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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企业档案管理面对的困境及对策
——以江苏油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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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在国家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大背景下,企业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档案工作遇到了新的
困境和问题。本文以江苏油田档案管理为例,阐述了在低油价经济环境下,档案管理体制、用工模式、
工作方式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结合油田实际,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和方法,不断推动油田档案
管理水平的提升,充分发挥档案在生产经营、改革发展中的价值,为油田各项事业长期稳定发展提供坚
实保障。
[关键词] 档案管理；管理机制；用工制度；工作方式；项目化管理
中图分类号：G271 文献标识码：A

The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nterprise archives managem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ake Jiangsu Oilfield as an example

Wenhong Yao
Archives of Jiangsu Petroleum Exploration Bureau Co., Ltd.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norm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deepening reform of enterprises has entered a critical period, and the archival work has encountered new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Taking Jiangsu Oilfield archives managemen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file management system, employment mode and working mode under the
low oil price economic environment.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oilfield, it puts forward targeted
improvement measures and methods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oilfield archives
management level,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value of archives in production, oper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We will provide solid guarantee for the long-term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undertakings.
[Key words] file management; management mechanism; employment system; working mode; 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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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江苏油田档案管理队伍人员变化情况

作为提供信息数据开发利用主要机构的
作用也被信息部门所替代。二是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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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扭亏脱困的严峻形势下,企业推动

专职档案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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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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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得到了发展,也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
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思潮,对我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
响。作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在网络空间的反映,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影响是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在今天,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必要对其影响进行研究,以期推动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理
性建构。
[关键词] 网络；网络民族主义；影响
中图分类号：G250.72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nationalism in China
Xiaoyan Wang Yuyu Yang*
Kunm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China's Nationalism in the virtual cyberspace has been
developed, but also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all aspects. Since the 1990s, 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 as a
new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political life. As the refle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yberspac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 is the interweaving of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Today, 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 stil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its influenc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ation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
[Key words] network; Network nationalism; influence
引言

注。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思潮,在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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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历程的重要保障。

干为核心,以项目化管理为手段,招聘内

新的问题和挑战,档案工作者要迅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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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油田档案管理作为油田管理的基础
工作和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在油田勘探
开发、科研生产、基础建设、经营管理

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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