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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计算机技术的出现,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目前社
会发展的新常态。互联网作为目前网络经济环境的基本保障,为商业活动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交易方式,
同时由于其便捷性,互联网技术已经深入企业、事业单位等各种组织的经营活动以及人们的日常生
活。而人力资源需要适应当下的经济环境以及技术要求做出改变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对于企业来
说,及时获取有利信息并对外界迅速变化的环境做出反应,实现灵活高效的生产经营模式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自身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队伍。优秀的人才队伍不仅能够给企业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效率,还
能够为企业更长远的发展指明方向,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研究和发展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组织亟
待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就网络经济环境下的人力资源管理进行探究,旨在为人力资源
管理工作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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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mergence of computer technologies represen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etc.,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the new normal of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As the basic
guarantee of the current network 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Internet provides a brand-new transaction
method for commercial activities.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its convenience,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penetrated
into the business activities of various organizations such as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people's daily life.
It has been generally recognized that human resources need to adapt to the current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to make changes. For enterprises, it is necessary to obtain favorable information in a
timely manner and respond to the rapidly changing external environment to achieve a flexible and efficient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odel in Much depends on the human resources team you have. An excellent team
of talents can not only bring a higher return on investment efficiency to the enterprise, but also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Therefor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for organization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o think
deeply and solv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network economy
environment, aiming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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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所进行的能力提升,进而让其在实

中实际上也属于一种投资,企业在不断

化人力资源的整体结构。同时人力资源部

际生产发展中通过激发潜能,为企业带

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将需要招聘日益多元

门还需要结合数据信息挖掘平台对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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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工作的整体质量水平。

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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