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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交通
运输部门档案管理优化

徐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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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交通运输部门的档案管理工作应该与时俱进，抓住时代契机，从提升管理人员专业

素养和构建部门内部统一平台两个方面入手，发挥复合型、应用型和创新型专门人才在新时代档案管理工作中的

重要作用，依托先进技术完成本部门档案管理工作的优化，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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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档案学最早出现在 20世纪 30年代。新中国

成立后，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学科体系开始重新构

建。之后，陆续有相关法案法规颁布，逐步完善对档

案管理的指导工作。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机关档

案管理规定》包括机关档案管理基本任务、基础设施

建设和管理要求等内容，对于机关档案管理工作提出

了明确的要求和具体指导意见，为新时代背景下机关

档案管理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

1 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亟待提升

1.1 档案管理人员现状

目前我国有二十几所高校招收档案学专业，为各

层级的档案管理部门提供专业性人才。档案学专业培

养具备档案学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现代管理知识、信

息技术和档案管理专业技能，适合在各级档案局、各

级各类档案馆，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档案部门、

信息部门、文秘部门从事文件管理、档案管理、信息

管理、秘书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和创新型专门人才。

但是实际上，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和客观因素的影

响，很多基层交通运输单位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并不具

有专业的档案学学习经历。很多交通运输单位，尤其

是基层单位的档案管理人员一方面缺乏专业知识，另

一方面受到陈旧观念的影响，认为档案管理工作只是

对历史资料的简单收集与保管。甚至是在部门领导的

意识里，档案管理也只是保存资料和存储信息的后勤

部门。所以在很多单位，档案管理职位入职门槛低，

在人事安排上没有提升到一定的高度 [1]。

以上原因导致档案管理人员的日常工作主要集中

在档案资料的收入、归类、保存和提供查询等低层次

的服务工作上。即使是在当今社会，电脑和网络办公

已经成为各机关单位的主要办公手段，档案管理人员

的工作也只是从处理纸质版资料简单挪移到电脑上，

仅仅在信息处理的手段上发生了变化，但是在信息处

理的观念上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平，远远跟不上时

代的进步。因此，有必要提升交通运输部门的档案管

理人员的专业素养，树立全新的档案管理理念和服务

意识，为本部门的整体工作效率提升做出贡献。

1.2 培养具有扎实专业知识的创新型档案管

理人才

档案工作是一项管理性的、科学性的工作。交通

运输部门档案管理人员在具体工作中应该具有该职位

工作人员的基本能力，能够胜任和档案管理有关的日

常工作。同时，他们还应该适应时代进步，学习我国

关于档案管理的最新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在工作中

具有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开发档案管理工作的新功

能，为本部门的整体工作顺利开展做好服务。

《机关档案管理规定》中明确指出：机关应当积极

采用数据分析、文本挖掘等新方法，扩展档案开发的

力度和深度。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交通运输部门的档

案内容也由原来单一的纸质版文字档案或图表档案转

变为多元化的形式，现代多媒体、3D等高科技技术为

数字化资料的保存和使用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因此，

和交通相关的档案资源会更加丰富，来源更加广泛，

数据也迅速增加，网络化背景下的档案管理会要求管

理者从多维度获取信息和多种技术手段处理资料。

首先，档案管理人员应具有管理纸质档案与电子

档案的综合能力。交通运输部门具有接触范围广，交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8期 (下 )总第 505期 管理科学

