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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电力企业为保持稳定持续的发展,其自身管理理念也在不断进步,积
极向现代化管理内容靠拢。而且企业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对管理工作越来越重视,其中,对
于电力营销管理工作也给予了高度重视。由于当前用电过程中问题较多,为用电检查效果带来了不利影
响,所以要加强对远程用电检查技术的应用,其在推动电力行业稳步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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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in the market economy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maintain stab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s are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ir own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actively
moving closer to modern management content. Moreover,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enterprises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management work, especially the power marketing management
work. Because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power utilization process, which have brought adverse
effects on the power utilization inspection result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to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f remote power utilization inspection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pow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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