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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教育月=办公室转发国家档案局办公室
关于加强汛期档案安全保管的紧急通知

省内各高等院校、厅直事业单位 :

现将《辽宁省档案局办公窒关于转发 (国 家档案局办公

室关于加强汛期档案安全保管的紧急通知>的 通知》(辽档
电发 (2016〕 2号 )转发给你们 ,请各单位按照通知要求 ,

结合本单位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

辽宁省敬育厅办公室

2016年 7月 13日

亻
砰爸

⒛ 1‘ 年 7月 1a日 印发
辽宁省教育厅 办公 室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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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档案局办公室关于
转发 《国家档案局办公室关于加强

汛期档案安全保管的紧急通知》的通知

各市、绥中、昌图县档案局,省 (中 )直单位档案部门 :

为确保我省汛期档案安全:现将 《国家档案局办公室关于加

强汛期档案安全倮管的紧息通知》 (档 办函[2o1C,l175号 )转发给

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要求 :

一、加强领导,明确贵任。各单位要牢固树立安全至上的意
识,进一步加强对汛期档案安全保管工作的领导 ,层层建立档案

安全领导责任制,认真执行各项档案保管工作制度。制定切实可
行的应急预案和安全防范措施,加强督促猃查,确保各项措施落
实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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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细化防范措施 ,做好应急准备。各级档案部门要在汛期

来临前,对辖区内重要区域进行一次拉网式全面检查。对重要地

或危险区域的档案保管场所进行排查i不 留死角,发砚档案保管

不安全因索应⊥{卩 采取仆救或预防措施。档某库房设在一楼的 ,

必要时转移至女全楼层;库房砹在 V页褛的,簧严防漏肉;库房砹

丨低洼地带的,要 尽快挣档案转移三安全区域。要峦切关注我省

汛情和极端天气预报,采 取果断措施,确保档案安全渡汛。

三、强化管理,确倮档案存放安全。各单位要做好相关设施

设备的辁修 、维护、不断改善档案库房保管条件,做妤汛期档案

防潮、防霉工作,有效控制档案库房温湿度,使档案得雪刂安全妥

善保管。

四、 如发生档案因灾受损情况,要 立即组织抢救并及时报省

档案局。

附件;国家档案局办公室关干加强汛期档案安全保管的紧急通

辽宁省档案局办公室

2016年 7月 7日

知



国 家 档 案 局 办 公 室
坞办函〔Ⅸ)16〕 l邛 号

国家档案局办公室关于加强汛期

档案安全保管的紧急通知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挡案局、馆 n各 计划单列市挡案局、绾,新 疆生

产建设兵彐挡案局 、馆 ,中 央和同家杠t关 各部委档案部 }1,中 央军

委办卜厅保密和杩案局、解放军 li案 馆 、武螫部队各谋部办卜审 ,

各弋民田体 +·l案 部闩 ,各 中央企业档苄部 |可 :      /9

今年 )ˇ 汛以来 ,台 风 、洪涝 、强对流天气、d丿

′
洪泥石沆等灾害频

一

发 ,方 汛抗洪形势严峻j6日
"日

,江 苹省盐城市发生龙卷凤、{

雹灾害 ;造 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习 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总

理分别对救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i据 气象部 门预报 ,今 年我国主

汛期 6尸 至 9用 多雨区主要位于长汪及其 以北地 区 n长 江上游 艾

鄱阳湖水系、黄河中游部 分艾 j充 、海河、辽河、淮河沂沐泗水 系、鸭

绿汪 、浙闽沿海诸河等江珂水 糸将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登 陆我回的

台风个数可能较 多年 同期均值偏 多,并 可能深入内地 ..各 绶档幸

部门要坚决贯彻党 中央 、国务院决 策布署 i贯 彻落实目家档案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档案安全工作的意 叱》精神 ,高 度重砚汛期档案

安全管理工作,提 早做好 各项准 备 .采 取必要措施 ,确 保档案绝对

安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各缎档案部门要高度重视汛期的档案安全:洪 涝、台风及

其次生灾害是危害档案安全的重要因素 ,各 地要高度重视 ,增 强责

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把 汛期档案安全保管工作作为当前的重要

任务,抓 紧抓实 ,不 能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丨 各级责任人要强化担

当意识 ,履 职尽责 ,落 实安全责任制 ,确 保安全防范工仵指挥到位、

职责明确、措施有效饣确保安全。

二、各纸档案部门要积极做好应急准备!要 总结、借鉴以往经

验教训 ,进 一步提升预警能力 ,完 善有关预案 ,组 织应急演练 ,提 高

挡案部门工作人员的防范意识:与 气象、水利等相关部 门保持 紧

密联 系,高 度关注气象和地质灾害预报 ,储 备`b要 的立急救援装各

和物资j加 强立息值守,确 保信息渠逍畅通 i能 及时 宙动 立急预

案:遇 到紧急情况危及档案安全时 ,档 案部丨l要 及时向当地党委、

政府报告 ,及 时转移或保护重要档案,确 保档案安全 ,同 时注意做

好工作人员的安全防护。

三、各级档案部门要加强安全检查 ,及 时排除隐患c要 对馆舍

建筑和档案室防汛安仝进行拉网式排查 i发 现危房、库房漏雨、防

雷装置失效、排水设施不畅等不安全因素要立即向上级主管部门

汇报 ,及 时采取避盖、加固、艾顶、囿挡 、疏通、防渗等有效措施进行

补救与防范:收 到极端天气预辔 ,要 组织专 人对馆 (室 )重 点部位

进行安全检查 ,加 强洪涝 、泥石流等次生灾菩的防范,确 保各项工

作准备就绪讠

四、各级档案部门要做好汛期档案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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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设 各的检修与维护 .有 效控制档案库房温湿度 ,避 免档案受潮、

发霉∷

五、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如发生挡案因灾受损情况 ,要 立即组

织抢救并上报国家挡案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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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各 副省级市档案局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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