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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档案管理是一项非常重要和有效的工作。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信息技术数据量大、更新
频繁、远程需求量大的部门档案管理。要不断总结、分析和创新,优化电子档案管理服务模式,规范相关
操作流程和制度,确保电子信息安全,提供更好的服务。档案管理将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为工作提速。本文
就档案管理中的电子档案管理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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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onic archives management is a very important and effective work. In the era of high
informatization, the Department archives management with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ata,
frequent updates and large remote demand. We should constantly summarize, analyze and innovate, optimize
the service mode of electronic archives management, standardize relevant operation processes and systems,
ensure the security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and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Archives management will step into the
track of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speed up the 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lectronic archives management in
archive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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