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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工程资料是企业开展实际施工、修订合同内容、管控法律风险的重要依据。完善、合理
的资料管理体制,有助于施工企业强化管理施工建设环节,确保建筑工程的整体质量。因此,做好建筑工
程相关资料管理工作,对施工企业非常重要。文章针对建筑工程档案规划管理的现状,探析了档案资料管
理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切实有效的解决对策,希望能为相关工作者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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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data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actual construction,
revise contract contents and control legal risks. A perfect and reasonable data management system will help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links and ensur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related data. Aiming 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archive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many problems existing in archives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hoping to provide help for relev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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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筑工程资料管理,主要建立
在建筑工程档案的有效性和规范性上,
并依据现代的大数据背景。因此为了充
分发挥其应用价值,以下就建筑工程资
料规范管理措施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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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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