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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三江源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档
案管理员。 在承担三江源工程林业项目
档案管理工作的 10 年时间内，独立完成
三江源工程林业项目 2005-2013 年度档
案整理归卷工作。 2010 年 7 月，在全省
三江源工程档案工作会议上， 由本人负
责的三江源工程林业项目档案获得荣誉
称号。

先进集体事迹

自 2005 年三江源工程实施以
来， 自始至终把档案管理作为工程
管理的重要抓手来抓， 对各项林业
工程的前期工作、招投标、施工全过
程、监理、竣工验收等各环节资料及
时归档组卷， 对项目建设各文件科
学分类组卷，做到投资计划、可研报
告、 实施方案、 作业设计等资料系
统、完整和全面。

为确保三江源工程档案管理质
量， 先后多次派档案管理人员参加
省三江源办公室、 省档案局举办的
档案管理培训班， 要求档案管理工
作人员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的自觉学习，通过学习培训，进一步
增强档案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和责
任心， 提高工程档案管理工作水平
和质量。 针对档案管理工作出现的
资料收集整理不齐全、 分类归档不
符合规范等具体问题， 多次组织开
展督促检查， 及时研究分析存在的
问题并整改， 做到档案管理工作按
计划、分步骤规范进行，圆满完成林
业工程档案。截至 2013 年底，共整理
完成各类档案 301 卷。

着力生态保护 率先建档立制 建设示范工程
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

是我国重大的生态工程，10 年来，根
据省委、省政府要求，结合工程建设
的实际，省三江源办公室高度重视工
程档案综合管理工作，加强与项目实
施部门和实施地区密切配合和协调，
使档案管理工作不断推进。 日前，三
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档案
已全面通过国家验收。

建立档案管理组织体系。 三江源
工程实施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工程
建设工作，提出“标准要高、规范要
细、要求要严、管理要紧”的档案工作
要求，专门成立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
和建设工程档案组，建立省、州、县三
级三江源工程档案管理组织体系，并
建立“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档案
工作管理制度。

制定管理规范和管理办法。 坚持

“管要有章可循， 理要标准先行”的
原则， 结合三江源工程建设实际，制
定印发《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
保护和建设工程档案管理办法》，与
省档案局联合编制《青海三江源生态
保护和建设工程档案资料管理规
范》， 对三江源工程建设的科学推进
提供有力支撑，为三江源工程档案规
范化、精细化、制度化管理发挥重要
作用。

提高人员队伍综合素质。 三江源
工程实施以来， 先后与省档案局、省
人事厅、省财政厅等相关厅局联合举
办 12 期档案管理培训班， 累计培训
1433 人次，提高了档案管理人员的业
务素质。 同时组织人员深入项目区一
线“面对面、手把手”地指导基层，强
化档案管理人员业务水平，为促进工
程管理规范化发挥积极作用。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 按照“从严

再要求，力求再规范”的标准，联合省
相关部门开展三江源项目档案工作的
督促检查和现场稽查，指导和开展工程
验收工作，全面提升档案组卷质量。 同
时强化档案形成前端控制，规范档案整
理全过程，由事后检查转变成事前和事
中综合控制。

强化档案实体建设。 高度重视档
案管理配套硬件建设，建立专门的档
案库房， 配套较为齐全的工作设备，
及时做好文件资料的形成收集和归
档工作，确保工程档案资料得到科学
存档。 积极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把档
案管理纳入合同管理中，有效加强了
对参建单位的档案管理，确保三江源
项目有序推进。

开展档案信息化建设 。 坚持“全
面提高三江源工程信息化管理水平，
打造一流生态保护工程” 的工作标
准，成立了“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与

建设工程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组”，
设立了“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
工程信息管理中心”， 完成了三江源
档案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安装、调试、
试运行等工作， 健全了档案目录体
系，建立了档案信息服务平台，优化
了信息化系统设置，建成了首个生态
保护综合类档案管理信息系统。

