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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伙房水库清漂工程设备档案
动态管理初探

仲伟娟
!辽宁省农村水利建设管理局"辽宁 沈阳!II$$$##

!摘!要"!为保障供水水质安全"大伙房水库牵头为辽宁省七座大型水库批量购置了清漂工程设备"同时建立了

一套清漂用船舶设备动态档案管理系统% 本文对清漂设备档案采取的集中归档和分段分级管理模式进行了介绍"

并总结了动态管理存在的问题% 该管理系统可有效延长清漂设备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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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 年 " 月 IL-IN 日#辽宁省抚顺市发生局地特

大洪涝灾害#特别是浑河上游清原段尤为严重% 洪水

过后大量漂浮物经河道直接进入大伙房水库库区% 这

些漂浮物种类繁多#数量惊人#既有树木秸秆#又有塑

料等生活垃圾#给大伙房水库水质安全和工程设施运

行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大伙房水库承担着辽宁中部 L

座大城市及南部大连地区的供水任务#是辽宁省经济

发达地区的重要水源地#保证供水安全是水库管理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大伙房水库管理局快速启动

漂浮物清理及水源保护应急工程#以确保水源地的水

质安全%

)'清漂设备档案实行动态管理的必要性

洪水过后#有效&快速地清除库区漂浮物#保障水

库水质安全和工程正常运行成为水库管理部门的当务

之急% 为加快清漂工程进程#大伙房水库管理局在

K$I% 年&K$I& 年分两批次经招标采购了多种专用清漂

船舶设备#以提高水库清漂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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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 年购买的第一批清漂船舶设备包括清漂船&

推拖船及岸式输送机等#这些设备投入使用后在水库

清漂工作中取得显著成效#大大节省了人力#节约了清

漂工作时间% 因省内其他水库也存在和大伙房水库类

似的漂浮物污染风险#辽宁省水利厅决定在省内其他

L 座大型水库中推广机械化清漂这一模式#为此在

K$I& 年又进行了第二次招标采购#由大伙房水库管理

局统一采购辽宁省 N 座大型水库清漂用船舶及设备%

K$I% 年&K$I& 年两次购买清漂船舶设备数量及分配见

下表所列%

清 漂 船 舶 设 备 采 购 明 细 及 分 配 表

!!!!船舶种类

数!量!!!!

