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困境的突破 

——达州档案事业发展的现状与思路 

达州市档案局  张  强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实现中国梦的号角已经吹响并深入人心，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一种新的政治常态、

经济常态也随之而来，举国上下一派新景象，发展在改革中稳步前

行，对于档案工作者而言，既是新的机遇，又是新的挑战，特别是

对于解决档案事业中不同程度存在的“无人成事、无钱办事、无资源

立事”的困境大有益处。面对百舸争流、不进则退的新时代，如何在

困境中实现突破，找准档案工作发展的目标，准确把握发展方向，

砥砺前行？唯有突破自我，解放思想，攻坚克难，奋发勇为地厚积，

才能薄发，在逆境中实现突破，乘风破浪而远航。我们必须从经济

社会发展的大局着眼，充分认识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以思想观念



 

 

的更新为基础，大力弘扬干事创业精神，通过激发档案部门的活力

来推进全市档案工作奔跑跨越。  

徘徊──山重水复疑无路 

达州地处四川的东部，辖 4 县 1 市 2 区，土地面积 1.66 万平方

公里，人口 690 万，是四川省的人口大市、资源富市、工业重镇和

商贸中心，经济总量位列全省第六，有“中国气都”“巴人故里”之美称。

达州人杰地灵、历史悠久，物产丰富、资源富集，这里不仅发现了

中国最大的海箱整装气田，天然气储量多达 5000 亿立方米，成为

中国西气东输的起点和能源基地；而且还是巴人和巴人文化的发源

地，这里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土坑墓群和汉代遗址，史学家和考古学

家对巴人文化遗址的挖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见证了达州这

座“巴蜀秀壤，文化古城”的历史。有资源、有文化、有历史是达州

人的骄傲，就在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追赶跨越，突飞猛进时，

达州档案事业还在泥潭中缓慢前行，举步维艰。其问题主要表现在：



 

 

达州市档案馆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修建的砖混结构，面积 2410 平

方米，其中库房面积 1285 平方米，其他用房 1126 平方米，馆内

设备设施简陋，全部为木制柜，档案利用率低；档案接收方面，近

十五年没有接收进馆，2012 年末馆藏仅为 11 万卷，现在散藏在各

立档单位的档案至少有 300 万卷，仅全市法院和工行系统就至少 180

万卷；查阅利用 90%是手工检索，数字化还未起步；编研工作水平

较低，从 2012 年开始才有编研产品问世，不成体系，没有深度，更

无质量可言……而反观 2012 年同期的周边地区档案馆建设和档案

基础业务建设，则是如火如荼、生机勃勃：广安市已建成新馆，并

达国家一级综合档案馆标准；重庆市万州区正在新建 8000 平方米

的新馆，不含 30 万卷的移民档案，其馆藏已达 60 多万卷；巴中市

新档案馆建成投入使用；湖北十堰市新馆已投入使用，并且档案数

字化已成为全国市州一级的典范；陕西汉中市档案馆 2007 年就开始

了档案数字化加工……从对比中看到差距，从压力中寻找对策。如

何突破困境，带引大家从逆境中走出，这是我入档案系统两年多年



 

 

来，思考最多的事情。  

突破──柳暗花明又一村 

两年来，市档案局领导班子大胆创新，不断解放思想，从全市

档案事业落后的实际出发，坚持抓重点、解难点、带全面的工作思

路，以提高服务能力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积极适应新常态，

硬件建设进步明显，接收进馆数量大幅攀升，数字化建设起步良好，

编研产品精彩纷呈，干部队伍精神振奋，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达州市档案事业步入持续、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主要取决于“三力”。  

（一）要有爬坡上坎的毅力 

2014 年李克强总理在万州考察指出：中国发展需要爬坡上坎的

“棒棒精神”。的确，发展无止境，奋斗不停止；任何事业要发展前进，

都必须有一种艰苦创业的精神来支撑，有忍辱负重、敢于担当的勇

气。同样，档案事业要发展，也离不开这些精神，尤其是在各种条



 

 

件十分滞后的情况下，更要发扬攻坚克难、爬坡上行的精神，团结

带领全体干部职工，扬帆起航，破除制约档案事业发展的“瓶颈”，彻

底改变“守住摊子，不出乱子”的保守理念，转变观念、转变作风、

转变职能，抢抓机遇，把握大势，正视困难，一步一个脚印，在现

有基础上实现档案事业的新发展。  

（二）要有干事创业的活力 

俗话说：有为才有位。档案工作的特性，决定其只能在“幕后”

