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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作者以所在公司为例,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当前国有建筑施工企业在薪酬管理方面普遍存
在的问题与不足,结合自己多年从事薪酬管理经验,提出了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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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akes his company as an example,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common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in salary management of current state-owned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his years of experience in salary management, so as to optimize the
salary management system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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