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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力企业随着国家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所面临的竞争也在逐渐增大。电力企业在煤炭、天然
气以及太阳能等企业的影响下,只有对电力大客户进行深入挖掘,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进行
科学的规划与设计,降低成本并满足电力大客户的需求,才能提高电力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实
力。基于此,文章就电力工程建设中的大客户业扩工程管理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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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national reform, the competition faced by power enterprises is also
gradually increas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al, natural gas and solar energy enterprises, power enterprises can
improve their competitive strength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nly by deeply excavating power
key-customers, improving their work efficiency and service quality, carrying out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design,
reducing costs and meeting the needs of power key-customer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key-customer business expansion project management in powe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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