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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施工资料是水利工程的基础资料,其整编管理工作也是水利工程的必备工作项目。它
真实记录和反映了水利工程建设的全过程,不仅是水利工程施工,验收,管理,运行和维修与养护的重要依
据,也具有对外提供相关数据和参考的功能.因此,应当重视和加强水利工程施工资料的整编和管理.因此,
应当重视水利工程施工档案资料的整编与管理工作.本文从分析水利工程施工档案资料的必要性与要
求出发,探讨了水利工程在建设运行中档案资料收集整理以及整编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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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data is the basic data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nd its
compilation and management work is also a necessary work project. It truly records and reflects the whole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which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acceptance, managem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but also has the function of
providing relevant data and reference to external sources. Therefor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nd strengthen
the compil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materials and the construction
archive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Based on the necessity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archiv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llection and consolid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effectiv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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