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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档〔2017〕24号

关于印发《中山市市直单位

档案工作年度评估办法（试行）》的通知

市各有关单位：

现将《中山市市直单位档案工作年度评估办法（试行）》

印发给你们。本办法于 2017年试行，试行期间按评估办法

的内容和要求评估评分，评估结果不公布，2018年起正式施

行。

请各单位认真做好档案工作年度评估各项准备工作。

中山市档案局

2017年 5月 16日

中山市档案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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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市直单位档案工作年度评估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提高市直单位档案工作信息化、规范化水平，

根据档案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规范，制定本办法。

一、评估对象：各市直单位。

二、评估时间：每年 7月至 12月。

三、评估内容

（一）上年度形成电子档案（含数字副本，下同）质量

及安全保障措施。

（二）传统载体档案管理及保管条件。

四、评估方法与程序

评估采取各单位自检、评估小组考核相结合的方法进

行。程序如下：

（一）单位自检

7～8月，各单位根据《中山市市直单位档案工作年度评

估评分细则》（见附件）的要求进行自检，并形成书面汇报

材料；同时，应用中山市文件与档案管理服务平台（以下简

称“中山文档平台”）的“综合业务-综合管理”功能模块，上传

本单位职能范围、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以及汇报材料等文件

材料。

（二）评估小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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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月，市档案局组成评估小组分批次按下列方法对

各单位档案工作进行考核评分：

1. 被评估单位采用 PPT或其他可反映本单位档案工作

现状和成果的形式进行现场汇报。

2. 评估小组利用中山文档平台或者符合《电子文件管理

系统通用功能要求》（GB/T 29194-2012）的其他档案管理系

统，抽查被评估单位电子档案数据质量。

3. 评估小组按照《中山市市直单位档案工作年度评估评

分细则》进行综合评分。

（三）复查通报

11月，市档案局对考核评分有异议的单位进行复查；12

月，市档案局将评估结果通知被评估单位。评估结果按得分

≥90、70≤得分＜90、得分＜70分别确定为优秀、合格、不合

格三个等级。

五、附则

（一）涉密档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单独管理，不得在中

山文档平台等非涉密系统进行著录管理。

（二）因客观原因未能应用中山文档平台的单位应采用

符合《电子文件管理系统通用功能要求》（GB/T 29194-2012）

的其他档案管理系统，每年由市档案局组织评估小组到该单

位进行现场评估考核。

（三）各单位可参照本办法对下属单位的档案工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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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考核。

（四）本办法由中山市档案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

试行；《关于印发<中山市市直单位档案工作年度评估办法>

的通知》（中档〔2011〕17号）同时废止。

附件：中山市市直单位档案工作年度评估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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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山市市直单位档案工作年度评估评分细则

序号
评估

内容
分值 评 分 细 则

证明或

检查方式

1
电子

档案
70

1.1
硬件

设施
7

1. 按照综合档案室在岗档案管理人员数量满额配备专

用终端计算机，3分；计算机配置低于 CPU主频 2.4G Hz

及核心双核、内存 4GB、显示器分辨率 1360×768等指

标的，每台扣 1分。

提供硬件设

施固定资产

登记、统计

材料，以图

片或视频

展示

1. 配备照相机、扫描仪、打印机等辅助设备，3分，每

缺 1项扣 1分。

3. 配备移动硬盘、光盘或磁带等离线备份储存设备，1

分。

1.2
系统

应用
10

1. 本单位应用中山文档平台或符合《电子文件管理系统

通用功能要求》（GB/T 29194-2012）的其它档案管理系

统，5分。

线上检查

2. 直属单位、下属企业事业单位全部应用中山文档平台

或符合《电子文件管理系统通用功能要求》（GB/T

29194-2012）的其它档案管理系统，5分。

提供系统应

用情况统计

及线上检查

1.3 完整性 45

1. 各门类电子档案（含数字副本，下同）全部纳入中山

文档平台或符合《电子文件管理系统通用功能要求》

（GB/T 29194-2012）的其它档案管理系统集中统一管理，

5分；缺少门类的，每项扣 1分，扣完为止。
线上检查

2. 各门类文件材料按照归档范围的规定，在中山文档平

台或符合《电子文件管理系统通用功能要求》（GB/T

29194-2012）的其它档案管理系统中应归尽归，10分；

发现 1件未归档或属于非归档范围的，扣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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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估

