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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工作

【档案资源建设】 采取上门、QQ、电话等方式，督促各立卷单

位完成 2018 年的归档。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全校 91 个单位中有

88个部门进行了档案归档，归档率达 96.7%。

档案收集与整理。9—12 月，共收集综合档案 46 卷（其中文书

档案 10卷、教学档案 3卷、财务档案 33 卷）；审核、整理上架综合

档案 180 卷；收集、整理实物档案 104 件、声像档案 158 件；整理、

转录国立贵州大学会议记录 25次，合计转录 20000 余字。

积压档案整理。继续做好积压资料整理的指导工作。截至 12月

底，组织学生共完成 4151 卷积压档案资料的整理、立卷、装盒，其

中原职业技术学院文书档案 499 卷、教学档案 951 卷、科研档案 13

卷、财务档案 6 卷、基建档案 2 卷，原农业管理干部学院文书档案

461 卷、教学档案 535 卷、科研档案 4 卷、财务档案 35 卷、基建档

案 16 卷，明德学院文书档案 181 卷、教学档案 168 卷、财务档案 2

卷、基建档案 2卷，原煤炭工业学校文书档案 222 卷、教学档案 939

卷、财务档案 87卷、基建档案 28卷。

档案搬迁。9月，在学生的协助下，将西校区体育场下架楼已整

理组卷的 2000 余卷文书、教学档案以及未整理的遗留档案全部搬迁

到新馆（谨正楼）；将临时存放在博学楼 13 楼的 128 袋财务档案搬

运到新馆库房，并完成了整理、上架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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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压资料整理组卷

财务档案搬迁及整理上架

档案征集与采集。9 月，征集到中国第 11 枚“金钉子”研究成

果的牵头者、我校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赵元龙教授主编的书籍、研究

资料及相关电子照片等档案资料 14件；同时积极做好访谈提纲拟写、

联系公司等准备工作，于 11月 22 日与视频制作公司一起对赵元龙教

授开展了口述访谈，录制访谈视频、音频近 120 分钟。

向赵元龙教授征集档案资料 赵元龙教授口述访谈

向阳厂设备搬迁准备工作。为做好向阳厂设备搬迁、展陈工作，

我馆多次与向阳厂有关人员联系、沟通，并对拟搬迁设备进行了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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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室内外存放地点进行了选址、协商，并组织人员到花溪板桥艺术村，

实地考察机器设备的户外展陈情况。10月 16 日上午，副校长王芳恒

到新校区召开现场办公会，研究向阳厂设备展陈选址等工作，并安排

学校相关部门人员到向阳厂实地考察，进一步确认拟搬迁设备。12

月 25 日，完成了向阳厂设备搬迁招标工作。

板桥艺术村考察机器设备的户外展陈情况

王芳恒副校长在新校区召开现场办公会 到向阳厂实地考察

【档案信息化工作】 切实做好接收档案和馆藏档案信息的录入

及数据的审核、修改、调整、数据库建设、管理等工作。截至 12 月

底，网络版档案管理系统新增档案条目 17478 条，其中：案卷级数据

5158 条、文件级数 12320 条；完成贵大记忆工程数据库建设及照片

陈列库建设；启动了馆藏资源管理系统定制开发工作，完成了虚拟调

试环境部署、电子文件元数据方案和电子公文交换与档案管理系统接

口方案制定，以及新开发系统的第一轮功能测试、意见反馈等；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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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综合档案数字化外包招标前的准备工作。

【档案指导与利用服务】 通过业务指导手册、电话、QQ 和现

场指导等方式，加强与各单位兼职档案工作人员的联系、沟通，开展

指导作。9—12 月，指导档案收集整理、系统录入 16人次。

采取现场查阅、电函查阅等多种服务方式，做好档案的利用服务

工作，利用档案情况见下表。

2018 年 9—12 月档案利用统计表

序号 类别 利用卷数 利用人次 复印 拍照

1 文书档案 288 99
A4 393 张

A3 6 张
45 张

2 教学档案 1706 1173
A4 2470 张

A3 773 张
168 张

3 基建档案 61 20
A4 19 张

A3 91 张
21 张

4 财务档案 398 37
A4 98 张

A3 16 张
475 张

5 科研档案 3 3 A4 27 张

6 声像档案 22

7 实物档案 73

合 计 2551 1332
A4 3007 张

A3 886 张
709

此外，还积极开展档案开发利用工作，查阅、采集 1978 级数学

专业学籍档案资料 102 张，制作成“78级数学专业学生学籍资料”

案卷（含光盘），赠送给校友；利用声像档案，向学校提供文物保护

单位申报用支撑照片 8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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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校友制作的档案资料

为学校提供的档案资料

校史、编研与宣传

【校史馆工作】 新生入学教育参观。积极与学生处、阳明学院、

研究生院联系，并根据学院的参观计划做好前期准备工作。9月 19-21

日以及 10 月 13 日，组织讲解 219 场次，接待 2018 级本科新生 7923

名参观，圆满完成了新生入学教育参观校史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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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参观留影

