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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院士到校史展览馆调研 

 

    2018 年 6月 4日下午，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院士到校史展览馆调研。在听

取了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公室主任毕玉的讲解和汇报后，李校长对校史展览馆

今后的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校办主任李中锋、校办副主任赵昱辉陪同调研。 

 

 

 

四川省高校 2018 年国际档案日系列活动暨档案工作 

优秀案例表彰会在四川大学召开 

    2018 年 6 月 8 日上午，在第 11 个国际档案日来临前夕，四川省高等学校
2018 年国际档案日系列活动暨档案工作优秀案例表彰会在四川大学校史馆举
行。四川省档案局经济科技档案业务指导处处长林红和全省高校 80余名代表出
席了本次大会。开幕式由四川大学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主任、四川省高等学校
档案工作协会理事长毕玉主持。 

    毕玉回顾了国际档案日的发展历程，指出国际档案日作为档案界一个盛大
节日，为档案工作者推动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有助于帮助社会公众认
识并关注档案事业，改变档案部门和档案专业的形象，让档案界建立起更大的
信心和与社会的互动。每年档案日，四川省高校档案工作协会都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活动。这些活动使高校档案工作者增强了专业能力和职业认同，开阔了视
野，拓展了工作思路，建立了协作发展的良好机制。今年档案日主题为“档案
见证改革开放”，全省高校档案界同仁在我国改革开放 40周年之际，相聚一堂，
共同交流探讨高校档案工作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四川省档案局经济科技档案业务指导处处长林红代表四川省档案局作了讲
话。她首先对新产生的四川省高校档案工作协会第七届理事会表示祝贺，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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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校档案工作者致以节日的慰问。她指出，在推动高校工作经验和业务交流、
组织理论研究和学术研讨方面，四川省高校档案工作协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已
经成为全省高校档案事业的智囊团。她希望新一届理事会主动作为、积极服务，
为推动新时代四川省高校档案事业创新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在接下来举行的四川省高校档案工作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受聘仪式上，四川
省档案局林红处长和协会毕玉理事长分别为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秘书长、副
理事长、副秘书长和常务理事、理事等颁发了聘书。 

    随后进行的四川省高校档案工作优秀案例展示交流活动由协会秘书长熊瑛
主持。来自全省高校共 32 个优秀案例参加了本次评选活动，经专家初步评议，
推选出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大学、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乐山师范学院、四川文理学院、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西南石油大学等高校的 10 个档案工作优秀案例在会上作了展示交流。协会副理
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饶永对优秀案例评选活动进行了总结点评。 

   

 

    综合初评和现场展示交流情况，评出本次活动的一、二、三等奖，其中：
四川大学的《“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订阅号——指尖上的档案馆》、
西南交通大学的《制作校史网游，革新校史课程——新媒体时代校史课程教学
模式的改革研究与实践》、四川师范大学的《贯彻十九大精神 积极贡献档案力
量精准扶贫地方发展》、四川农业大学的《用光影的传情讲述光阴的传奇》、
西华大学的《主动融入学校“全方位育人”格局，以“三个精心打造”多途径
提升校史育人效果》、西南石油大学的《高校档案自主数字化实践》等 6 个优
秀案例获得一等奖。四川文理学院的《实物档案保护与管理》、乐山师范学院
的《建设影像档案库，展现校园精神文化》、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的《口述（历
史）档案》、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的《让“史档案”变身“活资源”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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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文化育人功能》等 9 个案例获二等奖。四川旅游学院《用历史告诉未来，彰
显档案独特魅力》、西昌学院《“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西昌学院大学生
档案协会在行动》、成都医学院《成都医学院校史》、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归档范围细化目录助力学院档案收集》、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档案
整理方法小记》等 17 个案例获得三等奖。四川省档案局经济科技档案业务指导
处处长林红、协会理事长毕玉、协会副理事长金元平、饶永分别为获得一、二、
三等奖的优秀案例颁发了获奖证书。 

