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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经济背景下的企业人力资源建设非常重要,而政工工作又与企业的人才队伍建设有着密切
的关系。目前,我国企业的政工工作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思想观念落后、工作方式缺乏创新等,严重地制
约着企业的政工工作。基于此,文章通过对当前企业政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就如何改进政工
工作的工作策略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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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Countermeasures of Enterprise Political Work Based on New Economic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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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 human resources under the new economic background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 political work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of the enterprise.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olitical work of Chinese enterprises, such as backward ideas and lack of
innovation of work methods, which seriously restricts the political work of enterprises.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enterprise political work, and discusses how to improve the
political work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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