工作决定乡镇事业单位的职能作用能否得到最大发挥。因此,需要高度重视乡镇事业单位人
力资源管理工作,充分发挥经济师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价值,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为事业单位快速发
展提供人才支持。本文主要阐述经济师在乡镇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作用、问题及措施,希望
为相关机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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