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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虽然我国的信息技术总体上处于初级阶段,即便如此其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高
校为了实现综合管理能力和实力的提高,期望借助信息化手段来实现。本文主要将高校人事档案管理的
信息化建设作为核心进行研究,首先简单介绍了强化人事档案管理的重要性,并且指出了信息化技术的
应用现状,同时也提出了加快信息化建设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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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Chin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generally in the primary stage,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lif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improvement of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ability and strength,
universities hope to achieve it with the help of information mean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personnel file management as the core, briefly introduces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personnel file management, points out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roposes the strategy of
accelerating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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