清漂船W艘 推拖船W艘 &3保洁船W艘
两栖气垫船W

艘

两栖工作设备W

台
起网机W台

岸式输送机W

台

第一次 I %

第二次 N I# K I I I

大伙房水库留用 K L K I I I I

其他水库用船 L II

!!由上表可以看出#大伙房水库管理局两次共采购

清漂船舶设备 #I 艘"台$#留用 I% 艘"台$#留用的清

漂船舶设备由大伙房水库养殖总场统一管理和使用#

大伙房水库养殖总场在短时间内进场如此多的水上清

漂设备还是第一次#所以这些设备的管理工作尤为重

要% 既要使用好这些设备船只#在使用中能根据实际

需求进行船舶设备的搭配来获取清漂效率最大化#还

要保养好这些设备#确保其更持久发挥作用#对于管理

单位是一个新课题% 在设备管理工作中一个重要的环

节保障清漂设备档案的完整性与连续性#为更好地收

集保管设备采购时期的前期档案和设备在使用过程中

产生的动态档案#大伙房水库清漂工程内业小组尝试

建设工程设备档案动态管理系统#对清漂设备档案实

行动态管理#不仅可以全面收集水利工程设备从采购

到使用各时期的有关资料#为管理者决策提供重要依

据#而且可以提高水利工程设备的管理水平#为大伙房

水库水源维护再上一个新台阶打下基础%

.'清漂设备档案实行动态管理的模式

KJI!采购合同履行期#实行集中归档管理模式

清漂设备档案管理模式是以船舶设备的采购合同

履行期为时间界限#在采购完成前后采用不同的管理

方法对档案进行管理%

在设备采购合同签署后#清漂工程档案管理人员

就把所需档案材料清单发往中标的设备制造厂商#以

保证厂家在提供船舶设备的同时#交付完整齐全的档

案资料% 在设备制造期间#大伙房水库管理局还向制

造厂家派驻了监造人员#及时全面收集制造过程资料

和技术改进图纸%

在这批船舶设备中间验收阶段&下水试验阶段&运

抵水库后验收开箱时#都有档案管理人员参与#及时收

集各阶段的验收报告单&开箱清单&船舶设备使用说明

书&合格证等资料%

在保证船舶设备档案验收合格的一定时间内#清

漂工程内业小组将所有设备采购前期档案资料进行收

集整理#经过相关的手续将该部分设备档案与清漂工

程档案一起交给水库局档案室统一保管% 这种集中统

一归档管理模式避免了前期档案的流失#为做到每一

艘船&每一台设备各建立一份档案打下基础#也为电子

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做了保障%

KJK!设备使用期#采取分段分级管理模式

设备的采购在于使用#而设备档案的管理也是为

了更好地服务于清漂工作#在设备档案存档的同时将

另一套船舶设备使用说明书&设备图纸等技术资料交

给设备使用部门保管#使用部门将这些设备已有的技

术档案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并建立相应的设备档案管

理手册#在今后的设备使用与维修中都要及时对各记

录手册进行扩充#以方便操作者使用和维护清漂设备%

)'()

仲伟娟W大伙房水库清漂工程设备档案动态管理初探! !!!!



具体程序包括!在各船舶设备正常运行后#设备的

操作人员和维修人员负责将操作记录&维修记录&技术

改造数据等资料填报&收集#在设备闲置期间#该部分

档案资料必须交由相关的专业人员进行整理#由使用

单位档案室进行保管#在该过程中#使用单位档案管理

部门对设备的使用状况及档案数据进行及时检查与监

督#把握好档案管理的动态性#确保档案资料的准确

性#并将定期检查结果录入使用单位档案资料的相应

卷宗%

KJ#!开展设备档案电子化管理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文件应用的范

围越来越广#呈现出许多纸质文件所不具备的优越性#

同样电子文件在大型设备的档案管理中也有着越来越

广泛的应用% 对大伙房水库清漂工程的设备档案实行

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双重保管#这是提高清漂设备档

案利用效率和安全性的重要举措#也有利于设备档案

实行动态管理% 从上页表中可以看出#清漂设备第二

次采购含其他 L 座大型水库清漂船 L 艘&推拖船 II

艘#当这些船舶向其他水库移交时#可以快速移交设备

所有档案资料#既包括随船的操作指南等资料#还可以

针对各水库不同的需求提供电子文件#保证了船舶移

交工作快捷顺利% 同样#在使用单位需要某设备档案

的前期资料时#水库管理局档案室也会及时提供设备

档案的电子文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档案集中管理

的弊端#为清漂工程设备档案的利用带来巨大的便利%

总之#实行档案资料电子化管理对提高大伙房清漂设

备档案的动态管理意义重大%

$'清漂设备档案实行动态管理存在的问题

#JI!落实工作责任不到位

实施设备档案动态管理工作能否推得开并持久坚

持下去#关键在于制度的完善与落实% 由于此项工作

刚刚开展#使用单位有关设备档案管理制度还缺乏衔

接性% 档案管理人员存在不能及时催收各类维修养护

记录的现象% 此外#设备操作人员和维修人员是实施

档案动态管理的第一层责任人#他们还缺乏定期保存

上交维修养护资料的意识%

#JK!操作&维修人员变动较频繁导致设备使用过

程数据不全

!!一台设备的操作人员往往刚刚熟悉该设备又要被

调动到别处工作#导致设备运行检查记录不全#为设备

的维护带来隐患*同样维修人员也经常不能及时将设

备维修保养记录&运行检查记录等使用过程中产生的

档案资料记录齐全#没有养成主动保存档案资料数据

的习惯#这使得使用中产生的数据不容易实现及时的

更新%

,'结'论

综上所述!清漂设备档案实施动态管理&信息共享

是非常必要的#科学&规范地管理清漂工程设备档案#

保证辽宁省内七大水库的相关使用人员可以随时获得

对其有价值的设备档案信息#不仅节省档案管理的费

用#还能使清漂设备充分便利地加以利用*而且档案数

据的实施更新能更大限度地延长清漂设备使用寿命#

并为领导的决策提供更准确全面的信息支撑% # 年的

实践管理证明#这种设备档案管理模式是可行且有

效的%

尽管在实施档案动态管理的后期会有一些因素影

响档案数据的连续性#但只要选用适合本单位的档案

管理模式#并注重权责统一及有关设备档案管理制度

的完善#同时从加强档案管理人员和使用部门员工责

任心&加大对操作人员维修人员的培训等几方面着手#

就能确保实施设备档案动态管理取得实效% 使档案资

源的利用更加合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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