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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费核管理是供电公司财务管理的核心工作,是确保供电公司高效发展重要前提。在电费核算
过程中,必须确保电费的及时回收,确保有序的账务,统计数字准确无误等。为了确保电费核算工作达到
标准质量,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必须增强配合力度,不断创新管理模式和手段,从而制定统一方法,以促进供
电管理的规范化发展。基于此本文就供电公司财务管路的电费核算管理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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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ctricity Bill Accounting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Power
Supply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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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icity nuclear management is the core work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power supply company, and
an important premise to ensure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power supply company. In the process of electricity bill
accounting, we must ensure the timely recovery of electricity charges to ensure orderly accounting, accurate statistics,
etc.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accounting of electricity bills reaches the standard quality, the staff of the power supply
company must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and constantly innovate the management modes and means, so as to
formulate a unified method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power supply management.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anagement of power bill accounting of power supply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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