四川大学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公室主任毕玉一行参观荣县吴玉章故居 

 

   2018 年 5月 14 日，四川大学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公室主任毕玉一行四人专
程前往四川省荣县，参观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四川大学老校长吴玉章的故居，
收集、充实了吴玉章先生的相关史料，就与吴玉章故居加强深度合作和合办纪
念吴玉章诞辰 140 周年相关活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 

 

四川大学档案馆支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创一流”  

党风廉政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2018 年 5月 4 日下午，根据学校《关于开展 2018 年党风廉政教育宣传月活
动的通知》，四川大学档案馆党支部组织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创
一流”党风廉政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职工前往成都市青白江区廉政教
育基地参观了赵抃“清白文化”等专题展览。 

    档案馆馆长、支部书记毕玉介绍了开展党风廉政教育主题党日活动的初衷
和意义，她希望全体职工在新形势下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做好档案管理服务工作和校史研究工作，为学校的“双一流”建设贡献
档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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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档案馆全体职工兴致勃勃参观了赵抃“清白文化”专
题展览。“铁面御史、中和治蜀、一生清白”三个单元的展览，呈现了赵抃刚
正不阿、清廉自律的品质，清白思想的施政理念、“中庸”治蜀的治理原则以
及他一生清白、自省自重的高贵品质。赵抃刚正不阿、两袖清风的精神，让人
钦佩，使大家深受教育。 

    参观完赵抃“清白文化”专题展览后，档案馆全体职工又来到成都市青白
江区城厢镇参观“彭家珍大将军专祠纪念馆”。“彭家珍大将军专祠纪念馆”
是崇祀辛亥革命著名英烈——彭家珍的纪念馆。彭家珍的父亲 1900 年在四川大
学历史源头之一的四川尊经书院任教，彭家珍亦随同父亲到该校读书，是我校
的知名校友。彭家珍在辛亥革命紧急关头，炸死清廷宗社党首领良弼，自己亦
当场壮烈牺牲，时年仅 23 岁。彭家珍以一弹之功，为推翻帝制、创立共和立下
不朽功勋。孙中山称赞彭家珍：“诛除大憝以收统一速效之功”，并为彭家珍
题词“我老彭收功弹丸”，追赠彭家珍为陆军大将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毛泽东签发给彭家珍家属《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表彰彭家珍“丰
功伟绩，永垂不朽”。 

 

    

四川省高等学校档案工作协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2018 年 5 月 22 日，四川省高等学校档案工作协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四
川省雅安市四川农业大学召开，来自全省 43所高校的近 70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前，四川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斌看望了与会代表，并就四川省
高等学校档案工作协会第七次会员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大会开幕式由
第六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兼党支部书记、西南财经大学档案馆馆长金元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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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幕式上，四川农业大学档案馆馆长潘坤致欢迎词并作了题为“创新服务
模式，加大资源建设，着力构建高校大档案工作新格局”的工作交流报告；协
会第六届理事会秘书长、四川大学档案馆副馆长李金中对会议筹备情况做了简
要说明，并宣读了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同意协会召开第七届会员大会的批复。 

     会上，第六届理事会理事长、四川大学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公室主任毕玉
代表协会做了题为“服务中心，真抓实干，开拓创新，推进全省高校档案工作
科学发展”的工作报告。在报告中，她全面回顾了协会五年来各项工作取得的
主要成绩，总结了取得的经验与存在的不足，并对新一届理事会的工作提出了
意见和建议。第六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电子科技大学档案馆馆长饶永代表理事
会作协会章程修改报告。第六届理事会副秘书长、西南民族大学档案馆馆长袁
琳蓉代表理事会作协会财经工作报告。全体会员代表表决通过了《协会工作报
告》、《章程修改报告》和《财经工作报告》，并选举产生了四川省高校档案
工作协会第七届理事会。 