日常参观接待。9—12 月，接待广州市番禺区沙湾教办、广州市

番禺区石碁第三中学、衡水学院、老挝国立大学、贵州师范学院等单

位人员，学校电子信息技术、电子商务专业 2004 级和数学系 1978 级

等校友，音乐学院党支部、校团委等 488 人次的参观，组织讲解 20

场。发挥了校史馆对外宣传、文化育人、学生爱校教育的作用。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教办骨干教师代表参观

音乐学院党支部参观校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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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国立大学代表参观校史馆

【编研工作】 年鉴编纂出版工作。10月对《贵州大学年鉴 2017》

清样进行了审核、校对、修改，并核对了付梓前的 PDF 版。11 月，

《贵州大学年鉴 2017》正式出版，全书共计 67.0 万字，新增了“学

校简况”“2016 年学校文件选目”“2016 年贵州大学学生社团名录”

“2016 年第九届东盟周开幕期活动目录”等内容。11月 13—16 日，

《贵州大学年鉴 2017》在广州召开的第九次全国地方专业年鉴研讨

会暨第二次全国高校年鉴论坛上进行展示观摩。12 月，《贵州大学

年鉴 2017》寄送到中国知网收录存查。

开展了 2018 年卷年鉴各部分内容资料的补充收集和催交工作，

并与出版社签订了 2018 卷年鉴出版合同。

《贵州大学年鉴 2017》 《贵州大学年鉴 2017》在全国年鉴论坛上展示

其他编研工作。完成《贵州大学史话》的审校工作，于 9 月 21

日送交出版社印刷。作为学校“百年贵大文化传承工程”的牵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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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完成了《百年贵大口述史》《图说百年贵大》《百年贵大·校史

系列》《百年贵大·民国档案》分册的编著出版方案；编写了《贵州

大学南校区历史沿革》《贵州大学北校区历史沿革》等资料。

《贵州大学史话》

【宣传工作】 充分发挥网络、微信等现代媒体作用，9—12 月，

在档案馆（校史馆）网页上发布工作动态 20 篇；馆微信公众号推送

信息 17条，其中转载学校推文 3 篇。

学习交流与科研

【学习调研】 9—12 月，组织 17 人次分别到开封、合肥、桂

林、广州、昆明、腾冲参加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第十五

届学术年会、2018 年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西南地区高校档案工作

联盟第六届学术年会、第九次全国地方专业年鉴暨第二次全国高校年

鉴研讨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档案工作分会 2018 年年会暨五届六次

理事会议及首届“中国电子档案管理论坛”等会议。此外，为做好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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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馆建设工作，10月 30 日，馆长陈岚陪同副校长王芳恒及学校有关

部门负责人到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博物馆）开展调研。

外出参会部分照片

【学习教育】 加强馆内人员的学习教育，及时传达各级各类会

议精神，如学校 2018 年秋季新学期工作会议精神、学校宗教事务管

理和整改工作会议精神、学校教代会情况、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等等。此外，注重安全教育，10月 22 日，在馆长办公室对两位新进

馆人员进行了入馆教育、安全保密教育。

学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新进人员入馆教育

【科研工作】 9—12 月，全馆人员结项校级科研课题 1 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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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表论文 3 篇，其中期刊论文 1篇，会议论文 2 篇。唐圣琴等撰写

的论文《构建“贵大记忆”，助推学校发展》获 2018 年全国档案学

会论文“优秀奖”。

帮扶与学会工作

【校际帮扶】 按照我馆与贵州航天职业技术学院商议的帮扶计

划，9月该校派出 1人到我馆，就档案收集、整理、鉴定、组卷、归

档、上架、编研、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内容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较系统的

学习培训。

点对点帮扶培训

【研究会与协作组工作】 贵州省教育学会档案工作研究会工

作。作为贵州省教育学会档案工作研究会（下称“研究会”）第一届

理事会秘书长单位，9月开展了我省高校档案部门信息采集，为换届

选举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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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属高校档案工作第一协作组工作。作为第一协作组组长单

位，12月 14 日，成功组织召开了贵州省属高校档案工作第一协作组

第一次会议，省档案局业务二处调研员袁鑫及所属 10家单位 19 人参

会。与会人员围绕档案收集、整理及数字化建设、干部人事档案审

核等内容进行了交流发言。

贵州省属高校档案工作第一协作组第一次会议

管理与建设

【校史馆建设】 10月 18日，学校审议了《关于将北校区1号行

政办公楼改造建设为校史馆的报告》，成立了校史馆改造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明确由副校长王芳恒牵头，档案馆（校史馆）负责，财务处、审

计处、总产管理处、基建处、勘察设计研究院等部门配合建设新校史馆。

10月 30日，馆长陪同新校史馆改造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其他成员赴南京

大学开展了调研，为新校史馆改造建设作好前期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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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恒副校长带队到南京大学调研

