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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工程的技术资料关乎着建筑工程后期的维护以及改建工作。签证管理主要涉及到工程施
工过程中的工程量的变更以及资金流动。对于建筑工程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必须要做好建筑工
程的技术资料与签证管理。建筑工程的技术资料首先要做好记录和收集,确保所有的技术资料准确,真实
和完整。并且后期的技术资料保管,也要做好相应的整理保管工作。现场签证要确保签证内容准确无误,
实事求是,遵循废物回收原则和现场跟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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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How to Do Well in the Management of Technical Data and Verification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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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chnical data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s related to the later maintena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he management of project verification mainly involves the change of quantities
and capital flow in the process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herefore, we must do a good job in the management of technical data and verification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he technical data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should be recorded and collected first to ensure that
all technical data are accurate, true and complete. In addition, for the storage of later technical data, the
corresponding sorting and storage work should also be done well. The on-site project verification shall ensure
that the contents of the project verification are accurate, realistic an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waste recycling and
on-site 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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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施工预算,浪费人力物力。
建筑工程的现场签证需要由建筑工
程的管理人员或监理人员负责。一切现
场签证都必须要清晰的记录下来,属于
现场签证范围的预算不能够含糊其辞。建

4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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