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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船舶的建造逐渐复杂化、多样化,从而对船舶建造质量、技术以及管理等方面均加大了难度。
因此,适当的管理体系建设以及管理方法的实施对船舶建造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船舶建
造企业干部的管理。企业干部队伍是企业在产品生产、经营等方面活动的领军人物,其决策对企业的发
展、文化的形成以及战略目标的顺利进行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船舶建造企业干部的培养、管理
以及综合素质水平的提高均是船舶建造企业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因此,加强对船舶建造企业干部
队伍的管理以及建设,对船舶建造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均具有促进作用。本研究通过对我国船舶建造企
业干部管理现状以及发展情况进行探讨,并根据船舶建造企业各方面的现状提出企业干部管理的有效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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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ships is gradually complicated and diversified, which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in
the quality,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of ships' construction.Therefore, the appropriate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nagement method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hip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especially the management of shipbuilding enterprise cadres.The enterprise cadre
team is the leading figure in the product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ctivities. Its decision-mak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 form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smooth progress of strategic
goals.At the same time, the training, management of the cadres of ship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level are the key to the sustainabl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ship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adre team of ship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plays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ship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hip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cadre management in China, and proposes the effective method of enterprise cadre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hip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Key words] ship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cadres; managem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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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精细化管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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