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分院系统单位落实院档案

工作会议情况的调研报告

2015年3月17日



一、北京分院召开本次档案会议的背景和原因

二、分院各单位落实院档案工作会议精神和意见的情况

三、分院各单位目前档案工作体制机制和条件保障情况

四、北京分院关于加强档案工作的举措和要求



1.2014年两办印发文件

一、会议的背景和原因

2014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这

是1994年至今，20多年以来国家以两办名

义出台的推动我国档案事业科学发展的纲

领性文件，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档案工作的

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白春礼院长、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到会讲话，
张薇馆长做档案工作报告，四个院属单位做经验交流，
邓麦村秘书长作会议总结，办公厅汪克强主任主持会议。

2014年6月8日
167位主管档案工作
所局级领导参会

认清形势、分析问题、
研讨对策

2.召开全院档案工作会议

一、会议的背景和原因



白春礼院长对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档案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一是要进一步提高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做好档案工作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二是要紧密结合中科院实际，认真研究解决影响和制约档案工作

开展的深层次和关键性问题；

三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建设业务精湛、作风优良、专业化和

职业化的档案工作队伍。

一、会议的背景和原因

2.召开全院档案工作会议



一、会议的背景和原因

邓麦村秘书长在总结讲话中强调：

要加强对学习贯彻会议精神的组织领导，由主管档案工作的所领

导牵头，认真组织学习会议精神，把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作为推动本

单位档案工作的重要抓手，全面梳理本单位档案工作的基本情况，

找出制约档案工作发展的问题，并抓好各项工作的整改落实。

2.召开全院档案工作会议



3.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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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发办字[2014]146号

 2014年9月30日，以

院文件形式向全院发布

是今后一个时期，推

动我院档案工作创新跨

越发展的政策性、指导

性文件

一、会议的背景和原因



要求各单位：

梳理本单位档案工作情况

查找薄弱环节（自查报告）

制定解决方案（整改方案）

一、会议的背景和原因

3.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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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分院
（8个单位）

召开本次会议，就是北京分院组织协调本地区档案工作的具体体

现，也是加强和抓好档案工作的实际行动。

前期准备：北京分院、院档案馆开展调研，1月16日，印发《关

于开展分院系统单位档案工作管理情况调查的通知》，目前共收回
48份问卷。非常感谢院档案馆进行统计分析。调查的主要内容:  

