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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电力企业在营销管理工作开展时,需要深入的对电费电价进行分析
工作。从实际电力企业的发展现状入手,对日常的数据进行整理汇总,了解目前的经营状态和经营特点。
对于相关工作的人员来说随着电费电价分析工作量日益增大,数据日益增多,很多工作人员虽然具有一
定的统计分析能力,但是过量的数据计算也会增加工作人员实际工作的负担。因此,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在
电力营销管理环节选用科学的电力电价分析方式,加强技术创新、电费实施动态监测以及电费管理,整合
出最佳的营销模式,这样既能够使企业取得经济效益,又能够有效推动企业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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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when the marketing management of
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s is carried out,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electricity price in depth. Starting from the
actual development status of power enterprises, the daily data are collected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operating
status and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related workers, with the increasing workload of electricity price
analysi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data, although many workers have certain statistical analysis ability, excessive
data calculation will also increase the burden of actual work.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relevant staff to
select scientific analysis methods of electricity price in power marketing management, strength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mplement dynamic monitoring of electricity price and electricity price management, and integrate
the best marketing mode, which can not only make enterprises obtain economic benefits, but als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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