107

叉领域多，管理对象流动性大、具有不稳定性等特点。

纸质档案主要由纸张、字迹材料以及字迹三个部分相

互结合而成，整体结构形式上，将资料档案责任管理

人的亲自签名进行了保留，使资料的可信度得到了提

升，同时内容不会被轻易篡改。因此，原始性票据，

签名等传统的纸质档案在交通运输领域仍然在发挥很

大的作用。另外，纸质资料作为档案存储的原始资料

在资料保存环节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作用。所以档案管

理人员要具有妥善保护和保存纸质材料的意识和能力。

和纸质档案相比，电子档案的优势在于可以进行

快捷检索，省去人们翻看纸质档案的过程，有效缩短

查阅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另外，电子档案具有共享

性和便携性，交通运输部门内部的资料共享可以通过

网络传输的方式传递到使用者的电脑上，避免了相关

人员必须到固定的地点在规定的时间查阅档案资料，

大大地节约了人力和物力 [2]。

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交通运输部门的

档案管理人员必须具有同时处理两种档案管理模式的

能力，构建本部门纸质档案管理与电子档案管理融合

的工作平台。

其次，档案管理人员要对电子档案管理与纸质档

案管理在方法上的差异性有清楚的认知，并且掌握相

关的专业知识，在此基础上开展两个平台的档案管理

工作。既可以熟练开展对纸质档案的分类、保存、调

取等工作，又能够充分利用电子档案的优势，从以下

两个方面进行电子信息的建设和使用：一是建立本部

门档案管理双档制，完成纸质档案的电子录入，构建

本部门的基础信息库，完善档案管理和方便信息查询。

二是利用电子档案管理的优势，具有随时对于电子档

案的材料进行整合和再利用的能力，使本部门的历史

存档内容可以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为交通部门的信息

管理和开发利用等提供保障。档案工作人员应该具有

利用数据分析、文本挖掘等新方法来扩展档案开发的

力度和深度的能力，使档案管理工作满足当今社会发

展对交通部门提出的新挑战和新要求。

1.3 提升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保密意识和电

子档案管理能力

按照国家《保密法》规定，档案管理人员应该严

守国家和党的秘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秘密，保证档

案开发利用顺利进行。具体到交通运输部门的档案管

理工作上，档案管理人员同样应该牢固树立保密保卫

意识，确保机关档案的安全。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

不得擅自转移、分散、销毁档案；不得擅自提供档案

或向他人泄露档案内容，不得擅自将无关人员带入档

案室；严格执行查阅、借用档案管理制度，必须经过

相关领导批准，并且准确完成记录档案查阅或借阅的

具体信息。

但是，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档案管理人员除了

要继续执行传统的保密制度，还要适应大数据给档案

管理工作带来的新变化，强化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保

密意识。如果电子档案管理人员的保密意识薄弱，保

密工作不到位，就会造成信息外泄而不自知的严重后

果。例如，在公共网络平台上查阅和传输文件档案，

将未设置访问权限的档案管理系统交由其他岗位人员

临时管理等，随意在手机等个人电子设备上存储或处

理档案文件等不良用网习惯都是安全隐患，容易造成

信息流失。在技术层面，电子档案的加密程度和防火

墙或杀毒软件设置是否到位直接决定了数据信息的安

全程度。不法分子会通过计算机端口连接蓝牙或外接

USB数据线等途径对数据信息进行复制，或者在局域

网环境下，对数据信息实行远距离复制与传输；病毒

能够对电子档案的数据信息加以复制 [3]。以上问题都会

给交通运输部门的档案管理的保密管理工作留下隐患。

对此，2019年颁布的《机关档案管理规定》有明

确的说明：“……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等级保护不得低于

二级标准，分级保护等级应当与电子档案最高密级相

适应。使用电子政务云服务的，应当与电子政务云管

理机构明确安全管理责任。”“机关应当统筹开展传

统载体档案数字化、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的

安全保密工作，采取有效措施严防信息篡改、丢失、

外泄。涉密档案进行数字化、涉密电子文件归档与电

子档案管理应当严格遵守保密规定。”由此可见，在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字化档案管理的安全性问题已

经得到主管部门的足够重视。档案管理人员应该认真

领会规定精神，一方面戒除不良用网习惯；另一方面

加强网络维护，提升交通运输档案信息的安全性，更

好彰显出数字化档案管理模式的重要价值。

2 构建交通运输部门内部的统一档案管理平台

客观来讲，交通运输部门档案管理工作处在逐步

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部门的管理者应该提升意识，

形成大局观念，依托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和信息平台，

构建部门的网格化档案管理平台，实现行业内部的档

案信息统一管理的标准化和法治化。

2.1 构建交通运输部门内部的统一档案管理

平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众所周知，档案工作的服务性是档案工作赖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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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和发展的基本因素。但是在我国，档案工作不是一