表演，如何改变这种“弱势”，这就是档案部门应积极思考的问题。两

年来，局党组班子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主动作为，采取“见缝插针”

的方式，把档案工作主动融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出“虽然工

作在幕后，但服务必须先行”的理念，积极引导大家解放思想、苦干

实干，激发团结奋进、奋发有为的创业热情。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的引领下，结合档案工作实际，以创新的精神研究新问题，以

创新的思路破解新难题，达州档案事业开拓了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一是档案馆建设取得新突破。新馆建设将有效地解决长期阻碍



 

 

和困扰我市档案事业发展的诸多难题，极大地促进档案工作走出天

井、走进开放、走入社会、走向现代化。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新档案

馆建设契机，继而带动整个档案工作上台阶，实现档案工作质的    

飞跃。  

二是档案业务建设有了新提升。为提高机关单位档案管理水平，

满足档案业务指导的需求，市档案局坚持多措并举开展档案业务培

训指导，积极推进机关单位档案管理规范化建设，提高机关单位档

案管理水平，促进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档案工作科学发展，为确保

机关各单位到期档案完整、规范、按时接收进馆，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档案资源建设收获新成果。市档案馆以时不我待的精神，

加大马力做好档案资料移交进馆工作的同时，不断丰富馆藏档案资

源，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资源建设上也有了新拓展，在既做好常

规档案移交进馆工作的同时，又搞好破产改制企业、机构改革、重

大活动等事项的档案移交。2014 年，我们共接收机关企事业单位  

各类载体档案 42667 卷、118372 件，征集资料 10000 余册，家谱



 

 

280 册。  

四是数字档案馆建设有新发展。在局馆领导的积极推动之下，

数字档案馆建设得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已同意先

期解决市档案局档案数字化运行平台建设启动经费 138.5 万元。

2014 年，完成了馆藏档案目录著录 100 万余条，馆藏珍贵照片档案

扫描 1700 张，为今后数字档案馆建设提前谋划思考打下坚实基础。 

五是档案资源开发呈现新亮点。2014 年，市档案局积极整合档

案资源，充分利用档案信息，开发档案文化产品共 5 种，达 120 万

字。主要完善修订了《达州市档案馆馆藏资料目录》，出版发行了民

生档案学术论文集《融入与服务》、读书心得汇编《改变从读书开始》、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达州沧桑巨变的《达州记忆》、立足馆藏特色

档案资料编纂的《独秀山民──1939—1942 陈独秀与杨鹏升蜀中两

地书》等。还主动与北京市档案局、河南省档案局、福建省档案局

衔接，形成了档案编研成果互赠互送机制。  



 

 

（三）要有高位求进的动力 

要推动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更要坚定理想信念，形成凝聚跨

越赶超合力，切实打好“创新发展”与“提升服务”两张牌，高瞻远瞩、

科学谋划，以务实的举措推动全市档案工作实现新跨越。这不仅要

在处于下游时奋力赶超，也要在处于高位时持续发力，不松懈、不

自满，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高位求进的动力，做时代的弄潮儿，

在推进档案事业跨越发展的过程中要开阔眼界，争创一流，追求卓

越，使各项工作不断上新台阶。有了这样的目标追求和价值取向，

才能在档案事业发展上有新定位，工作上有高标准，创业上有大志

向，创新上有新驱动，才能形成人才创新、岗位争优、系统激活的

生动局面，成为新形势下档案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新引擎。  

远航──长风破浪会有时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以及对档案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如何才能

改变现状 ──特别是全市档案工作在全省后进位置的现实，适应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全面提升全市档案事业的管理水平和

服务能力，是摆在我们当前一项十分严峻而艰巨的任务。纵观两年

多来达州市档案事业的发展进程，相较以前，我们有了可喜的变化

和发展，但从整个秦巴地区来看，与市委提出的达州要成为秦巴地

区经济文化强市的目标还相距甚远，要走的路还很长，无论是馆库

建设、资源体系建设、数字化建设，还是高水平的展览、编研文化

产品以及对外服务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距。  

今后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措施应着重放在解决实际问题，突

破难点问题上，从根本上扭转档案事业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面，

为全市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

档案服务。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

大力实施“三档工程”（服务立档、编研活档、特色强档），着力在解

决档案馆库建设、设备设施建设、基础业务建设和信息化建设方面

有所突破，努力实现“二年打基础，三年上台阶，四年争先进”的奋

斗目标，为“达州建成川渝鄂陕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川东北经济区



 

