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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5 年任期目标工作总结 

档  案  馆 

四年来，档案馆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在分管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严格按照任期

目标责任书的要求，认真履行档案馆的主要职能与职责，完成了任期工作的目标任务，并取得

了显著的工作实效。档案馆先后被评为江苏省、徐州市高校档案工作先进集体、学校“十佳文

明窗口”单位及“创先争优”先进党支部。2014 年，以 119.5 分（满分 120 分）通过江苏省档

案工作五星级规范测评。 

以下从十一个方面总结 2012-2015年档案馆所取得的主要工作业绩。 

一、 档案宣传工作 

为了充分发挥档案的文化教育功能，宣传学校档案和档案工作，2014 年“6.9 国际档案日”

之际，档案馆开展了举行了“开放日”活动，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师生走进档案馆，并向来访者

介绍学校档案工作历史、珍贵馆藏、档案库房、档案利用方式等。同时，以“走进档案”为主

题举办“6.9 国际档案日”宣传展，精心制作了 30 张宣传展板，以直观生动的方式介绍档案基

本知识，宣传《档案管理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并现场为参观的师生讲解，发放档案知识

宣传册，播放有关宣传片等。针对入学新生，制作了“档案馆与我的大学生活——走进中国矿

业大学档案馆”专题宣传 PPT，为学生了解档案、利用档案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二、 档案资源体系建设 

1、现行档案的收集工作 

档案馆积极做好各方面的归档组织和协调工作，在各单位领导及兼职档案人员的大力支持

下，通过档案馆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2012-2015年，档案馆共收集整理各类档案 52710卷（件），

其中科技档案 15726 卷，文书档案 12547 件，会计档案 16054 卷，声像档案 7188 件，实物档

案 1171件，死亡档案 24卷。 

2013 年，档案馆加强了与归档单位的沟通与联系，在科研归档方面，与科学技术研究院

进行了全面沟通，进一步明确了纵向科研项目、横向科研项目、报奖科研项目及获奖成果项目

的归档负责人，并对科研档案的归档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明确了各类科研档案的归档内容、

归档时间等问题，同时根据科研院的要求，档案馆对 1992－2010 年结题的省部级科技项目档

案进行补归，共接收整理 248 项已结题的省部级科技项目档案，不仅进一步丰富了馆藏科技档

案，而且也可为教职工开展科学研究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针对声像档案收集工作中存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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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2015 年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声像档案归档工作的通知》，并逐一与相关单位沟通联系，

健全完善了声像档案兼职档案人员队伍，理顺了声像档案的收集渠道。针对南湖校区基建档案

归档过程的问题，加强了与基建处的沟通与联系，共同商讨解决办法，有效推动了南湖校区基

建档案归档工作进程，目前已基本完成南湖校区一至三期建设及文昌校区新建项目基建档案的

收集、整理工作。 

2、电子文件的收集 

随着数字校园建设的推进，电子文件逐渐成为信息的主要承载体和表现形式，面对海量增

长的各类电子文件，档案馆进一步明确了文书档案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同步收集的原则，同时

加强了对声像电子文件的收集鉴选工作，避免大量无用的电子文件“档案化”，从而确保真正

有价值的电子文件转化档案，维护学校历史的记忆。 

3、网上信息资源的采集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单位在校园网上发布的有归档价值的电子信息越来越多，档案馆加

强了对学校新闻网上视点新闻、院系动态、部门快讯、专题新闻、人物风采等栏目信息的采集，

以此作为对馆藏档案的有益补充。2012-2015年，共采集校园网上各类信息 36655条，其中校

报 6249 条，媒体矿大 590 条，视点新闻 5538 条，报刊文摘 1666 条，院系动态 16156 条，部

门快讯 6198条，专题新闻 32条，人物风采 226条。 

4、加强对校史资料的征集 

由于学校历史悠久，搬迁频繁，校史资料流失严重，档案馆继续将校史资料的征集工作作

为档案收集工作的内容之一，并制定了《中国矿业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办法》，使校史资料征集

工作常态化。 

三、 档案安全体系建设 

1、安全教育 

开展对档案人员的安全教育，使档案人员的风险意识、防范意识和责任意识得到加强。  

2、档案实体的安全管理 

在防光、防尘、防火、防盗、防虫、防鼠、防潮、防高温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档案

实体的安全保管。2012 年聘请陕西翰青文献文物保护科技有限公司的档案保护专家对馆藏问

题档案实施纸张鳌合保护、字迹固定、字迹恢复、纸张修裱等抢救修复、保护，共计 1000 余

卷，7000 余页。2014 年对馆藏 300 余张光盘档案进行了数据迁移，保证了数据的安全。建立

了规范的保密档案库房，确保了涉密档案的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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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档案信息的安全管理 

