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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辽宁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形势下档案△∶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省内各高等院校、厅直事业单位:

现将 《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

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辽委办

发 匚2015彐 14号 )转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

辽褊髦
: 虢

壁

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拟文 2015 年 4 丿可 14 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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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委办发 匚20I5彐 14号

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挡案工作

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市委、市人民政府 ,省委各部委 ,琦 (中 )直各单位 ,各
人民团体 :

《中共辽宁坫委 办公厅、辽宁右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实施意见》已经省委 、省政府

领导同志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 辽 宁玷 委 办公 厅

辽宁坫人 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 3月 24日

∈发至县 (市 、区)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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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

的 实 施 意 见

为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

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中 办发

mO1riˉl15号 )精 神,结 合我省 实际,现 提 出如下 实施

意见。

一、完善档案工作体制机制

1.坚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坚持并不断完善党

委和政府领导、档案部门归口负责、各方面共同参与的档案

工作体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本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法

履行档案行政执法职能提供条件,提 高其执法监督指导能

力。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要接受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

门监督指导,制 定档案工作规范性文件时应征求同级档案行

政管理部门的意见或建议,在做好 自身档案工作的同时切实

履行好对本系统档案工作的监督指导职责。各级专业档案馆

接受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指导,强 化对 乡镇 (街

道)档案管理和指导职能,推进档案管理规范化。省级以上

开发区、高新科技园区管委会要设立与园tx=其 他中层机构平

级的档案局 (处 )、 馆,实 行档案行政管理、综合档案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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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档案馆三种职能合一的档案管理体制,配 各相应人员,

促进档案工作与园区其他工作协调发展。

2。 完善档案工作机制。县级以上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

门要在本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依法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

事务,强 化依法履行行政许可、监督指导、行政处罚等法定

职责。要积极引导和帮助本地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型社会组织等依法做好档案

工作,加 强对家庭或个人裆案中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

或应当保密的档案监管。要通过约谈、通报、行政处分、追

究法律责任等方式严肃查处各类档案违纪违法案件。各级党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要大力艾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统筹协

调和业务指导,确 保本机关、单位档案管理工作符合要求。

3.规 范社会力量参与档案事务。推广政府购买服务 ,

凡属事务性档案管理服务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

方式向社会购买。修改完善 《辽宁省档案服务中介机构管理

办法》,建 立公平、公开、规范、安全的准入制度。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档案事务,鼓励并规范建立民间档案馆。攴持企

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设立档案事业发展基金,通 过推广

典型带动家庭建档工作,鼓 励向国家档案馆捐赠或寄存档

案,对捐赠重要、珍贵档案的侬法给予奖励。积极开展面向

社会、境外的档案征集工作。加强档案部门与有关部门、高

校、科研院所及国外档案部门的交流与合作。



二、强化国家综台档案馆主体地位

4.强化依法管档职责。各级国家综 合档案馆要依照相

关法规集中接收与保管好本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及本级各单位所属机构的各类档案 《包括电子档案,下

同)和政府公开信息,并按规定向社会提供利用。县级以上

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统筹规划、科学设置区域内档案馆

布局,明 确职责和接收档案范围,防 止重复建设和资源分

散。各级专业档案馆要接受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闩的监督指

导。省直机关和市、县 (市 、区)不 再新设部门或专业档

案馆。

5.推进档案馆建设。县级以上党委和政府是本级国家

综合档案馆的建设主体。按照 《档案馆建设标准》和 《档案

馆建筑设计规范》,省 辖市国家综合档案馆面积应达 10000

平方米,县 级 国家综合档案馆面积应达 500()平 方米,到

⒛2θ 年全省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要全面建成面积达标、设

施完善、符合规范、绿色环保的新馆。严禁擅 自变更建馆性

质、用途、规模、内容和标准。

6,加 强档案室建设。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

会组织要设立综合档案室,确 定档案管理人员。村、社区及

其区域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要设立档案室或指

定专人负责档案工作。办公区域相对集 中的机关、事业单

位,可 建立档案管理中j心 或联合档案室。档案室要做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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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档案管理和利用工作,要保障档案用房,配 置必要

设各设施,制 定科学保管制度,保持工作人员的相对稳定。

三、健全硬盖经济社会的资源体系

7.加大区域档案资源整合力度。各级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 (包 括派出境外和外省机构 )、 社会组织,要 把机关