    在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第七届理事会工作班子。四川
大学档案馆馆长、校史办主任毕玉当选为理事长，西南交通大学档案馆馆长熊
瑛当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电子科技大学档案馆馆长饶永当选为副理事长兼
学术委员会主任，西南财经大学档案馆馆长金元平当选为副理事长兼协会党支 

 

部书记，西南民族大学档案馆馆长袁琳蓉当选为副秘书长兼财经工作小组组长，
四川大学档案馆副馆长李金中、四川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曹成建、成都工业学
院档案馆馆长张桂霞当选为副秘书长；成都理工大学档案馆馆长胡国平、西华
大学档案馆馆长杨志松当选为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四川大学档案馆董学、西南
交通大学档案馆巨敏莲当选为协会秘书。 

    闭幕式上，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四川大学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公室
主任毕玉发表讲话，衷心感谢大家的信任和厚爱，感谢四川农业大学对大会召开

的鼎力支持。毕玉指出，四川省高校档案工作协会是个专业性很强的社会团体，各级主管

部门和全省高校档案工作者对它寄予厚望，希望大家携手将它建设成为理论研讨、工作
交流、对外联络、服务高校与社会的重要平台。要加强组织建设，增强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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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理论研究，提升影响力；加强工作交流，提升实效性；加强决策咨询，提
升服务力。毕玉期望全体会员能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对协会的建设建言献策，
共同推动四川省高校档案工作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秘书
长、西南交通大学档案馆馆长熊瑛也做了表态发言。 

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微信公众号开通试运行 

  “守护历史记忆，传承大学文脉，弘扬学人精神，传递你我温暖”。四川大学
档案馆（校史办公室）微信公众号“大川小史”开通试运行。 

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微信公众号将为您提供“触手可得”的档案

信息，让您“足不出户”便可实现学生个人档案去向和学籍档案利用查询；校

史展览馆团体参观预约，聆听校史馆展厅语音讲解；浏览川大历史故事，领悟

川大文化与川大精神。同时，档案利用远程服务网络平台同步开通，进入四川

大学档案馆主页“服务大厅”—“远程服务”亦可实现学生个人档案去向和学

籍档案利用查询服务。 

 

远程服务网址: 

        http://archives.scu.edu.cn/web/news/info/7962/7963.htmlx 

档案| 每位毕业生必看，关系你一生的大事！ 

    又到一年毕业季，2018 届毕业生即将离开校园。但是，不少小伙伴对个人
档案的认识仍然比较模糊。什么是档案？档案里有哪些材料？档案有什么用？
档案可以自己拿着吗？到事业单位和私企就业，档案处理有什么区别吗？ 

    年轻的你，面对自己的档案，问题可是一箩筐呀，且听小史为你一一解答。 

    如果你不想毕业 N年后需要利用档案时，发现自己的档案要么资料不全，
要么不知档案身在何处？那你最好在毕业时就把这些事处理得一清二楚。小史
为大家盘点了毕业生档案全攻略，小伙伴们速来围观，转发打卡吧！ 

什么是档案？ 

    高校毕业生档案是学生的家庭情况、学习成绩、政治思想表现、身体状况
的文字记载材料，是用人单位选拔、聘用毕业生的重要依据。大学新生入学报
到后，个人档案会由本人毕业中学,或者由当地教育考试院（招办）邮寄到校。
从此，你的这份档案将在学校档案馆里静静保存。毕业时，这份尘封多年的档
案将“追随"你的脚步，去往你梦想的地方。 

http://archives.scu.edu.cn/web/news/info/7962/7963.htm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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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是学生档案，毕业后是人事档案。档案是个人从高
中时期开始的记录，也是学生毕业后用人单位人事管理和服务的依据。 

档案里有哪些材料？ 

1. 高中学业材料 2. 高考报考材料 3. 高校新生登记表 4. 高校学习成绩单 5. 
学位授位决定 6. 高校毕业生登记表 7. 党团材料 8. 学生体格检查表 9. 在校
期间的奖惩材料 10.毕业生就业通知书（即报到证副联） 

