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

Economics

第 4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国际工程项目劳务管理的方法探究
刘婷 喻佩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DOI:10.12238/ej.v4i4.730
[摘 要] 科学的劳务管理能够保证劳务人员素质,确保项目的有序开展,从而提高工程项目的质量,提升
企业的收益。不合理的劳务管理容易产生劳务纠纷,造成恶劣的影响,从而阻碍项目实施,降低企业收益。
因而,企业应重视劳务管理,采用科学的方法管理劳务人员。本文主要围绕国际工程项目阐述了劳务管理
的特点,分析劳务管理的影响因素,并探究有效的劳务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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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labor management can ensure the quality of labor personnel and ensur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projects, there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and increasing the profits of
enterprises. Unreasonable labor management is prone to labor disputes, causing bad effects, which hinder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reduce corporate profits. Therefore, enterprise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labor
management and adopt scientific methods to manage labor personnel. This article mainly elabo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bor management around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projects,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abor management, and explores effective labor managem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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