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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个城市的环境卫生不但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而且是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但是
目前,环卫企业的发展存在诸多问题,如环卫工人的社会地位低、工作环境差、人员结构老化、薪资待遇
不高等。因此,加强环卫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不但是环卫企业内部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要求。基于此,文章就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促进环卫事业和谐发展的相关举措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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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Promoting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Xiangfei Wu
Tianyou Municipal Co., Ltd. in Pudong New Area of Shanghai
[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of a city i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the
people, but also an important window of urban civilization. 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anitation enterprises, such as the low social status of sanitation workers, poor working
environment, aging personnel structure, and low salary.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of sanitation enterprises is not only the needs of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of sanitation enterprises,
but also the requirements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evant measures to strengthe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anitation underta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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