各单位落实会议和意见的总体情况；各单位目前档案工
作体制机制情况；各单位目前档案工作条件保障情况。

意见要求：分院负责根据全院档案工作总体部署，组织协调本地

区档案工作，开展档案业务交流、培训活动等。

4.北京分院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一、会议的背景和原因



11个单位领导批示内容认识

到位、考虑周全、举措具体。

国家天文台严峻台长：

充分利用台属各单位的项目

管理秘书，搭建国家天文台

综合档案管理网络管理体系

平台，对全台档案进行管理。

二、各单位落实会议和意见的总体情况

1.所领导批示情况



二、各单位落实会议和意见的总体情况

古脊椎所邓涛副所长：

1.作为古脊椎所这样历史悠

久的研究所，我们在档案工

作上应该有很多亮点，可以

做好更大的成绩。

2.认真执行院档案工作规范

和条例，同时积极经费投入。

3.结合白院长的讲话精神，

进一步提高我所的档案工作

水平。

1.所领导批示情况



23个单位领导批示缺乏针对性，

大多为：“请综合处落实”、

“请xx档案人员按要求办理”。

二、各单位落实会议和意见的总体情况

1.所领导批示情况



14个单位档案主管领导

对会议和意见精神的贯

彻落实无任何批示

二、各单位落实会议和意见的总体情况

1.所领导批示情况



所领导班子召开
会议专门讨论

档案工作主
管领导组织

会议

档案工作主管
部门组织会议

已召开会
议落实的
单位数量

18个（38%） 24个（50%） 28个（58%）

未组织会

议落实的
单位数量

30个（62%） 24个（50%） 20个（42%）

2.召开会议专题讨论情况

二、各单位落实会议和意见的总体情况



所领导班子召开
会议专门讨论

档案工作主管
领导组织会议

档案工作主管
部门组织会议

已召开会

议落实的

单位数量

18个（38%） 24个（50%） 28个（58%）

未组织会

议落实的

单位数量

30个（62%） 24个（50%） 20个（42%）

声学所：

所领导班子会议上，将档案工作作为专门议题进行讨论，决定增加

库房面积，增加1位档案管理人员编制。

档案工作主管领导（张春华书记）组织召开档案工作会议，传达了

会议与文件精神，讨论如何落实会议与文件精神，并责成综合档案室

做好“一三五”档案规划前期调研工作。

二、各单位落实会议和意见的总体情况

2.召开会议专题讨论情况



所领导班子召开
会议专门讨论

档案工作主管
领导组织会议

档案工作主管
部门组织会议

已召开会

议落实的

单位数量

18个（38%） 24个（50%） 28个（58%）

未组织会

议落实的

单位数量

30个（62%） 24个（50%） 20个（42%）

计算所 档案工作主管部门组织会议讨论今后需开展的3项工作：

1.进一步根据我所实际工作特点，修订科研、文书等档案归档范围，

保证研究所重要文件资料能够按质按量的完成归档工作；2.持续推

进科研档案归档制约机制，使科研课题能够及时完成归档；3.结合

院档案工作规划，逐步做好研究所档案信息数字化工作。

二、各单位落实会议和意见的总体情况

2.召开会议专题讨论情况



9个（19%）单位整

改方案且有针对性

天津工生所、声学

所、政策所、工程热

物理所等

二、各单位落实会议和意见的总体情况

3.整改方案制定情况



二、各单位落实会议和意见的总体情况

3.整改方案制定情况

 11个（23%）单位

整改方面缺少针对性，

是院文件《实施意见》

内容的简单罗列，不

具备可操作性



二、各单位落实会议和意见的总体情况

3.整改方案制定情况

28个（58%）

单位尚未制定

整改方案



二、各单位落实会议和意见的总体情况

1.一些单位能够抓住档案工作新的机遇，贯彻落实工作推
进有力

既有单位领导批示又组织召开所务会专门讨论档案工作
事项；
主管领导和主管部门给予档案工作大力支持，整改工作
推进有力；

档案部门和档案人员能够抓住机遇，认真开展自查工作，
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改方案；

一些单位能够针对本单位特点制定档案工作规划、计划

声学所、遗传所、国家天文台、信息工程所

总体来说



二、各单位落实会议和意见的总体情况

2.一些单位尚未开展贯彻落实会议和意见精神工作

表现为

领导无批示、所领导班子不重视、主管领导不牵
头贯彻学习、档案部门和人员没有整改意向

电子所、物理所、山西煤化所、中国科学报社、
生物物理所、光电院、微生物所

总体来说



明确主管领导，注重加

强顶层指导和协调

档案工作逐步纳入单位

年度工作计划、工作考核

规范综合档案室设置、

搭建档案工作网络

三、各单位档案工作体制机制和条件保障情况

1.一些单位档案工作体制机制逐步完善

47个单位明确了档

案工作的主管所领导。

28个单位将档案工作

纳入领导议事日程。



明确主管领导，注重加

强顶层指导和协调

档案工作逐步纳入单位

年度工作计划、工作考核

规范综合档案室设置、

搭建档案工作网络

27个（56%）单位将档案工

作纳入单位年度工作计划与

考核

• 31个（65%）单位纳入年

度工作计划；

• 39个（81%）单位纳入工

作考核范围

三、各单位档案工作体制机制和条件保障情况

1.一些单位档案工作体制机制逐步完善



明确主管领导，注重加

强顶层指导和协调

档案工作逐步纳入单位

年度工作计划、工作考核

规范综合档案室设置、

搭建档案工作网络

38个（79%）单位

档案工作主管部门为办
公室（综合处）

46个（96%）单位建
立了档案工作网络

三、各单位档案工作体制机制和条件保障情况

1.一些单位档案工作体制机制逐步完善



经费情况：

目前47个（98%）单位都有档案经费保障，且都

有加大档案工作经费投入的计划；

人员情况：

部分单位配备了专职档案人员。

一些单位已经将增设档案人员列入工作日程，如

声学所、软件所等。

2.一些单位档案工作条件保障逐步改善

三、各单位档案工作体制机制和条件保障情况



长期重视档案工作，注重档案工作体制机制建设和条件保
障，档案工作一直处于良性发展的轨道，在全院档案工作方面

树立了好的典型。

1.主管所领导明确，由所长负责；

2.档案工作纳入年度计划、工作考核；综合档案室设置合理，

业务开展有力；

3.规章制度较为完善；现有档案规章制度覆盖较全面，在重大

项目档案管理方面的档案制度针对性强。

4.人员队伍配齐配强，专职档案人员数量4人，3人为职称序列，

专业性较强（档案学2人，其他专业2人），学历层次和人员梯

队较为合理（博士1人、硕士1人、本科1人、大专1人）

3.个别单位档案工作体制机制和条件保障情况较好

高能所

三、各单位档案工作体制机制和条件保障情况



各单位、各部门要明确领导班子中档案工作的分工，确定档

案工作主管领导；要加强对档案工作的组织领导，把档案工作

纳入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纳入领导议事日程。

4.大部分单位存在问题

（1）档案工作主管领导“有分管无真管”