认真做好档案数字化和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信息的安全保障工作，将档案管理系统及数据

库、档案网站全部迁移至学校数字化校园服务器，并采取管理系统与数据库分开布置策略，增

强了档案数据库的安全性；对电子文件实行全面备份、异质备份，确保数字档案信息的安全保

管。 

4、档案利用的安全管理 

在配合学校申请军工二级保密资质认证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保密档案管理利用的规章制

度，严格执行涉密档案利用审批制度，并由涉密人员负责管理和提供利用工作。 

5、建立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 

2014 年更换了馆内气体灭火气瓶，增强了防范能力。2015 年制订了《中国矿业大学档案

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以确保各种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抢救和保护档案。 

四、 档案利用体系建设 

1、档案利用服务 

2012-2015 年，档案馆共为 8408 人次的校内外用户提供了 27688 卷（件）次的档案利用服

务，复制档案 12 万余页，不仅为学校教学、科研及各项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档案资料，而

且也为不少校友解决了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科研项目财务自查、教育部巡视组检查、公务接待专项检查、

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转出回执情况普查、干部人事档案信息补充等工作中，档案馆加班加点做

好相关专题的档案利用服务工作，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针对毕业季应届毕业生出国留

学的需要，档案馆为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开通绿色窗口，集中为其办理学历、学位证书及成绩单

翻译，得到广大学生用户的充分肯定；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优势，通过校园网上的主页搭建网

络服务平台，将馆内开放的档案目录信息上网发布，为校内用户（仅限校内 IP 使用）提供快

捷的档案利用查询服务；开辟了远程委托利用服务，校外用户可以通过电话或 E-mail 的方式

提出利用需求，委托档案人员为其利用档案，并将利用结果以其所需要的方式反馈给用户本人；

利用档案管理系统实施档案信息发布，实现了研究生学位档案、基建档案、声像档案、荣誉档

案及部分文书档案题录信息的上网，  

2、档案数字化建设 

为了更加方便、快捷地提供档案利用，更好地保护档案原件，2012 年档案馆利用学校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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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经费开展了档案数字化一期建设，对馆藏永久及长期保存的文书档案进行数字化扫描，共扫

描案卷 11234 卷，共计 101292 件，994372 页，形成备份光盘 489 张。2015 年 10 月开始，开

展了档案数字化二期建设，主要对馆藏本科生学籍档案、研究生学位档案等进行了数字化扫描。

由于档案馆人手有限，对扫描文件的清理校对进度较慢，扫描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 

3、编史修志与档案编研 

2014 年，档案馆积极参加编史修志工作，并根据《中国煤炭教育志》、《江苏省社会科学

志》、《江苏省煤炭工业志》的编撰要求，组织学校相关部门及人员开展编撰工作。同时，为了

让广大师生更好地了解学校 14 次搬迁、12 次易名的历史，档案馆充分利用馆藏资源，在《中

国矿业大学史》（1909-2009）的基础上，以学校历次搬迁、易名为线索开展校史档案编研，在

梳理历史的同时，编纂相关史料，以使广大师生全面了解学校发展的历程及基本史实。 

五、 档案工作现代化建设 

1、完成新一代档案管理系统的开发、测试。 

为了更好地适应档案现代化管理的需要，并与学校数字校园建设同步发展，2012 年档案

馆委托南京轩恩软件公司开发了新版档案管理系统，2013 年初完成系统的开发及安装工作，

并正式投入使用。为了确保该软件系统功能完善、运行正常，档案馆花大力气对系统进行全面

测试，对发现的问题逐一修改。新版档案管理系统功能涵盖档案的采集、处理、归档、存储、

组织、发布、利用及数字资源管理的全过程，实现了对档案目录、全文和图、文、声、像等多

媒体档案的统一管理、开发与利用。同时，新版档案管理系统集成了学生成绩在线翻译及研究

生论文在线提交系统，方便了学生出具中英文成绩证明和提交研究生学位论文。 

2、实现文书档案的在线归档 

2014 年，配合学校数字化校园办公室完成了 OA系统与档案管理系统的无缝链接，实现了

文书档案的在线归档。根据归档过程发现的问题，2015年进一步优化了 OA文件在线归档的流

程。 

3、完成数据迁移与挂接 

2013 年完成了新老档案管理系统的数据迁移及档案数字化文件的挂接工作，并集中力量

完成了档案目录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的清理核对工作。 

六、 开展江苏省档案工作五星级规范测评工作 

2014 年，档案馆依据《〈江苏省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档案工作规范〉测评细则》，对学

