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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档案局文件
大档发 〔2017〕 21号

关于转发 《辽宁省档案局关于印发许桂清同志在

全省档案安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的通知

各区市县档案局 (馆 ),各开放先导区档案部门,市城建档案

馆、市房地产档案馆、市人社档案中心,各有关单位档案部

门:

现将 《辽宁省档案局关于印发许桂清同志在全省档案安

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

本单位实际情况,认真贯彻落实,积极开展自查与整改,将

档案安全工作进一步做实、做细、做好,确保档案实体与档

案信息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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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档案局关于印发许桂清同志

在全省档案安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各市档案局,省 (中 )直单位档案部门:

全省档案安全工作会议于 2017年 7月 12日 在沈阳召开。现

将辽宁省档案局局长许桂清在会议上的讲话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辽宁省档案局

2017年 7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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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个省档案安个 I∶作会议 ll的讲话
(2017亻i7丿 1121日 )

讠1 衤J-1氵 京̄i

同志们 :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全省档案安全工作会议)内 容足学习传

达贯彻全国档案
′
扌个r1-作 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的{li贫 饣个上

作。国家档案局李明华局长讲话中有关档案安全工作的重呀性和

总体要求等讲的非常全面和透彻,学 习理解与把握讲话精神^叉讠

我省今后进一步做好档案安全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7月 1

日,在全省防汛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李希作了重要讲话,省长

陈求发主持会议并就防汛等安全工作作了整体部署。下面我根据

全省档案安全工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就结合宣传贯彻全国档案

安全工作会议精神、抓好我省档案安全工作讲二点意见

一、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增强做好档案安全工作 自觉性和紧

迫感

长期以来,全 省各级档案部门高度重视档案安全管理工作 ,

始终把安全体系建设摆在档案事业的重要位置,坚持
“以防为主、

防治结合
’′,通过狠抓安全防范制度建立和措施落实 ,尽 最大努力

避免和减少 了各种外来因素对档案安全的不利影响。各级档案行

政管理部门认真贯彻落:买 各项档案法律、法规和文件是从`丬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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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爿在保证{J彐 案佑思-于个 1寸 方医ll作 了积极探索.着 力提高饣

个管理水平和能力.确 保 了i卜 常开放服务和田家宁赀档字诱源的

安全、为全省档案韦业持续稳
·
t发 展做出了贡献 '

尽管以往我们在档案△个方面投人了很大精力、也ll(谓 了

一定成绩、但仍然竹在若一J· 问题.我们必须清醒地毛列档案

女全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对保障档案女

全仍有很大影响,我们的人员安全意识仍要增强,我们的安全

基础并不十分牢田,主 要有 :

1.自 然灾害频增和安保 内容增多易造成防不胜防。如地震、

洪水、雷击、大风等叫常危及档案馆 (室 )安全。从我省过去多

年发生的档案安全事故看,主 要是雨季到来洪水突发致使档案来

不及转运而受损或遭水淹,还有一些自然灾害和人为难以抗拒因

素,加之面对随时习能发生的暴恐袭击和网络攻击等)也给档案

部门的有效防范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2.档案安全工作力度层层衰减。表现在安全工竹是越往上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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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部闸中的安全隐患仍是亟俏解决的问题 ,

3.馆库条件虽有改善但安全措施没有同步跟上。这几年随着

馆片建设的进展,档案保管条件祚14交 大改羞,但 个别 l也 区在建馆

时并没有掐其安全设施考虑月全、致使建成后仍竹仃彳K大 的安全

漏洞和隐忠、有的还长期被其它单仙 l!j丿il i尘 有原来我们的各级

档案馆多在机关大院中,搬出投入使用后一叫难以适应,走 出机

关大院后带来的各种危险囚素也在增加。

4.对外开放及展览参观等给档案安全带来新的风险。档案馆

依法免费开放提供对外服务,以及举办展览是必然趋势,社会人

员的增多使利用者与观众的安全保障,以及他们与档案保管库房

与设施的安全隔离不能不作为重点考虑,|司 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和中小学教育基地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们在安全管

理上的难度和负担。

5.新技术应用和服务外包给安全带来新课题。如今对档案馆

及档案安全的威胁 , 已不仅仅是传统的火灾、水害和虫害等对档

案实体损害的威胁 ,档 案数字化带来档案数据的便携性和易传性 ,

使我们在数字化加工中对档案数据的安全不彳导不加倍小心,还有

购买社会化服务与项

-4-

的买施、必然带来管理上的安个隐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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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买不到位,甚 IJ个 别叫知档案习能受损也漠然处工而没响采取

