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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城镇化发展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影响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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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镇化发展符合当前社会的发展进程,城镇化发展是人类物质文明与进步的具体体现,也是人
类精神文明大步向前的动力。因此,城镇化发展步伐将会越来越快,发展程度将会越来越深。据目前看来,
未来十年城镇化发展速度将会超出人们的预期,并且给社会各界都带来巨大的压力。所谓人无远虑必有
近忧,社会保障事业亦是如此,因此针对于未来十年的城镇化发展前景应有一个准确的预估,以保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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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conforms to the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proces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s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of huma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 and is also the power for
huma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o stride forward. Therefore, the pace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will be faster and
faster, and the development degree will be deeper and deeper. At present, urbanization will develop faster than
people expected in the next decade, and bring great pressure to all sectors of society. It is said that when people
think too far ahead, they will suffer at a short time, and so it is with social security. Therefore, an accurate
forecast should be made for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urbanization in the next ten years to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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