内容
分值 评 分 细 则

证明或

检查方式

3. 各门类档案按照《关于印发〈中山市文件与档案管理

服务平台归档文件采集规范〉的通知》（中档〔2016〕16

号）有关要求上传电子全文，8分，发现 1件不符合规

范要求的，扣 0.5分。其中，文书类电子文件包含正本、

草稿、文件处理单等稿本；图形类电子文件以专有格式

归档，有条件的将其专用软件、技术资料、操作手册一

并归档。

4. 文书类电子档案的文件题名、页号或页数、责任者、

成文日期、年度、密级、公开级别、保管期限等著录项

符合《关于印发〈中山市文件与档案管理服务平台著录

规则〉的通知》（中档〔2016〕17号）的相关要求，8

分；著录数据发现不符合相关要求的，每条扣 0.3分。

记录包括文件拟办过程、用印，以及归档登记、数字签

名、销毁、移交、迁移等关键管理过程的元数据齐全完

整，1分；发现 1份档案元数据项目不齐全的，扣 0.1

分。

5. 照片类电子档案的照片组文字说明及照片文字说明、

拍摄者、拍摄地点、照片来源、年度、密级、公开级别、

保管期限等著录项符合《中山市照片归档办法》（中档

〔2014〕21号）的相关要求，5分；著录数据发现不符合

标准要求的，每条扣 0.2分。记录包括归档登记、数字

签名、销毁、移交、迁移等关键管理过程的元数据齐全

完整，1分；发现 1份档案元数据项目不齐全的，扣 0.1

分。

6. 音频视频类电子档案的文字说明、摄录者、摄录日期、

摄录地点、年度、密级、公开级别、保管期限等著录项

符合《中山市音频视频归档办法》（中档〔2014〕21号）

的相关要求，3分；著录数据发现不符合标准要求的，

每条扣 0.2分；记录包括归档登记、销毁、移交、迁移

等关键管理过程的元数据齐全完整，1分；发现 1份档

案元数据项目不齐全的，扣 0.1分。



- 7 -

序号
评估

内容
分值 评 分 细 则

证明或

检查方式

7. 图形类（由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形成的）电子档案的

文件题名、页号或页数、责任者、成文日期、年度、密

级、公开级别、保管期限等著录项，参照中档〔2016〕

17号文件的相应要求，2分；著录数据发现不符合相关

要求的，每条扣 0.1分。记录包括文件拟办过程、用印，

以及归档登记、销毁、移交、迁移等关键管理过程的元

数据齐全完整，1分；发现 1份档案元数据项目不齐全

的，扣 0.1分。

1.4 可用性 5

电子档案内容数据可以正常打开和浏览，电子档案元数

据可以被正常访问，5分；发现 1份电子档案原件无法

正常浏览或访问的，扣 0.5分。

线上检查

1.5 安全性 3

1. 应用中山文档平台的单位采用移动硬盘、光盘、磁带

等介质，定期做好数字档案资源离线备份，2分；非应

用中山文档平台的单位除做好以上离线备份工作外，还

要做好系统在线备份工作。未实施数字档案资源离线或

在线备份的，扣 2分。

文件、图片

或视频展示

及线上检查

2. 离线备份介质按要求做好登记、编号、保管等工作，

登记、编号、管理不规范的，扣 1分。

2
传统载体

档案
18

2.1
保管

条件
6

1. 设有独立的档案库房且能满足档案存放要求、无堆放

杂物，档案库房、阅览室、办公室“三分开”，3分；档

案库房和阅览室、办公室“两分开”，得 2分；没有独立

的档案库房不得分。 文件、图片

或视频展示2.档案库房配置符合标准、数量充足的档案柜架和防盗、

防火、防潮、防高温、防霉、防虫、防光、防磁等设备，

3分；档案柜架不标准或不足的扣 1分，设备每缺 1项

扣 0.5分。

2.2
整理

保管
12

1. 各门类档案实体由综合档案室集中保存管理，2分。

未实行集中保存管理的每个门类扣 0.5分。

文件、图片

或视频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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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估

