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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处理烟草专卖管理与服务关系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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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健全烟草特色经营企业管理体系是当前我国加强烟草工业生产和经营管理工作的重点。烟草
体系的进一步建立健全和完善,使得我国烟草特色专营机构在产品行业内的服务水平提出了全面而高
质量的要求。只有我们寓专业管理于服务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地服务于管理的各种新领域,牢固
地树立全心全意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卷烟专卖零售商家服务的理想信念,做到主动服务、真诚服务、
优质服务,才能真正达到“烟草专卖管理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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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bacco Monopoly Management and
Servic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Wei Ai
Tobacco Monopoly Bureau of Baota District, Yan 'an City
[Abstract] 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characteristic tobacco enterprises is the focus
of strengthening the productio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obacco industry in China. With the further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tobacco system, China's tobacco specialty agencies are put forward
comprehensive and high-quality requirements for the service level in the product industry. Only when we
integrate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into service,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explore and innovate, constantly serve
various new fields of management, firmly establish the ideal and belief of ser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igarette monopoly retailers wholeheartedly, and achieve active service, sincere service and
high-quality service, can we truly achieve the "upper level of tobacco monopol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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