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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快速发展变革的新时代之下,我们国有路桥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在发展
过程中,现如今高级经济师作为促进企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其职业的定位以及价值等都有了
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这仍然无法阻碍高级经济师对于企业发展进步的重要影响价值。对于国有路桥
经营管理企业这类交通行业来说,高级经济师的经济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经济效益。随着社会
的发展进步,我国绝大部分企业都在寻求管理方式以及发展方向上的转变,其中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
管理更是决定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对此,本文中笔者将针对新时代下高级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战略
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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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era of rapi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ur state-owned road and bridge
enterprises have an increasingly strong demand for talent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senior economist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drivers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ir career positioning and
value have changed to varying degrees, but this still cannot hinder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value of senior
economist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enterprises. For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such as the
state-owned road and bridge management enterprises, the economic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senior economist
directly affects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enterprises.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society, most
enterprises in China are seek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agement mode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among
which the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within the enterprise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 this regard, the author will explore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trategy of senior
economist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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