 

核心增长极，率先实现次级突破”做出新贡献。  

（一）服务立档，擦亮达州档案这扇文明服务之窗 

档案馆作为公共服务部门，应该把加强为公众服务的力度作为

工作的切入点，在档案服务上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既为公众更

好更多了解社会历史和国家事务提供内容和场所，也为公众了解档

案知识并利用其为自身以及档案馆建设服务提供帮助和机会，辅导

和培育社会正确科学的档案观。近年来，全馆上下牢固树立“档案工

作就是服务工作”的理念，不断规范服务行为，优化查档窗口服务，

档案利用屡创新高，查档人数不断攀升。究其原因，一是加大接收

民生档案进馆力度，积极征集破产企业、婚姻、社保等民生档案进

馆，形成门类多样、资源丰富的档案资源体系。二是创新档案服务

手段，加快推进馆藏档案数字化建设步伐，据馆藏特色、利用统计

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确定馆藏档案的数字化范围，对馆藏的珍

贵档案、重点档案、特色档案、利用率高的涉民档案优先进行全文



 

 

扫描。三是广泛听取服务对象意见建议，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实行

函电代查、网上查阅、现场查询及跟踪服务、热线服务、亲情服务

等人性化服务方式。  

（二）编研活档，努力创建具有达州特色的档案文化事业 

档案机构是党和国家的文化事业机构，档案资源是党和国家的

文化历史财富。我们档案部门应把档案工作纳入文化建设的总体格

局中去，使之成为文化建设的一支主力军。达州历史悠久，自东汉

建县至今已有 1900 多年的历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了大批宝

贵的文化财富、档案资源，可供我们去开发、研究。我们要利用这

些优势资源，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的思想，选配精兵强将，优化

资源配置，积极编研出一批有影响力的精品佳作。同时，通过精心

组织，认真打磨，在实践中培养人才，在工作中摸索经验，在合作

中更新观念，走出一条具有达州特色的编研之路，让达州档案文化

形成独具达州特色的文化亮点。  



 

 

（三）特色强档，大力征集具有达州特色的馆藏资源 

一个综合档案馆所管理的档案应该是本地历史的再现与缩影，

能否全面客观反映本地历史全貌也是检验档案收集工作的一个标

准。因此，开展收集工作，既要考虑如何丰富馆藏档案内容，又要

考虑怎样优化馆藏结构层次，还要注意充分反映本地特色。达州是

革命老区，曾经出过张爱萍、陈伯钧、魏传统、向守志、张开基等

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产生过以黎玉玺为代表的国民党

高级将领，留下了大量的珍贵档案史料。近年来，我馆先后征集到

了大量民国档案、红军档案、名人档案、“文化大革命”档案、家族谱

档案。这些档案在进行爱国主义及革命传统教育中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并成为我馆的特色档案，其中陈独秀的四十封信等手迹就

是镇馆之宝。  

蓝图已经绘就，行动只争朝夕。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我们必须

坚持依法治档、依法管档，进一步加强档案基础业务建设，强化干

部队伍建设，提升档案馆的服务功能，在全面加强档案资源建设的



 

 

同时，切实抓好新档案馆建设，丰富档案资源，拓展服务领域，努

力实现档案工作与社会需求的对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幸

福达州而努力奋斗。  

 



 

 

全市档案干部队伍现状探析 

达州市档案局  龚乃桢 

干部队伍建设是事业发展的“基石”，关系到事业的兴衰。档案事

业要发展必须要有一支高素质的档案干部队伍作支撑，全市档案干

部队伍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市档案事业的发展。当前，达州

档案事业正处于爬坡上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更需要一批政治

过硬、文化水平高、知识结构合理、有责任敢担当、能适应我市档

案工作需要的干部。近年来，尽管市局着力本局机关干部队伍建设，

增强了干部的生机和活力，但总体来讲，全市档案干部队伍建设还

需更进一步加强。  



 

