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档案的利用和公布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各

级档案馆的档案，应当自形成之
日起满二十五年向社会开放。经
济、教育、科技、文化等类档案，
可以少于二十五年向社会开放；
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
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可
以多于二十五年向社会开放。国
家鼓励和支持其他档案馆向社
会开放档案。档案开放的具体办
法由国家档案主管部门制定，报
国务院批准。

第二十八条 档案馆应当
通过其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定期
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不断完善
利用规则，创新服务形式，强化
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水平，积极
为档案的利用创造条件，简化手
续，提供便利。

单位和个人持有合法证明，
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档案
馆不按规定开放利用的，单位和
个人可以向档案主管部门投诉，
接到投诉的档案主管部门应当
及时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
知投诉人。

利用档案涉及知识产权、个

人信息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二十九条 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
公民根据经济建设、国防建设、
教学科研和其他工作的需要，可
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利用档案
馆未开放的档案以及有关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保存的档案。

第三十条 馆藏档案的开
放审核，由档案馆会同档案形成
单位或者移交单位共同负责。尚
未移交进馆档案的开放审核，由
档案形成单位或者保管单位负
责，并在移交时附具意见。

第三十一条 向档案馆移
交、捐献、寄存档案的单位和个
人，可以优先利用该档案，并可
以对档案中不宜向社会开放的
部分提出限制利用的意见，档案
馆应当予以支持，提供便利。

第三十二条 属于国家所
有的档案，由国家授权的档案馆
或者有关机关公布；未经档案馆
或者有关机关同意，任何单位和
个人无权公布。非国有企业、社
会服务机构等单位和个人形成
的档案，档案所有者有权公布。

公布档案应当遵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
国家安全和利益，不得侵犯他人
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三条 档案馆应当
根据自身条件，为国家机关制定
法律、法规、政策和开展有关问
题研究，提供支持和便利。

档案馆应当配备研究人员，
加强对档案的研究整理，有计划
地组织编辑出版档案材料，在不
同范围内发行。

档案研究人员研究整理档
案，应当遵守档案管理的规定。

第三十四条 国家鼓励档
案馆开发利用馆藏档案，通过开
展专题展览、公益讲座、媒体宣
传等活动，进行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
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五章
档案信息化建设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将档案信息化纳入信息
化发展规划，保障电子档案、传

统载体档案数字化成果等档案
数字资源的安全保存和有效利
用。

档案馆和机关、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加
强档案信息化建设，并采取措施
保障档案信息安全。

第三十六条 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
积极推进电子档案管理信息系
统建设，与办公自动化系统、业
务系统等相互衔接。

第三十七条 电子档案应
当来源可靠、程序规范、要素合
规。
电子档案与传统载体档案具有
同等效力，可以以电子形式作为
凭证使用。

电子档案管理办法由国家
档案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
定。

第三十八条 国家鼓励和

支持档案馆和机关、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推进传
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已经实现数
字化的，应当对档案原件妥善保
管。

第三十九条 电子档案应
当通过符合安全管理要求的网
络或者存储介质向档案馆移交。

档案馆应当对接收的电子
档案进行检测，确保电子档案的
真实性、完整性、可用性和安全
性。

档案馆可以对重要电子档
案进行异地备份保管。

第四十条 档案馆负责档
案数字资源的收集、保存和提供
利用。有条件的档案馆应当建设
数字档案馆。

第四十一条 国家推进档
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
推动档案数字资源跨区域、跨部
门共享利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节选)

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
9月1日，威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七大队

民警走进大水泊小学开展“交通安全开学第
一课”，向广大师生宣传交通安全注意事项，
提醒同学们乘车不坐超载、无牌无证车辆，走

路不闯红灯、不疯打闹、不攀爬隔离栏杆等，
引导他们从我做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养成
良好的交通安全习惯。

(于主洋)

“口唇溃烂”不可怕
近期，文登区宋村中心卫生院门

诊出现多例口唇疱疹、溃疡病患，患
者及家属一听是病毒感染所致，都紧
张不已。其实，“口唇溃烂”并不可怕。

人们常见的“烂口角、口唇生疮”
是单纯疱疹病毒I型导致。单纯疱疹
病毒是疱疹病毒的典型代表，因感染
急性期发生水泡性皮炎，所以又名单
纯疱疹。人是单纯疱疹病毒的自然宿
主，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宿主后，建立
潜伏感染，一旦受外界寒凉、情绪激

动、熬夜、经期、营养不良等因素刺
激，极易引起人体机能抗体低下。此
时单纯疱疹病毒便可激活后排毒，于
口唇形成聚集性小水疱，单纯疱疹具
有自愈性，一至两周基本可自愈。

防治单纯疱疹首先要以预防为
主，尽量避免与患者密切接触，有效
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其次，应避免外
界寒凉、熬夜、情绪等不良因素刺激
机体；最后，还要积极锻炼身体，不断
提高机体免疫力。 (郐淑娟)

清障保畅保安全
8月31日下午，威海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七大队民警巡逻至202省道泽头
镇道口村路段时，发现路边有树木因
暴风雨袭击而断折，严重影响交通安
全。民警立即联系辖区公路养护部门，
利用电锯等工具进行了现场清理作
业，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 (董向阳)

文登交警开展开学季护学行动
为切实保障开学季的交通安全，威海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七大队提前部署，积极组织
开展护学行动，创造良好的交通环境，为文登
区广大中小学生保驾护航。8月31日大雨，适
逢威海紫光实验学校开学。七大队五名民警
值守学校路口，冒雨指挥疏导道路行车及送

