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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力行业在我国现代化社会进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满足人们正
常生活需求,电力行业应从抄核收方面改进。改善电力系统提高供电能力,应用自动化技术提升企业的竞
争能力,同时改进管理能力,最终提升抄核收工作的质量,为我国电力营销抄核收行业做出必要的改革,提
高人们的生活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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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wer industry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 societ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in order to meet people's normal living needs, the power industry
should improve from the aspects of copying and checking. Improve the power system to enhance the power
supply capacity, apply automation technology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and at the same
time improve the management ability, and final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pying and checking work, make
necessary reforms for the copying and checking industry of power marketing in China, and improve people's
living and economic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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