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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激励机制完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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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今,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管理工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没有系统的激励机制,
造成了很多问题,因此想要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管理工作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就需要制定系统的激
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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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However, because there is no systematic incentive mechanism, it has caused many problems. Therefore, if you
wan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you need to
formulate a systematic incentiv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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