学生车辆安全慢行，维护交通秩序。9月1日开
学首日，民警通过“大手拉小手”的方式引导
小朋友过马路，并在上学高峰时段确保幼儿
园、学校出入口等处“见警察、见警车、见警
灯”，全力保障学校及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有
序。 (韩英英 于主洋)

全民艾灸进广场活动举行
9月2日至16日每天下午4点至7点，文登

区人民医院在金都广场举行为期15天的“全
民艾灸”进广场活动。

9月2日下午4点，文登区人民医院专家团
队准时来到金都广场，进行中医药传统文化
宣教及艾灸义诊活动，他们还向到场体验艾
灸、喜爱艾灸、适宜艾灸的市民朋友赠送了内
含艾灸盒、艾柱、健康手册、穴位图的艾灸礼
包。人民医院中医专家详细讲解对症穴位及
艾灸盒的规范使用方法，让市民掌握正确的
艾灸方法，回家也能给自己和家人进行艾灸，
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效果。

市民李女士高兴地说：“这几天我肩膀
疼，手臂向后背靠近都不能，早听说艾灸挺有
用的，可是一直没机会做，今天不仅现场做
了，还学到了艾灸知识，这真是挺好的！”正在
给李女士艾灸的中医专家表示，艾灸的确很
神奇，现在提倡全民艾灸，李女士回去以后一
定要坚持艾灸，这是一个慢慢驱寒的过程，只
要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市民陈先生脚后跟不舒服，步履缓慢地
来到义诊台前，义诊的工作人员扶着他坐下，
耐心解答他的咨询，并在陈先生的脚踝处艾
灸，艾灸后的陈先生说：本来还想着去医院看
看，没想到艾灸效果这么好，你们还把这么好
的服务送到了家门口，真是周到了。

越来越多饭后散步的市民围拢过来，有
站在展板前看宣传材料的，有咨询义诊工作
人员的，有体验艾灸的，有测血压、血糖的。大
家纷纷表示，这真是服务到家了。当他们听
说，从今天开始连续15天这里都有义诊活动

的时候，大家兴奋起来，他们说：回去以后一
定告诉街坊邻居，让他们都来体验一下，了解
艾灸的好处，感受文登区人民医院开展的这
么好的活动！

自全面实施“全民艾灸”工程以来，文登
区人民医院深入开展中医药“五进”活动，宣
传和普及中医适宜技术，辖区居民艾灸知晓
率、使用率明显提升，坚持做艾灸的群众在慢
性病治疗上效果都非常明显，越来越多的市
民朋友学艾灸、信艾灸、用艾灸。文登区人民
医院将发挥中医重点专科特色优势，传承创
新中医药技术，不断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和
水平，提高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满意度，让“全面艾灸”工作落到实处，惠
及千家万户。 (张海超)

警报设备大检查 未雨绸缪保安全
为进一步排除安全隐患，确保报

警系统始终处于良好状态，从9月份
开始，文登区人防事务服务中心将对
本辖区内的防空警报设施开展为期
两个月的普查工作。

9月3日上午，在环山街道办事处
警报安装点，工作人员围绕警报设施
设备运行状况存在的安全隐患和误

鸣风险进行了现场检查。接下来，文
登区人防事务服务中心将加大设备
设施的检修力度，对存在安全隐患及
软硬件故障的警报器及时进行维护
维修，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充分提高文登区警报器的使用效能，
确保警报器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毕可峰 邢志浩)

文登区获评3处威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
近日,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公布了全市新评5家威海市技能
大师工作室名单,文登区上榜3家，分
别是文登技师学院申报的杨涛技能
大师工作室、文登奥文电机有限公司
申报的于永幸技能大师工作室，文登
绿洲蔬菜专业合作社申报的时述忠
乡村特色技能大师工作室。

据了解,威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
是指由各行业、领域社会信用度较高
的高技能人才传授技艺、培养技能人
才、组织技术技能革新和技术攻关、

推广技术技能革新成果和绝技绝活
的平台。自2020年至2024年威海市每
年评选5个工作室(原则上含一个乡
村特色技能大师工作室),每个由市
级财政补助资金5万元。

截至目前,文登区已经成功申报
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1处,国
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处,山东省高
技能人才培训基地1处，齐鲁技能大
师特色工作站5处,山东省技师工作
站1处,威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7处。

(王程波 于淑静)

稳岗返还再扩围
为进一步加强失业保险稳就业

保就业作用，今年稳岗返还政策首次
将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
形式参保的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简称
其他参保单位)纳入保障范围。申领

条件和返还标准参照企业实施。企业
和其他参保单位按照各自2020年享
受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政策的类
型确定返还比例。上年度实际缴纳失
业保险费不含补缴的历年欠费和滞
纳金。 (刘星余 许欣)

信用“进机关” 守信促发展
威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文登

分中心把信用建设作为推动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工作及队伍建设上新台
阶的重要抓手。充分利用电子显示
屏、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网站等媒介
多种形式开展宣传，营造知信守信用
的良好氛围。把信用“进机关”工作与
目标责任制考核挂钩，结合区信用

“进机关”(海贝分)赋分方法，与纪律
作风、日常管理、重点工作、评优选

优、信息宣传、学习教育、担当作为、
“双包双促”、志愿服务等方面的考核
结合起来，采取量化“积分制”，信用
积分高年终考核分值高，使信用与单
位整体工作充分融合、相互促进，成
为中心干部作风大改进的有力抓手，
推动干部职工共做守信践诺的践行
者，让“知信者荣，失信者耻”蔚然成
风。

(宫琳权 丛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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