内容
分值 评 分 细 则

证明或

检查方式

利用 2. 各类档案实体整理规范、排架整齐合理，档案库房设

有清晰、准确的档案存放索引或存放示意图，2分。档

案实体整理不规范、排架不整齐的适当扣分；没有档案

存放索引或存放示意图的扣 0.5分，不清晰、准确的适

当扣分。

2. 编制完成规范的各门类档案目录，5分；每缺少 1个

门类档案目录扣 1分，编制不规范适当扣分。

检查各门类

档案目录

4. 做好库房温湿度日常测记工作，1分；没有库房温湿

度记录的扣 1分，记录不及时、不规范的适当扣分。

检查相应记

录、登记簿

5. 定期检查档案保管状况（一般每季度 1次），发现档

案霉变、虫害、破损、丢失等情况及时报告、妥善处理，

1分；没有形成检查记录的扣 1分，发现情况处置不当

的适当扣分。

6. 做好档案查阅利用服务工作，1分；没有查阅利用登

记的扣 1分，查阅利用登记不规范的适当扣分。

3
综合

管理
12

3.1
制度

建设
3

制定并实施档案收集、整理、保管、鉴定、销毁、统计、

利用、保密、责任追究、应急预案等制度（制度中应含

档案分类编号方案、各类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

表），3分；缺一种扣 0.5分，扣完为止。

文件或图片

展示

3.2
工作

程序
4

1. 档案接收移交程序规范，手续完备，1分。

检查全宗卷

2. 档案鉴定销毁程序规范，手续完备，1分。

3.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外包程序规范，数字化工作中形

成的工作方案、审批书、流程单、验收单、验收报告、

移交清单、项目合同、保密协议等文件材料收集齐全且

管理规范，2分。

3.3
监督

指导
5

直属单位、下属企事业单位均实现档案工作目标管理或

规范建档并定期复检合格的，3分，按已达标或规范建

档下属单位占全部下属单位的比例得分。

文件、图片

或视频展示

4
工作亮点

（加分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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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估

内容
分值 评 分 细 则

证明或

检查方式

4.1

OA 系统

与档案管

理系统对

接

2

完成本单位 OA办公系统与中山文档平台或符合《电子

文件管理系统通用功能要求》（GB/T 29194-2012）的其

它档案管理系统对接，实现文档一体化，2分。

线上检查

4.2

专门业务

系统与档

案管理系

统对接

2

反映本单位主要职能活动的专门业务系统与中山文档平

台或符合《电子文件管理系统通用功能要求》（GB/T

29194-2012）的其它档案管理系统对接，1个系统对接

加 1分，2个及以上系统对接加 2分。

4.3
电子文件

实时归档
2

纳入本单位档案分类编号方案的各门类电子文件，利用

中山文档平台或符合《电子文件管理系统通用功能要求》

（GB/T 29194-2012）的其它档案管理系统实时归档，1

个门类加 1分，2个及以上门类加 2分。

4.4

专业类电

子文件在

线归档

2

纳入本单位档案分类编号方案、反映本单位主要职能活

动的专业类电子文件，利用中山文档平台或符合《电子

文件管理系统通用功能要求》（GB/T 29194-2012）的其

它档案管理系统在线归档，1个门类加 1分，2个及以上

门类加 2分。

4.5

公务电子

邮件、网

页、数据

库文件归

档

1

在公务活动中产生的经由电子邮件系统传输的电子邮件

按《DA/T32-2005 公务电子邮件归档与管理规则》归

档管理；收集整理归档本单位网站网页及设计文件、维

护手册；收集整理归档本单位程序源代码及其开发、编

译工具，完成以上 3项中的 1项加 0.5分，完成 2项及

以上的加 1分。

4.6

传统载体

档案数字

化

1

上年度各门类保管期限为永久、长期（30年）的传统载

体档案，按照《关于印发〈中山市文件与档案管理服务

平台归档文件采集规范〉的通知》（中档〔2016〕16号）

有关要求进行数字化，完成 70%的加 0.5分，完成 90%

以上的加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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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中山市档案局办公室 2017年5月16日

（共印2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