样施、造成安全管J甲 中还有在明昂湘洞,

~.j△ 所列虽然
·。l能 只是我省{当 案女个体系建设 .}1出 现的部

分问题,fll孑t是 小丰,一旦发J蔫;故 造成损失就会酿成大祸 ,

古人云
“
千里之堤^惯 于蚁穴

”
就形象地反映 了这个谴理.档

案安全的重要性国
·
家档案局明华局长 IL训 的很明确,我这里不

再重复、但有一点我要再三强调,档案安全无小事,保证档案

安全承远是档案部门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忽视安全 ,

其它工作做的再好也是空中楼阁.安全出了问题,我们以往工

作业绩再突出也是无从谈起。各级档案部门所保管的档案都是

|彐 家信息资源的宝贵财富,是历史上一代代兰台人精心保管的

结果,如省馆现存的唐档、明档、清代档案等价值珍贵的历史

档案.无不凝聚着无数先人的心血,确保这些档案的安全是法

律授予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神圣的使命.强调安全也是档案

所具有的原始性、真买性、珍贵性和保密性等自身属性所决定

的~如果忽视档案安全甚至造成损失.我们这些当代档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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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买 捎安全工作摆上重叟旧程别长抓个懈、其正把我们的安全刁ll

施茫列
^(处

,从 而买现杜绝一切档 :素 |扌 个事故发生的最终
】-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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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安全第一理念不动摇,多措并举推进档案安全工作

!还 持档案安全第一理念、档案么个大天训月月训年年训个能

只仟沼在纸面和口号~上 .i而 足搜亻l落 实
^{取

得成效‘.{当 午:l亻 {“

为一项专业工作有其内在规律和 I′J勹
·
怕点,|当 案安全也是一个较

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从 客观上i丿1,任 何一项工作要想做得尽鹑尽

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女个工作,难度更大,需要我们

结合实际去研究与统筹,并制定响力措施和加以落买。全省各级

档案部门要按照 《关于进一步加强档案安全工作的意见》和明华

局长讲话精神扎实做好相应的工作,我在这里仅结合我省实际谈

谈我对档案安全的认识及如何做好△-作 的意见°

一是抓安全要全方位考量。档案安全作为一个体系既涉及到

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和开发利用等传统性工作环节 ,

又涉及档案的数字化、数据存贮备份、网上信息公开与利用等现

代化手段,要坚决破除陈旧片面的档案安全观,新形势下档案安

全的内涵和外延已远超出传统的安全概念,比如杌关文件归档的

并全完整与档案移交、重大活动档案安全管理 等都 y步 及安全、∶还

rl l△ Ii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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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溯、防光、防方、|” 水.it 10包 ⒋fi丬 .i事 部闸保密、校宁分JIII、

展览服务、J负 日及资金膏JV、 |叫 络jt彳i等 各力面的安全、强调安

全要从上述所含内不的入讠个角度去思考.要面对新形势新变化

去制定措施和解决问题 特别足档案部门信息化系统建设和网络

安个问题、随着计算机网络核术在档案馆 (室 )中 的普遍应用.沟 ;a;

挡案信息存贮、利用与备份、{Ⅱ 息化系统建设、管理和维护等都

给我们的安全管 31里 带来挑战,|网 络安全问题现已成为我们最关心

而最终导致无可挽回的损失。现在不发生安全事故,不代表没有

安全隐患,更谈不上承远不会发生安全事故,人们常说
“亡羊补

牢为叫未晚
”.但这并不适用于档案安全,而是应该深刻认识

“亡

羊补牢为刚 IL晚
·̄

^|刂 为饣个出 了问题造成档案受损是难以弥补

的、所以找问题、;(△ 4、 扌!隐 患、叫职 责等足我们当前抓好档

的问题之一^除耍严格审杏保证涉密信思不 L网 外、我们的网络

安全还时刻面临着网络黑客和病毒的攻击i稍 有疏忽就可能出现

问题(希望大家要充分认识到这点,在档案安全上统筹兼顾,不

可偏废 (

二是抓安全要坚持问题导向。明华局长讲话中突出问题导向

中讲的那些问题.我 省档案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应 引起我们

的警觉和注意。我认为有了问题不可怕,最 可怕就是对可能影响

档案安全的问题麻木7`仁 、或是因对潜在性不安全隐患毫无觉察

一
︱



车饣个~l{{-的 di l|1.1 di  角↑Ⅱ丿(J·'个 |I∶ △.it仗 |t h1|啶 氵Jit i l(j i1·

迎夕||9|汕:亻 `i′j|` -l味 !岱 l!∴||制 '珀 ^ 哕:1.`i'ili· i批 轩、 |△ 1川 发Jl1.△ o′ Ⅱ`lt.

