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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随着现代化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在共享经济背景下,企业信息不对称以及资源利用等问
题得到了有效改善。而受共享经济的影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因此,
文章基于此简单阐述了共享经济背景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些许问题,并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的创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共享经济；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中石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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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nov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haringEconomy
XinTong
China Petroleum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Corp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modern society, the problem
of enterpris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have been effectively improv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sharing economy.Affected by the sharing economy, the enterprise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work will
face hug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Therefore, the paper briefly expounds some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haring economy,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the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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