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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提升水利水电工程水行政许可档案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变的越来越重要,水行政许可档
案不仅是水行政机关主管部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相关监管执法部门审查核实的不可或缺的参
考资料。本文开始叙述做好水利水电工程水行政许可档案管理的现实意义,然后说明现行水利水电工程
水行政许可档案管理现状和问题,最后集中阐述完善水利水电工程水行政许可档案的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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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ability and level of water
administrative license file management of hydraulic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Water administrative license fil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petent departments of water administrative organs, but
also an indispensable reference material for the review and verification of relevant regulatory and law
enforcement departments. This paper first describ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doing a good job in the archives
management of water administrative file of hydraulic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then explain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file management of water administrative license of hydraulic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nd finally focuses on th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file of water administrative
license of hydraulic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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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情况见表1。
表1 开都河与孔雀河水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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