文件材料归档工作纳入单位考核范围,实 现规范化管理。做

好各种载体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整理、归档并提供利

用。按规定向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重点抓好行政权力

运行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材料归档,包 括不动产登记、社会保

障、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医疗卫生、食品药品安全、婚姻

等涉及民生的文件材料归档,抓 好新领域、新专业、新机

构、新社会组织等建档工作。依法落实重大建设项 目、重大

科研项 目档案检查、验收制度。对不按规定归档、移交档案

和接受项 目档案管理检查、验收的单位和责任人依法严肃

查处。

8,做 实档案收集征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档案行政管

理部门要加强对档案收集征集工作的监督指导,统 筹国家档

案资源归属和流向。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要加强档案收集征

集工作,严格按国家规定确定档案收集范围9及 时将收集范

围内的各类档案接收进馆。在机构改革、企业改革、行政区

划调整等过程中,相 关单位要主动会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

时规范档案流向,要善进行档案归置,严 控档案流失。鼓励



通过整合档案 目录、档案信息、档案实体和设置分馆等形

式.加 大整合本级其他专业档案馆档案资源的力度。

9.突 出电子丈件归档管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

在建设电子政务办公网的同时-要把电子公文归档、电子档

案管理作为重要环节纳入其功能总体框架之中,做 好电子文

件的保真、保密和保存工作,积极推进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

档案移交工作 ,并 使之常态化。县级以上备级档案行政管理

部门要加强电子文件中心建设,认真执行电子文件管理标准

和规范,研 究制定电子文件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明 确电子

文件归档和接收要求,保 证归档或接收的电子文件齐全完

整、标准规范。

10.加快实施档案数宇化建设。各地 区、各部门、各单

位要把数字化档案馆 (室 )建设列入信息化建设整体规划 ,

统筹安排,同 步实施p确 保档案部门实现对电子文件形成、

积累和归档全过程的监督指导,积极推进存量档案数字化和

电子文件归档。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要完善接收、保管电子

档案的软硬件条件,切 实有效地开展电子档案数据的接收、

检验、迁移、转换、存储等工作,增 大在档案利用中代替原

件的替代率,重 要档案实行异地异质各份。省档案馆在 5年

内完成馆藏存量档案数字化任务;全 省进馆范围内的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从 20⊥ 5年 起全面开展电子文件归档和移交接

收工作 ;到 202()年 基本建成以数字化资源为基础、安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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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远程利用为目标的数字化档案馆(室 )体 系。

四、加强档案有效利用和安全

11。 统筹管理档案倌息资源。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统

筹安排,把提供档案信息作为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备级国家

综合档案馆依法开展档案鉴定和档案开放工作,加 大档案资

政和为社会提供服务力度。档案馆 (室 )要 坚持以社会需求

为导向,主 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改进和简化查阅方式和手

续,推行一站式便民服务,严 禁档案利用收费,所 需费用由

本级财政列支。通过编辑出版档案选编、举办档案展览、发

布视频和音像制品、送档案信息进农村和社区等方式,为 社

会提供档案信息服务。以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为目标,推

进各类民生档案数据库建设。支持档案馆 (室 )把 可公开的

各类档案信息上传网络平台,并注重与上级档案行政管理部

门开发档案平台和同级政府电子政务公开信息系统的对接 ,

提高档案信息共享水平。

I2。 确保国家档案信息安全。各级档案馆 (室 )要 加强

档案安全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

档案安全防范体系,加 强档案异地异质备份中心建设。在档

案数字化过程中严防信息丢失、外泄和秘密泄露,严 控档案

数字化外包,确 保公开的档案信息不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

私。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把档案安全

列为工
·
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加大档案安全与保密检查工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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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对 发生安全事故的依法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 人的责任。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建立和完善档案安全应急处置协

调机制和档案安全应急管理制度.制 定应急处置预案,确 保

档案安全受到危害时得到优先抢救和妥善处置。

五、加大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和保障

"。

切实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档案

工作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胡!划 ,纳 入年度机关目标

缋效管理中,视 需要吸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参加相关专项工

作机构或协调机构,进 一步完善地方档案法规规草和标准体

系,积 极配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依法视察档案工作,确 保

档案工作与各项事业同步建设发展和各项方针政策贯彻落

实。要确定分管领导,每年至少听取一次档案工作汇报p及

时研究解决档案事业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捉 供人力、

财力、物力等方面的保障,为 建立健全档案资源、利用和安

全体系提供必要条件。

14.加 大财政保障力度。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进

一步完善档案事业投入机制,确 保将档案征集 (境 外征集、

特殊档案征集的奖励 )、 抢救保护、安全保密、数字化、现

代化管理、提供利用、编纂、陈列展览及设备购置和维护等

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根据馆藏卷数

和财政分级负责的原则,落 实好按每卷每年 2— 3元 的标准

核拨档案日常维护费。省发展改萆委将继续对县级国家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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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馆建设予以投资补助。

15.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档案部门

配备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按 照要求核定和配各档案人员 ,

保证与档案工作任务相适应。把档案干部的培训、交流、使

用列入干部培养和选拔任用统一规划,为 档案干部学习培

训、下基层挂职锻炼、交流任职等创造条件。从事档案工作

的人员应参加上岗前培训,取得证书后方可上岗,继 续教育

的档案专业知识学习时间每年应不少于 40学 时。依据国家

政策规定落实相关待遇 ,对在档案工作上作出突出贡献的人

员依法给予奖励。

⒗。加强档案宣传工作。创新宣传方式,将档 案工作、

档案法制等相关知识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培

训、干部任前教育内容,推进档案文化进机关、进校园、进

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活动。充分挖掘档案价值 ,

推出有特色、有社会影响力、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档案精

品力作和档案文化产品。加强档案工作对外交流,不 断提高

档案工作的影响力。全省各级党报党刊、广播电视、新闻网

站要安排适 当的版面和时段,开 展档案主题宣传、典型宣

传、成就宣传 ,为 档案事业科学发展提供舆论支持和 良好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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