三、各单位档案工作体制机制和条件保障情况

虽大部分单位明确了档案工作主管所领导，但仍有：

 20个单位未将档案工作纳入领导议事日程

 36个单位未将档案工作纳入领导工作考核范围。

《实施意见》要求

具体问题



各单位、各部门综合办公室（综合处）是本单位、本部门档案

工作的主管部门。

（2）综合档案室“归属不一、设置随意”

三、各单位档案工作体制机制和条件保障情况

1. 综合档案室随档案人员岗位变动而变动。

网络中心随档案人员的岗位变动，将档案工作主管部门由综合处

改为基建处；心理所档案工作主管部门为档案人员所在的人事处。

2. 综合档案室设置不合理，影响职能发挥。

动物所档案工作主管部门是学会期刊与文献部。

《实施意见》要求

具体问题

4.大部分单位存在问题



综合档案室（馆）归口负责本单位、本部门各种门类档案工作。

（综合档案室:一方面集中管理单位各门类档案，除文书、科研、
基建、设备档案外，还包括各类科技项目、声像、电子、名人、

会计档案等；另一方面有效开展业务指导及归档审核工作，不能
将综合档案室定义为“库房”）

（3）多数综合档案室不能发挥监督指导职能

三、各单位档案工作体制机制和条件保障情况

19个单位（40%）综合档案室不能集中管理本单位各门类档案

28个单位（58%）综合档案室不能对各类档案开展业务指导

《实施意见》要求

具体问题

4.大部分单位存在问题



各类机构调整撤并、设立新机构、建立非法人单元等新型组

织以及部署新的重大项目，均应统筹考虑同步开展档案工作。

（4）新机构、重大项目档案工作未同步开展

三、各单位档案工作体制机制和条件保障情况

非法人单元等新机构，尚未明确档案工作分管领导、未配备档

案人员，档案工作与其他各项工作无法同步开展。

下设二级法人单位的单位，未将其档案工作纳入单位整体工作

进行统一监督、指导和管理。

一些单位的项目管理工作和档案工作脱节，档案工作处于“前

期没介入、中期不知道、后期很重要”的状况。

《实施意见》要求

具体问题

4.大部分单位存在问题



建立健全档案工作制度，结合新时期档案工作的特点，及时

制（修）订档案管理方面和业务方面的规章制度。

（5）档案工作制度不健全

三、各单位档案工作体制机制和条件保障情况

缺乏针对性：多数单位档案工作制度只是院层面规章制度的简

单复制，缺少针对性。

未及时制（修）订：档案工作制度未根据单位各项业务工作的

新变化而不断完善、细化和优化，特别是对新型机构、新型科

研活动、新型载体档案管理制度的制定仍有欠缺。

未将档案工作纳入本单位相关管理制度中，导致档案工作流程

不顺畅、档案收集不齐全等一系列问题。

《实施意见》要求

具体问题

4.大部分单位存在问题



健全、稳定人员队伍

各单位应至少配备1名专职档案人员，500人以上单位至少配备2

名；专职档案人员应为档案专业或本单位相关学科本科以上学

历逐步将档案人员纳入专业技术职称系列

（6）专职档案人员数量少，职业发展空间有限

三、各单位档案工作体制机制和条件保障情况

大部分单位无专职档案人员，多为一人多岗。

65%专职档案人员为职员序列，职业上升空间有限，造成档案

人员流动频繁，换岗、换单位的频率明显高于其他岗位。

《实施意见》要求

具体问题

4.大部分单位存在问题



1.北京分院

在分院年度工作会上，对所长、书记提出“重视档案

工作”的明确要求，作为今年分院工作的重点任务；

建立健全分院档案工作的管理机制，加强督促检查；

会同院档案馆开展整改情况的专项检查,并对整改情

况进行通报；

会同院档案馆加强档案业务工作指导和培训交流；

汇总总结分院各单位的整改情况，报院档案馆。

四、工作的举措和要求



2.分院各单位

要认真抓好全院档案工作会议精神及《实施意见》精

神的贯彻落实，切实提高思想认识；

要将档案工作纳入年度计划、工作考核，形成制度；

要针对体制机制、条件保障、业务工作（档案资源、

利用、安全体系和信息化建设）梳理单位情况、查找

薄弱环节、制定工作方案，解决突出问题；

要确保综合档案室能有效开展工作，发挥应有作用。

四、工作的举措和要求



感谢邓麦村秘书长、汪克强主任等院领导

对北京分院和各单位的关心和领导！

感谢办公厅、档案馆对北京分院和各单位

档案工作的指导和帮助！

感谢分院各单位对北京分院工作的理解、

支持和帮助！

档案馆网址：http://www.acas.ac.cn/

北京分院网址：http://www.bjb.ca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