般的服务性行业，是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档案管理工作的认识不应该仅仅停留在

历史资料的存储上。交通运输涉及铁路、公路、航空、

水路等多个部门，每个部门又分管的子部门。由于历

史原因，不同部门的档案管理和各部门下属基层单位

的档案管理工作具有分散性、各自为政的特点，不同

部门在管理档案时所实施的方法是不同的，甚至出现

矛盾和冲突之处。行业内部缺乏统一的管理模式和标

准，容易造成档案重复管理和管理真空，这显然不符

合当今社会对于档案信息科学系统管理的要求。为了

实现档案工作重点切实地转移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中

心的目标，实现从简单的档案资料存储功能逐步调整到

专业人员利用数据平台扩展档案开发的力度和深度的能

力，有必要建设交通运输部门内部网格化管理平台 [4]。

当今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和交通运输部门的

有关的数据具有数量大、更新快等特点，对档案管理

工作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较高要求。档案管理的网络

平台建设可以帮助档案的动态管理，在更新和利用档

案、服务整个部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当前交通运输部门档案管理主要机构是各机关档

案室或档案库房，工作重点为收集管理工作活动中所

形成的文件资料以及人事档案等档案信息。这种实行

分级、分专业管理档案的工作原则，从一定程度上利

于在专业系统内实现档案流转，确保档案的完整性、

安全性。但是弊端是它们各自独立，联系不够紧密，

档案管理的制度和档案资料的调取也由各层级单位根

据相关法规单独制定，因此在某些具体操作环节上会

有不同。

2.2 构建交通运输部门内部的统一档案管理

平台的可行性

信息化技术飞速发展和我国对于档案管理专业人

才的培养使交通内部建立统一的行业管理平台变为可

能。信息技术的普及已经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变化。每年受过专业教育的大批的档案管理专业人

才进入各个行业，包括交通运输部门，分别为行业内

部的平台建设提供了技术、经验和人员方面的保障。

更重要的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已经成为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

关键，也为各行业的创新型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交通运输部门的档案管理部门应该抓住大好契机，打

造全新工作模式，把档案管理工作推向新的台阶，完

成历史性转变 [5]。

2.3 构建交通运输部门内部的统一档案管理

平台的方式

1.加大进行数字化管理的投入。虽然目前许多单

位使用电子档案，但是数字化水平不一，多数单位只

是初步使用了档案管理软件进行档案目录的著录、编

目、排序和检索，并没有把其拥有的档案信息全部实

现数字化。建立统一管理平台，全部档案信息数字化

的前提还需要配套硬件的完善。

2.上级部门统一规划和部署，搭建平台，自上而

下的将各层级档案管理机构在一个网络平台上管理。

3.实现规范化档案管理，统一档案管理制度，统

一档案查阅和调取制度。

4.明确交通运输部门档案保密层级，对应不同层

级的档案管理部门使用权限。

5.定期培训专业技术人员，更新专业知识，提升

专业素养，保障平台运转更好地服务于交通运输业快

速发展。

事实上，构建交通运输部门内部的统一档案管理

平台的重要意义，除了在高效整合资源，提高工作效率，

节约人力物力，降低成本投入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更重要的是，通过科技手段创新服务平台，规范技能，

简化和优化业务流程，打造新型服务模式，为创建开

发档案管理工作的新功能提供可能。

3 结论

作为新时代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

运输部门档案管理工作也应该与时俱进，无论是领导

层面还是档案管理人员，都应该更新观念，改变工作

方式，利用大数据优势，使档案管理工作在新时代发

挥新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黄晓卫 .关于住房保障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的几点
思考 [J].黑龙江档案 ,2021(06):240-241.
[2]　陈玥 .事业单位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和发展 [J].黑
龙江档案 ,2021(06):114-115.
[3]　李贞贞 ,李金璐 .云环境下我国档案数字资源信息
安全保障体制建设 [J].北京档案 ,2022(01):15-19.
[4]　黄平友 ,罗绍辉 ,施基炳 .基于时空信息的城建档
案大数据平台实践 [J].未来城市设计与运营 ,2022(01):42-
44.
[5]　夏颖 .浅谈综合档案室档案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J].
办公室业务 ,2022(01):6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