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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当前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经济水平不断提高,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激烈的市场竞优胜劣汰下,如果想要实现快速发展并保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树立企业文化。 其中,
最重要的是提高企业政工人员的素质建设。因此,本文论述了政工人员素质对政工建设的重要性,建立高
级政工队伍的必要性和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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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hanging economic situ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level,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has changed significantly. In the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if you want to achieve rapid development
and remain invincibl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corporate cultur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terprise political workers. Theref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quality of
political workers to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the necessity and specific method of establishing senior political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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