|∶
亻l li!加,以 角钅决 it响 就足 :在

{·

li审:′么个:举 拙.l叱呼 ly妯 姊些被↓′tFi

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如领↓∶重视、保障投入:健 全制丿艾,

强化管理: 多防并举、立体扬范:群防群治,层 层落买:个 员教

育、奖惩分明:完善预案i加强演练等、|司 叫叉要创新思维和力

法,l而 刘新形势新叟1t去 积极面利、探索和交流,力 争在才当率救

掘女全、|网 络安个等方面取行突破、 )(有 这样才能确保档案
′
攵个

的万元一失

三是抓安全备级档案馆要起带头作用。各级国家档案馆足挡

案事业的主体也是档案安全体系建设的重点.理所应当在档案安

全方面起带头示范作用、以对档案安全隐患
“
零容忍

’′
的态馍和

要求去排查和解决问题,我们的省、市.县好多已有了较好的馆

库条件.但细查起来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漏洞仍然不少,要真正做

到
“
安全问题想在前,安全工作做在前,安全隐患解决在事故前

”
,

要把安全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要逐环节全方位地做好排查、

重点在早发现问题.及 时消除隐患上多下功夫、此外随着国家重

点档案与开发项目的展开 ,与 原有的档案数字化项 目交织在一起。

因此、要在人员出入、经费使用和项目买施中严格管理来确保安

全.未建馆厍的要在设计和建设时就要将安全设施考虑周全、并

列入阝查的重点:在 建或即收投入使∫Ⅱ的馆珲i耍尽快=J后 位)1,

J中 及叫采取羽施培茅讠:个 ji}”间、还 t0°J',l仔 证档案投辽的二△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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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要及叫进们瞥i咱 : II那 ,J|1新 馆被挤宀、挪 ll、 出并J1(件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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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按田冢档案
`li寻

呷求过彳”∴J!1、 能 ~.∶l ll|1解 决的马上解决^不 能马

上解决的也要有:F《 政叫|;R 各级档案馆还裂在保证档案买体安全

的同时汪重档案信思和网络安个、提早刘可能出现的数据、信息、

网络等风险进行防打^利 内外网耍严格执行物理隔离扌嵩施、 |司 叫

继续做好电子档案备份 J~作

四是抓安全要做好建章立制等基础性工作°做好档案安个△~

作要有制度保障。它包括建立安全工作责任制、制定安全于;`!7范 拮

施以及编制安全防范风险预案‘档案安全既要坚持一把手为第一

责任人负总责、纷管副职具体抓,各部室负责人各负其责的安全

领导责任制、也要有对具体岗位分解任务、落实责任、细化措施

的明确规定,形成职责明确、分工具体、配合紧密的档案安全工

作责任体系是确保安全收到买效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还有就是要

有具体防范制度,要针对可预见的风险,建立和完善诸如值班

(宿 )、 安全检查、展览疏散、数据存贮等具有覆盖面广,习 操作

性强的办法规范、制度要做到公开透明人人皆知,同 时也要作为

新上岗和进馆工作人员的培训教羽,并注重抓好制度的落实,要

重视防范安全风险预军编制工作、建立档案安全预警和安全事件

l、 `急机制、包托丿、1|△
·il大 :欠 发事件、重大灾苦、重大活动和节假

!1防 1Ijt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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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甚至瞒报现象发生.j之 足政治纪御.也足淋 ,【 i井 政治憾规知守

纪律的基本耍求‘

五是抓安全要搞好检查和排查。栏i家 安全也足档案行政竹刭l

与档案执法的重要内容^保证本|-域 内各级各类l,案 作、各机关

档案室、‘′肓;业 档案;i;门 甚 1:个 人所响∮IL刘 |口
|豕 有保竹价仙的档

案及档案作息的安全.是 法律授子各级档案彳i政 管理部闸的神圣

职责。这次国冢档案安全会议要求在 8月 底乏前、各省 (白 治区、

直辖市 )档 案部门要对本地区各级档案馆 (室 )开展档案安全风

险隐患治理情况,组织一次专项督查,对此我们要不折不扣地贯

彻落实。省档案局将在近期制定出督查方案,重 点要督查各地档

案部门尤其是各级国家档案馆贯彻落实国家档案局颁发的 《关于

进一步加强档案安全工作的意见》情况,看工作力度、工作措施

和工作买效,力 争在 7月 底前完成,最终形成全省档案安全状况

报告上报省委省政府 ,|司 时做好迎接 家档案局到我省安全检查

的准各工作。我们还将积极探索或采取档案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逐级签订档案安全责任状、落实档案安全
“
一票否决

