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

Economics

第 5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人力资源薪酬管理策略
卓玲乐
重庆市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DOI:10.12238/ej.v5i2.862
[摘 要] 薪酬管理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管理的积极作用,提高员工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储备大量高素质人才,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使企业在激烈的社
会竞争中脱颖而出。企业的薪酬是否科学合理,往往会对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产生重大影响,其是提升企
业人力资源竞争力的重要保障。本文以此为理论出发点,分析了我国企业薪酬管理的发展现状,针对存在
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供业内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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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alary management is conducive to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mproving the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of
employees, improving work efficiency and quality, reserving a large number of high-quality talents,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enterprises, making Enterprises stand out in the fierce social competition. Whether
a company's salary is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ofte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mpany'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t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human resources of enterprises.
Taking this as the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enterprise
compensation management in our country,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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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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