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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资源是现代国有企业发展的首要资源,
只有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建立一套科学、完善、高效的人才激励机制,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人才资源的优
势,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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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ment is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talent is the number one resource, and innovation is the
number one driving force! Human resource is the primary resou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nly by 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complete and efficient human resource incentive
mechanism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an we maximize the advantages of human resources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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