开展档案编研和宣传工作。 三江
源项目各管理部门把档案编研工作
作为一项重要的事项来抓，编写了系
列内容翔实的参考和宣传资料，为科
学制定二期项目方案提供了强有力
的基础支撑。 做好三江源工程档案工
作的宣传工作，把做好档案宣传作为
提升影响、树立形象、推动档案工作
的重要抓手，加强人们对三江源项目
档案工作的深入认识，营造了全社会
关心、支持、参与生态保护和建设的
良好氛围。

光荣榜

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
和建设工程是国家重大生态保

护项目， 事关国家生态安全战略目标
的如期实现。 目前，该项目工程档案已通过

国家验收，为强化措施，科学推进二期工程奠定
基础，积累经验。 十年来，省三江源办公室积极探

索，紧密结合三江源项目点多面广的实际，集中各方
智慧率先编制了三江源项目档案管理办法和规范，依
法管理、依法建档、科学归档，克服种种困难，实现了“有
序管理、同步建档、编研共进、提质增效”的工作目标。

十年来，省三江源办、省档案局和各州、县三江源办
以及农牧、林业、环保等相关厅局的领导和同志们努力
开展档案精细化、信息化管理，想办法、出实招、求实
效，全面推进三江源优质工程目标管理，取得好的成
绩，彰显出一批档案管理先进集体和个人，成为这
一重大工程优秀的践行者和先进集体，必将为
已全面展开的二期工程提供正能量，凝聚

新动力， 不断推进青海生态保护和
建设工作迈上新台阶， 实现

新跨越。

三江源工程档案完成国验 生态保护力求精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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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档案管理工作综述

先进个人事迹

省档案局业务指导处主任科员。
自 2006 年参与此项工作以来，注重学
习，向书本学，向领导和前辈学，向具
体工作人员学，提前掌握标准要求，熟
悉操作技能， 把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
工作中， 在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
设工程档案管理工作中作出应有的努
力，同时，锻炼了自己，也增长了才干。

省财政厅经济建设处副处长。 近
年来，立足岗位职责，带领有关同志加
大对三江源等重点建设项目财务档案
管理的监督检查，采取“以查代训”方
式， 指导建设单位财务人员填制会计
凭证、 设立会计账簿、 编制财务报告
等， 保证三江源重点项目会计档案的
安全和完整。

海南藏族自治州三江源项目档案
管理工作负责人。 自负责三江源项目档
案工作以来， 所有项目档案资料的收
集、 整理及归档工作都是其亲自完成。
2014 年，针对共和、贵南、贵德三县第一
次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的实际，通
过开展专题讲座、现场答疑、实际操作
等方式对三县项目档案管理人员培训。

黄南藏族自治州麦秀林场三江源
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专职档案管理
员。 自 2005 年参加工作以来，结合林
场实施三江源项目的实际， 不断加强
档案管理工作， 为麦秀林场三江源生
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有
力保障。 在闲暇之余，虚心学习，不断
更新知识结构，拓宽知识层面，提高做
好档案管理工作的能力。

担任果洛藏族自治州州三江源办公
室工程科科长以来，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是在基层度过的，通过严谨的工作作风，
掌握了大量翔实的一手资料， 为精心组
织实施三江源生态工程提供可靠的保
障。在他的组织下，果洛州三江源生态保
护和建设工程档案工作从无序到有序，
逐步走上规范化的轨道， 确保三江源生
态保护工程项目每年提前完成。

负责玉树藏族自治州三江源生态
保护和建设工程档案业务管理工作。多
年来，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
以良好的职业道德、 娴熟的业务素质、
优质热情的服务，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本人热爱本职工作，履行岗位职责，
按照档案管理要求做到规范管理，使项
目实施单位档案管理向规范化、信息化
管理迈进付出巨大心血。

省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中心三江源生
态保护和建设工程档案主管。 确保三江
源档案工作顺利有效开展， 在档案整理
初期，全面摸清单位档案情况，先后参加
三江源档案培训班， 学习档案资料管理
知识。 由于有着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心，
使单位档案管理工作通过验收。

省气象局重点工程项目管理办公室
档案主管。 档案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作， 要求档案管理员拥有自我牺
牲的品质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刚接手时，
档案管理自动化尚处于起步阶段， 为了
使档案管理工作走上规范化的轨道，制
定档案管理措施， 使单位工程档案逐步
走向信息化管理。

