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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档案工作取得的成绩



1. 推出重大举措，院层面理顺档案工作关系

 院设立管理型非法人单元——院档案馆

 办公厅主管，依托院文献情报中心

 人事编制（23人）、经费计划单列

一、档案工作取得的成绩

履行全院档案工作行政管理和业务建设职能

是办公厅档案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办公厅全院档案管理职能的延伸

定 位



一、档案工作取得的成绩

院档案馆主要职能

 制定发展规划、工作计划

 制定标准规范、规章制度

 开展业务指导、监督检查

 推进数字档案馆（室）建设

 负责机关档案工作

 负责进馆档案“收管用”

 组织业务交流、人员培训



一、档案工作取得的成绩

2. 初步建立档案工作标准规范体系

1个档案工作标准

9类档案建档规范



中央和国家机关档案移交工作优秀单位

中央和国家机关档案整理质量检查优秀单位

一、档案工作取得的成绩

3. 院机关档案工作在中央、国家机关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国家档案局在我院召开现场会，推广院机关档案

数字化工作经验 （杨冬权局长到会讲话）

一、档案工作取得的成绩

3. 院机关档案工作在中央、国家机关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2012年“上海光源工程”:

“全国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示范工程”

一、档案工作取得的成绩

4. 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档案管理规范化

全过程
同步管理



一、档案工作取得的成绩

5. 完成一期进馆档案移交工作

截止2013年，院属各单位完成了建所-1980年

（部分单位截止到撤并）168个全宗档案的移交工作。



数字化加工量近1000万画幅
今年内将全部完成

为方便利用提供了条件

《纸质档案数字化工作规范》
为指导全院档案数字化工作

开展奠定了基础

一、档案工作取得的成绩

6. 完成馆藏档案数字化及规范制定

档案数字化工作现场



一、档案工作取得的成绩

（1）坚持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

7. 院机关、院属单位中的先进做法

（人事局……）

强
化

坚
持



一、档案工作取得的成绩

（2）重视档案人员队伍建设

（长春光机所、高能所……）

配备专业人员

配备4-5名专职档案人员

配备档案学硕士、博士

提供职业发展空间，高级职称占比过半

配齐 配强

7. 院机关、院属单位中的先进做法



一、档案工作取得的成绩

（3）实现科研档案工作过程管理

（长春光机所、大化所、高能所……）

嵌入
科研工作
全过程

7. 院机关、院属单位中的先进做法



一、档案工作取得的成绩

（4）探索“跨学科、跨领域、跨机构”项目档案管理模式

（上海应物所……）

依托单位

跟踪指导

项目档案

人员网络

“三跨”项目

项目档案

工作制度

7. 院机关、院属单位中的先进做法



一、档案工作取得的成绩

初步形成档案数字化工作能力

为数字档案室建设奠定了基础

（5）研究所完成存量档案数字化

（昆明植物所、上海硅酸盐所……）

7. 院机关、院属单位中的先进做法



一、档案工作取得的成绩

业务指导

档案宣传

档案编研

（6）创新档案利用服务形式

（半导体所……）

7. 院机关、院属单位中的先进做法



二、档案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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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档案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1. 国家对档案工作的新要求

主要内容：(5个部分、23条)

 完善档案工作体制

 健全“三个体系”（资源体系、利用体系、安全体系）

 加大档案工作支持保障力度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
中 办
国 办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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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档案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1. 国家对档案工作的新要求

国家档案局关于贯彻落实《意见》的通知



“四个率先”

《“率先行动”计划
暨全面深化改革纲要》

二、档案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2. 我院对档案工作的新要求

对档案工作的支撑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为档案事业发展提供新的更大机遇



二、档案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3. 新的科研组织形式下档案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周期长

参与机构多

地域分散

学科和领域跨度广

“跨学科、 跨领域、跨机构”
科研项目

用

项目档案工作



档案管理环境：

实体环境向
电子环境迁移

档案载体：

传统形态向
数字形态过渡

二、档案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4. 信息化条件下档案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档案服务内容：

简单信息汇总向
知识服务提升

二、档案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4. 信息化条件下档案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归档文件目录

档案利用形式：

现场利用向
远程利用转变



二、档案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大势所趋 形势所迫

4. 信息化条件下档案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三、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



三、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

1. 档案法律意识淡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档案法

1987年第六届全国人代会通过
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代会修正

1990年国家档案局第1号令发布
1999年修订后国家档案局第5号令发布



三、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

1. 档案法律意识淡薄

部分院属单位档案法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维护档案完整与安全

专人保管本单位档案

任何人不得据为己有

领导重视不够

失察失控、资源流失

人员配置存在问题

部分人员据为己有



三、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

2. 院属单位档案工作体制机制不完善（1）

 难以实现对本单位各类档案的

集中统一管理

综合档案室

归属不一
人事处、财资处等

综合办
图书信息中心

科技处



三、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

2. 院属单位档案工作体制机制不完善（2）

 档案工作的主管领导和主管部门

职责不明确，“有分管不真管”