校档案工作进行全面自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学校档案分类体系，修订了学校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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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规章制度，并重新编印《中国矿业大学档案工作手册》。根据新的行业标准《全宗指南编

制规范》和《全宗卷规范》，编制了《中国矿业大学全宗指南（1909-2013）》，对全宗卷进行了

重新整理编号，同时对所有档案目录进行了清理，理顺了档案目录体系。11 月 11 日，江苏省

档案局会同江苏省教育厅组成测评组，通过听取汇报、现场检查、综合评议等多种方式对学校

档案工作进行了综合测评，最终以 119.5 分（满分 120 分）的高分通过测评，学校档案工作达

到江苏省五星级规范。 

七、 配合学校军工保密资质认证，规范保密档案管理 

2012 年学校申请军工二级保密资质认证，档案馆作为保存保密档案的重要部门，配合学

校保密办、军工办，根据军工保密资质认证规范要求，先后制订了《中国矿业大学保密档案管

理规定》等各项规章制度；全面清查了馆藏中 6 万余卷（件）文书档案、科技档案等，并按照

《保密法》的有关要求，对保密期限已满的 2358 卷保密档案进行了解密和划控处理；申请学

校专项经费建立了规范的保密档案室；对 40 多台计算机和 4 台服务器进行保密检查，对其中

14 台计算机更换了硬盘，将服务器中档案数据全部迁移至学校数字化校园服务器中，并将更

换下来的计算机硬盘和服务器进行了封存保管。 

八、 完成陈清如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 

2012 年，中国科协对 100 名老科学家的学术成长资料进行采集，我校陈清如院士名列其

中。档案馆作为主要单位参与实施陈清如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负责陈清如院士个

人全宗资料的收集、整理，及音频、视频资料的采集。经过两年的紧张工作，档案馆整理陈清

如院士各类资料 4000 多件，包括手稿 1100 多件、信件 1800 多件、著作 200 多件、证书 90 多

件等；完成对陈清如院士家人、弟子、同事、朋友等间接访谈 45 人，近 1000 分钟，直接访谈

陈清如本人 5 次，近 400 分钟；2014 年参与完成《一心向学——陈清如传》，该书由上海交通

大学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联合出版并在全国发行，全书约 35 万字，全面系统地介绍

了陈清如院士求学、成长过程及教学、科研经历。 

九、 组织人员翻译馆藏英国福公司英文档案 

档案馆藏英国福公司英文电子档案 2130 卷，其中包括来往信函、公司公告、证件资料、

合同文书等。2015 年档案馆通过申请学校专项经费，聘请外文学院教师对福公司英文档案进

行翻译，并将翻译成果进行编目整理。目前该项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 

十、 加强档案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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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职档案人员队伍建设 

一是注重档案人员的思想政治学习，不断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二是抓好

档案人员继续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工作，2012-2015 年间，4 名档案人员参加了江苏省档案局

的网上教育培训，参加上级业务部门组织的学术研讨会 20 余人次。档案馆积极鼓励档案人员

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学术研究、撰写论文，2012-2015 年，档案人员在核心期刊杂志发表论文 14

篇，承担国家档案局科研课题 2 项，江苏省档案局科研课题 1 项，江苏省高校档案研究会科研

课题 1 项。 

2、兼职档案人员队伍建设 

2012-2015 年，对兼职档案人员开展了 3次业务培训，通过培训提高他们的档案意识和档

案业务工作水平；建立了兼职档案人员 QQ 群，方便了专兼职档案人员之间的业务交流；针对

岗位的临时变动，对个别兼职档案人员单独进行针对性强的业务指导，使其较快的熟悉和胜任

兼职档案人员的工作。 

十一、 党风廉政建设 

2012-2015 年，档案馆认真学习上级关于党风廉政建设重要会议、文件等精神和制度规定，

并积极参加学校的反腐倡廉专题教育活动及相关工作会议；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列入年度工作

计划和工作总结，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自觉接受制度的约束和群众的监督；严格

执行学校《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并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加

强作风建设；接受师生对档案馆工作中相关问题的询问或质询，并按照校务公开的要求，公开

档案馆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事项；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和学校及馆内相关管理制度，无私

设“小金库”和利用学校资产为小集体谋利益现象；按规定及时处理好来信来访问题；档案馆

未发现违纪违法问题，馆内职工无因违反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受处分、处理或刑事处罚。 

 

2012-2015 年任期目标责任书中有 2 项具体目标未完成：一是“实现档案实体的条形码管

理”，原因是有更先进的技术优于条形码技术用于档案的实体管理；二是“力争实现档案管理

系统与相关业务系统的资源共享”，原因是需要等待学校数字校园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完成以后

才能实施，同时需要软件公司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密切配合。  

 

                                                         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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