”
制度和

“
安

全黄牌警示
”

等方式来巩固督查效果‘各市档案局要重视此项工

作^要 按照兮级负责原则帝 力研决刘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监管责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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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 11-亻{ 元数事买证叫这对做好档案安全
^l作

全起到事斗功伫

的效果 i式 想当我们发现档案安全有隐忠白匀'尺 难以解决,主 动

向△1管 领导请求解决时哪个领导全不闻个”9!9)飞 耍我们 自身过的

硬^好 得起检验和考验、相信各级主管领 导全支持档案安全△作
^

并在经费投人等为面给于保障‘

六是抓安全要严格责任倒查和追究.档 聿安全仍要层彻预防

为主的方针^但 并 不等干事故发生或造成怙享七损后就都思事宁

`\,tlˉ

果那样的话制员和责任就可能沦为△ i炎  要建立健全档案

了全堂放问 大办法.对 造成损 失的就 要依0依纪依规迫冗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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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过或氵记人il

处分:{宀 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兮;′ |亡ii。 严重的、饴干

廾除处‘少 这也提醒我们档案安全是纟l我 和底线、一旦触犯就要

受到处罚.|司 叫我觉 F哥 还要利那些在档午叮仝l加 讪遇事不敢押当,

危机来叫以想推卸责任.1日 题面前只想中州△ 轩呀的也马J三 进行倒

尘与迫究、起码上级档案行政管理部 |· l(ll`级 档案部闸中这部分

人有建议当地党委政府免去职务或迪究 IUI的 权力`.讳 各位牢记

档案安全责任重于泰山,了`得 有任们疏忽和失职

三、贯彻以人为本战略,切实加强队伍建设为确保档案安全

奠牢基础

在保证档案安全方面我们所常说的
“
人防、物防、技防

”“三

位一体
”

的安防体系中,人是第一位的囚素.再先进的物防和报

防设施终究是需要人去掌握和操控,只 有解决人的问题安全才有

所保障。所以加强档案安全风险防范首要就是要加强队伍建设 .

并把确保档案安全作为建设内容的重点 这里所讲的队伍是全员

的概念,就拿档案馆来讲,从事档案安全的保卫部门人员自身要

高标准严要求,不断地学习^不 断地提高.只有对档案安全系统

的性能有了一定的了解.才 能熟练、准确、规范的操作 ,当 而临

事故发生叫丬能果断地采取拙施 “l保 证挡集馆安全仅仅靠仪刀

邦 |′ l和 人员还是:1不 够的.l:l于 -l宀 窜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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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写 也「|村 叟保证讠个、∶文是客观存在和了̀以 我们足

志所决9C的  |利 此要{刊 氵在安个面诵人人自责任和义务的观念,

通过开展档案队伍全 i员 安个技能的教育、培养及经常性的安全演

练、形成有安个方面人
`、

都关心、个个齐上阵的艮好局面和氛F⒈

搞婀档案安全辽搜 !J1{lit 1· 郎作风转变紧密结合起来..大 家

知道今J13月 7旧 习迈平总书记在JI宁 代表团参加审议时专门指

示娶推进供绐侧结构性改革,推进 |彐 有企业改革发展、推进 干部

作风转△.深 人实施东北打1业 基地振兴战略 )全 面做好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备项工作△、习总书记的讲话对

推动辽宁振兴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档案安全也是防风险的

一部分、实现档案安全同样也需要扎实推进档案部门与档案干部

的作风转变,从 以往档案发生安全事故的事例 中不难看出,都 与

档案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作风不扎实,责 任不到位,在抓安全

上心存侥幸,姑息迁就,女 全管理上不严、不细、不实有关联‘

全省各级档案部门和广大档案11作 者要深入贯彻习总书记指示 ,

在干部作风转变上多下功夫、苻讲买干求实效士 多花力气、使我

们在档案安全方而真正做到组织裣查到位、引}伶 整改到位 ,百 {1

势有到亻:`和 积i7tlu i`】 5|I△1~·l iil确 仪 {与 案“J知`7i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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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档案安全工作永远在路上,只 有起点)没有终点,只 有将

安全工作进一步做实、做细、做好,才 能确保国家档案及档案信

息的安全,为充分发挥档案作用奠定坚实的基础。让我们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优秀的业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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