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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市政工程资料是市政工程管理中的重要文件,也是市政工程施工的凭证,在市政工程的开展过
程中,加强资料管理工作,能够加快市政工程的结算工作,同时,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市政工程的开展
质量,更能够实现工作经验的积累以便利于市政工程的稳定长效发展。鉴于此本文对于施工单位市政工
程资料管理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改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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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nicipal engineering dat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document in municipal engineering
management, but also a voucher for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data management can speed up the settlement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but als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to a great extent. The accumulation of work
experience can be realized to facilitate the stable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data manag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unit, and
puts forward the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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