 

一、全市干部队伍的现状 

（一）档案干部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队伍整体老化 

全市现有档案干部 119 人，50 岁以上 28 人，占 24%；35 至 49

岁 73 人，占 61%；34 岁以下 18 人，占 15%。特别是近几年，进入

档案系统的年轻干部较少，如此年龄结构，将会形成严重的人才断

档，必将影响我市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干部队伍档案专业水平不高，专业人才缺乏 

全市现有档案专业本科毕业生 1 人，大专 1 人，中专 11 人，档案

专业毕业生占总人数的 11%。其中，在档案专业性要求较强的档案业

务指导和档案保管保护岗位的仅 5 人，占 4%，特别是各市、县、区档

案局领导班子中分管业务的领导多为乡镇领导干部调整到档案部门，

缺乏档案专业知识，严重制约了全市档案基础业务工作的开展。 

（三）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不高，专业结构分布不合理 

全市档案干部具有本科以上初始学历的有 17 人，大专 12 人，

中专（含高中）76 人，初中以下 4 人，分别占总人数的 14%、10%、



 

 

64%、2%，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 17 人中，有 15 人是近几年新招录

的公务员，同时，法律、计算机等专业的专门人才奇缺，影响了档

案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干部队伍交流渠道不畅 

全市档案干部中，从事档案工作 20 年的有 31 人，占 26%，10

年以上的有 65 人，占 55%，5 年以下的有 31 人，其中领导干部 16

人，其余均为近年新招录的公务员。进入档案部门工作的同志，基

本上都是“一进定终生”，从档案部门交流出去任职工作的同志极 少。

长期从事同一工作，不利于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的调动和创新思维

的发展，更不利于全市档案事业的发展。  

二、干部队伍建设建议 

（一）建立能力提升机制 

能力来源于素质，素质来源于知识，知识来源于学习。一是要

引领干部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让学习成为习惯。二是要制订



 

 

完善干部培训计划，有针对性地组织干部参加各类专业培训，技能

培训。三是要建立学习的激励机制，要充分调动大家学习的积极性，

努力将“要大家学习”变成为“大家要学习”的氛围，在全系统中形成好

读书、读好书的良好氛围。制定奖励政策，鼓励大家学习，将学习

情况作为轮岗、评先、提拔、考核的重要参考。  

（二）加强政治思想和人文素养教育 

工作做得好不好，从根本上讲，多数情况不是能力问题，而是

态度问题。一要通过政治思想教育，不断增强全体干部的宗旨意识

和责任意识，提高大家的政治修养、强化理想信念。切实解决档案

干部抬眼就能看到“天花板”的观念，增强档案干部的职业自信，严

格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引领大家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人

生观、价值观、政绩观。二要通过人文素养的教育，不断提升其道

德修养，修正人生态度，加强职业素养和职业操守教育，切实解决

责任意识与敬业、乐业、创业的问题，彻底解决干与不干一个样、

干好干差一个样的不作为思想，牢固树立有为才有位、有位更可为



 

 

的观念。在干部中形成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的价值追求，创造人人想干事，个个勇争先，敢想敢干，勇于创新、

锐意进取的创业氛围。  

（三）建立合理的干部交流制度 

“树挪死，人挪活”。档案部门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许多干部

从参加工作到档案部门一直干到退休，长时间在同一部门、同一岗位

干同一样工作，容易形成思维定势，不利于干部的成长和事业的发展。

同时，档案部门不处于党务和经济发展的第一线，不容易得到领导和

组织部门的关注，档案干部积极性的调动，仅靠政治思想教育是远远

不够的，建立合理的干部交流机制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一是要

鼓励干部不断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努力工作，干出实实在在的工作业

绩，不断增加自身的含金量，体现出自身的价值。二是组织要为干部

职工学习交流制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大家读研、读博，为其学习工作

提供便利。三是积极争取组织人事部门的重视和支持，把档案干部的

培养、提拔纳入统一的规划之中，通过上挂、下派、部门之间的相互



 

 

交流等多种方式，不断提升干部的能力和素质，对特别优秀的干部，

要积极向领导和组织部门汇报和推荐，建议其提拔使用，让大家看到

事业有干头，个人有奔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调动干部的工作积极

性，激发其创造性；才能静下心来干事业，谋发展；才能形成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良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