 综合档案室不能依法依规开展工

作，形同虚设

 专兼职档案人员岗位职责不明确

 未建立档案工作责任追究制度

责任体系

不明确



三、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

2. 院属单位档案工作体制机制不完善（3）

 未在本单位各部门、各研究室

（项目组）配备兼职档案人员

 未建立以综合档案室牵头，

管理部门和研究室（项目组）

全覆盖的档案工作网络

工作网络
不健全



三、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

2. 院属单位档案工作体制机制不完善（4）

 未纳入本单位各项工作流程和

责任考核范围

 未实现档案工作与科研业务和

管理工作同步实施

档案
管理工作
不配套



三、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

3. 条件保障不到位（1）

人员配备不足
专业化水平低

缺乏专项工作
经费

缺乏必要的档案
保管、保密条件

配备数量偏少、专职程度低

配2名及以上的仅占8%左右

大部分1人多岗、身兼数职

知识结构、能力水平有限

档案学专业人员仅占8%

工作不到2年的占49%

稳定性差

职业发展空间有限

人员流动性大



三、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

3. 条件保障不到位（2）

人员配备不足
专业化水平低

缺乏必要的档案
保管、保密条件

 未建立合理的档案工作

经费投入机制

 档案信息化、安全保密、

编研等工作经费未列入

经费预算

缺乏专项工作
经费



三、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

3. 条件保障不到位（3）

人员配备不足
专业化水平低

缺乏必要的档案
保管、保密条件

软、硬件设备配备不足

档案库房缺乏规划，面积、

功能、设施等不符合要求

缺乏专项工作
经费



三、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

4. 新形势下档案工作应对不足（1）

项目档案
完整性差

共享与利用
程度不够

管理缺位
制度缺失

电子文件
“失真失存”

“三跨”
项目档案
问题突出



三、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

4. 新形势下档案工作应对不足（1）

50%

2 无过程性材料归档 3 无电子文件材料归档

54%

1 归档不全

100%



三、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

4. 新形势下档案工作应对不足（2）

档案数字资源建设滞后：

研究所存量档案数字化尚未提上日程

电子文件“失真失存”

档案信息化平台建设滞后：

院ARP系统设计中缺乏满足档案业务需求的功能

档案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策略空白：

研究和规划不够

缺乏专项资金、软硬件设施配备不足

档
案
信
息
化
建
设
严
重
滞
后



 收集困难
未实现集中统一管理，

档案流失在个人手中。

 制度缺失
归档范围、分类方法、

著录原则不明确。

 管理手段落后
缺乏有效管理，未定期

进行数据迁移。

三、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

4. 新形势下档案工作应对不足（3）

胶片、录音带、录像带、电子仪器等

特
殊
载
体
档
案
管
理
缺
位



四、下一步工作建议



四、下一步工作建议

1. 学习、贯彻国家文件精神

梳理全院情况

查找薄弱环节

制定解决方案

报 送
国家档案局

中办 国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2014.2.27

国家档案局 中央档案馆 关于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

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四、下一步工作建议

1. 学习、贯彻国家文件精神

梳理全院情况

查找薄弱环节

制定解决方案

报 送
国家档案局

中办 国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2014.2.27

国家档案局 中央档案馆 关于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

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以此为契机，提升全院档案工作水平！



四、下一步工作建议

2. 落实我院档案工作会议精神

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
的实施意见（讨论稿）

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院档案工作

创新跨越发展的

政策性、指导性文件



基本内容：（6个部分，23条）

 改进和完善档案工作管理体系

 建立健全科研活动和管理工作全覆盖的档案资源体系

 建立健全服务科技创新的档案利用体系

 建立健全确保档案安全保密的档案安全体系

 推进数字档案馆（室）建设，提高档案信息化水平

 加强人员队伍建设，提高档案工作水平

四、下一步工作建议

2. 落实我院档案工作会议精神

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
的实施意见（讨论稿）



梳理档案工作情况

查找薄弱环节

制定整改方案

四、下一步工作建议

2. 落实我院档案工作会议精神

院属单位制定整改方案



目 标

重点任务

工作思路

保障措施

四、下一步工作建议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

中 办
国 办

3. 制定《中国科学院档案工作“十三五”规划》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下档案工作的实施意见》

我
院



院属单位：

可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本单位未

来一个时期的档案工作发展规划，突出重点、

积极稳妥、科学合理地把会议精神落实到发

展规划中。

四、下一步工作建议

3. 制定《中国科学院档案工作“十三五”规划》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

中 办
国 办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下档案工作的实施意见》

我
院



结 束 语

长期以来，在国家档案局的指导和关心下，

在全院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我院各单位、

各部门在档案工作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

了一定成绩。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希望院属

各单位、院机关各部门和全院档案工作系统的

同志们，共同努力，提升我院新时期档案工作

水平，更好地为我院各项事业的改革、创新和

发展提供支撑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