省农牧厅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
程档案主管。 2005 年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生态保护与建设启动至今， 从事农牧项
目的管理和档案兼职工作。在 10 年的工
作中，本人结合单位实际，总结摸索出了
一套务实、高效、优质的档案工作方法。

省三江源办公室工程档案主管。 从
事三江源工程档案管理工作 10 年来，每
年和同事带队赴三江源区对档案管理工
作督促检查，主动采取“逐县逐项目”和
“一页、一本、一卷”的检查方式。 参与
组织培训档案管理人员 3000 余人次。先
后参与编制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
期、二期工程的档案管理规范，为三江源
工程档案走在全国生态保护建设项目档
案管理先进行列作出贡献。

现任青海省政府三江源工程档案组
档案主管、信息化建设总监、馆员、工程
师。主要从事三江源工程档案的监督、检
查、指导、培训、审核、验收以及档案宣传
等工作，为三江源工程档案实现科学化、
标准化、规范化，维护项目档案的完整、
准确、系统和安全作出了贡献，同时积极
做好对省级验收合格档案的接收、移交、
保管、统计、鉴定、编研和利用等工作，始
终为三江源工程建设管理努力工作。

主要承担青海三江源自然
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建设总体规划
农牧项目管理和档案管理工作。
自三江源生态保护农牧项目启动
实施以来， 向各工程实施单位大
力宣传档案建设工作的重要性，
要求各项目建设单位配备责任心
强、 业务素质高的人员担任项目
档案管理工作， 把项目资料的收
集、 整理以及规范归档纳入项目
管理内容。

在全面总结历年农牧项目档
案建设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分别
编制退牧还草、黑土滩治理、建设
养畜、草原鼠害防治、草原防火项
目的档案规范， 提出各项目档案
建设内容和规范管理要求。 同时，
通过培训、档案抽查等方式，加强
项目区各县档案管理人员的培
训， 指导基层档案管理人员规范
档案建设， 为全面做好农牧项目

档案起到作用。

在三江源生态监测项目实
施中，配合省三江源办公室，率先
制定三江源生态监测技术规范，
对需要纳入技术档案管理的内容
做了具体规定， 明确档案工作职
责和任务， 以及归档范围及整理
要求， 做到档案管理与工程建设
同步进行，对文件材料的形成、积
累、收集、整理做到有据可依。

三江源生态监测项目文件材
料的形成和积累， 贯穿整个生态
监测项目实施的全过程,其形成、
积累和管理列入项目建设管理程
序，与项目建设实行同步管理。为
便于单位档案的协调、 督促和管
理工作， 确定三江源生态监测项
目档案管理负责人和具体档案管
理人员， 设专岗专人负责档案资
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工作。 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形成的档案资料均
有专人负责收集、整理、归档，确
保档案资料的完整性。

作为国家级重大生态项目，省气象
局对项目档案管理工作高度重视，成立
档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针对人工增雨
工程制定项目档案，要求全体档案人员
按照国家专项要求， 不断更新档案知
识，提高档案专业技能。 在日常的工作
中，所有兼职档案工作人员以工程项目
大局出发，积极配合项目的整体档案工
作，严格执行省三江源办和省档案局的
档案工作计划， 在工程档案的收集、整
理、分类、编排盒号、装订等程序中，从
未影响项目档案工作进程。

从 2013 年开始， 三江源人工增雨
工程档案通过整改、自检、自验、预检，
5 月 29 日通过国家预验。 在迎接国家
终验的过程中，从项目验收申请报告、
档案验收意见、 项目建设单位档案目
录汇总表、三江源工程档案统计台账、
各项目建设单位档案制度汇编及反映
项目建设单位工程档案管理情况和利
用情况的佐证材料、省气象局在自检、
自验过程中形成的图片、 文字资料等
方面准备各类材料， 最终顺利通过国

家终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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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省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办公室供稿 本报记者 赵俊杰 整理）
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档案国家验收会在西宁召开

副省长严金海（右）赴省三江源办指导档案管理工作

国家档案局经科司李晓明司长（前排右二）在认真查看三江源工程档案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