【新档案馆建设】 与学校基建处、资产处、后勤处以及施工单位

做好新馆——谨正楼的验收、交接等工作；开展了购置的库房、办公等

设施设备验收，完成了监控室电路改造，智能库房管理系统正式上线

等；开展了机房装修、布置等数字化机房建设；对办公用房、功能用

房、库房等进行了分配；同时，做好档案、档案柜、办公设备等的清查、

打包、编号、标记及新馆舍对应房间的测算、规划、标注、排放等档案

馆整体搬迁前的准备工作，12月底，完成了新馆搬迁方案的总体规划。

新档案馆验收 搬迁前的准备工作

新设备等接收与存放 机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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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博物馆建设】 9月 14日，档案馆作为博物馆建设牵头单

位，参加了学校烟草博物馆设计方案论证会，听取设计公司对设计方案

的汇报以及与会专家和相关部门人员意见，整理后集中反馈给设计公

司。

【绩效与考核】 10月，完成了本馆 2016 年制定的绩效考核

及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办法的修改完善，增加了岗位绩效考核及

分配办法，形成了新的《贵州大学档案馆（校史馆）绩效考核及

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办法》。此外，到云南大学完成了我馆拟进

人员的考察。

11 月底，分别完成了档案馆（校史馆）岗位绩效考核自评报告，

及档案系列、管理系列 2018 年目标绩效考核自评报告、各项任务相

关支撑材料的准备、制作与报送工作。经学校加快发展目标绩效考核

领导小组考核，档案馆（校史馆）在辅助机构中，管理系列获“A”

等次，其他专业技术系列获“B”等次。

信息集萃

9 月

9 月 11 日上午，在馆长办公室召开了全馆职工会议，传达学习

学校 2018 年秋季新学期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本馆工作。

9 月 21 日上午，学校基建处、资产处、后勤处、档案馆（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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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以及施工单位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到西区新档案馆（谨正楼）

进行房屋验收移交。经现场人员检查后协商决定：待有关问题解决后

再行验收。

9 月 30 日下午，档案馆（校史馆）开展了为贫困生送温暖活动，

馆长陈岚代表全馆将本馆人员的自愿捐款交到了两位贫困学生手中。

10 月

10 月 9—11 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第十五届学术

年会在河南开封召开，副馆长蔡春华等一行 3人参会。

10 月 10 日，分管档案馆（校史馆）工作的副校长王芳恒到馆进

行了为期一天的调研。参观了各部室办公室、档案库房、校史馆、新

档案馆,并对向阳厂搬迁设备在新校区户外展陈地进行了考察。

10 月 12 日下午，档案馆（校史馆）在馆长办公室召开全馆会议，

集中学习 2018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10 月 16 日上午，副校长王芳恒到新校区召开现场办公会，研究

向阳厂设备展陈选址等问题。

10月 16—19日，主题为“新时代档案工作者的使命——融合与创

新”的2018年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在安徽合肥召开，副馆长唐圣琴等

一行3人参会。唐圣琴等撰写的论文《构建“贵大记忆”，助推学校发

展》获2018年全国档案学会论文“优秀奖”。

10 月 17 日下午，在副校长王芳恒的带领下，档案馆（校史馆）

馆长陈岚、基建处处长邓波、后勤处副处长刘明峰、机械工程学院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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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杨勤以及美术学院园林设计系主任段小苏一行前往向阳厂实地

考察。

10 月 22 日，档案馆（校史馆）在馆长办公室对两位新进人员开

展入馆及安全教育，全馆人员参加。

10月 30日，在副校长王芳恒的带领下，学校资产处处长、基建处

处长、档案馆（校史馆）馆长、贵州大学勘察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及相关

人员一行6人前往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博物馆）调研。

10 月 30 日—11 月 2日，西南地区高校档案工作联盟第六届学术

年会在广西桂林召开，副馆长唐圣琴等一行 4人参会。

11 月

11 月 13 日—16 日，第九次全国地方专业年鉴暨第二次全国高校

年鉴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我馆 2人参会。

12 月

12 月 14 日下午，作为组长单位，贵州大学档案馆（校史馆）筹

办、贵州师范大学协办的贵州省属高校档案工作第一协作组第一次会

议在贵州师范大学会议中心召开，贵州省档案局业务二处调研员袁

鑫、协作组相关单位领导以及档案人员共 19 人参会。会议由贵州大

学档案馆（校史馆）馆长陈岚主持。

12 月 15 日—18 日，馆长陈岚等一行 3人到云南昆明参加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档案工作分会举办的 2018 年年会暨五届六次理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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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8—23 日，首届“中国电子档案管理论坛”在云南腾冲召

开，副馆长唐圣琴等一行 2 人参会。

12 月 20 日，学校 2018 年度加快发展目标绩效考核结果公布，

档案馆（校史馆）在辅助机构中，管理系列获“A”等次，在其他专

业技术系列中获“B”等次。

【编辑：赵财霞 姚红 黄凯 审核：陈岚 唐圣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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