档案有什么用？  

1. 考研、考公务员、出国、升学、结婚、生育等 2. 工作后干部身份的确定 3. 
个人转正定级 4. 工龄计算 5. 社保受保 6. 退休金和养老金的计算 7. 职称评
定和工作调动 8. 住房补贴发放 

以上是你的人生重要的 8 件事，都和档案息息相关。所以，一旦档案出了问题
就会很麻烦。2018 届毕业生，你可千万别当“弃档族”哦！  

毕业后档案去哪儿呢？ 

    毕业了，要给自己的档案找一个安全的“家”，就必须在 “四川大学毕
业生就业网”上准确填写档案接收信息。 

1. 已就业的毕业生：填写就业单位所明确的有档案管理权限的单位名称； 

2. 考取国内高校研究生的毕业生：填写录取学校及学院（研究所、中心）名
称；考取（或免试）本校研究生的毕业生，填写“四川大学____学院（研究所、
中心）”； 

3. 自主创业、自由职业或未就业的毕业生：填写生源地毕业生就业主管单位
和部门名称，或档案托管机构名称（毕业生应先到档案托管机构办理托管手续）； 

4. 非公派出国的毕业生：填写生源地毕业生就业主管单位和部门名称，或档
案托管机构名称（毕业生应先到档案托管机构办理托管手续）； 

5. 应征义务兵的毕业生：填写生源地毕业生就业主管单位和部门名称； 

6. 参加公派研究生出国项目的毕业生：填写“四川大学档案馆（公派研究生
出国项目）”； 

7. 参加大学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生：填写“四川大学档
案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或研究生支教团）”； 

8. 本校就业、职工在职学习、博士后进站的毕业生：填写“四川大学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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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如何转递？ 

    按照教育部、人社部、国家邮政局等有关部门的规定，毕业生档案自 2016
年起采用中国邮政 EMS 方式转递。这里要特别强调！小伙伴们须按照邮政 EMS
要求准确填写以下内容： 

档案收件地址：务必详细填写档案转递省、市、区（县）以及街道名称、门牌
号码等信息； 

收件单位：务必准确填写有档案管理权限的单位全称； 

收件人姓名：_____； 

收件人电话（手机）号码、邮政编码等信息。 

要确保个人档案投递准确，请一定核实清楚上述信息，你可千万别随意填写“菜
市场王二姐收”哦！“王二姐“”可不会妥妥地接收保管你的档案！小心档案
一去不复返！ 

毕业后如何查询档案去向？ 

    小伙伴们千万要记住，毕业 3 个月内 到档案接收单位核查自己的档案是
否投递到位，并按档案管理单位要求办理报到手续。若档案未到单位，可先通
过四川大学档案馆官网（ http://archives.scu.edu.cn/web/news/daqx.htmlx)
查询 EMS 单号，再在邮政 EMS 网络平台或致电邮政客服电话 11183 查询档案签
收情况。档案自交寄之日起一年内受理查询，逾期原则上不再受理查询。 

档案处理“四不可” 

    档案处理有一个“四不可”原则：不可随意丢弃，不可单位销毁，不可滞
留手中，不可私自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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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寒窗苦读多年，个人档案是一份身份的证明，将跟随你一生。档案无小事，
小伙伴们可要上心哦！只要你认真阅读小史的毕业生档案全攻略，毕业生档案
这个磨人的“小妖精”，让我和你一起搞定吧！ 

 

四川大学“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教育”社科普及基地参观情况 

（2018年 5.6月） 

   *  2018 年 5 月 10日下午，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刘作明、州

长杨克宁一行在四川大学副校长侯太平教授陪同下参观考察了校史展览馆。  

    *  2018 年 5 月 24 日下午，中国民航第二研究所档案专兼职工作人员一行

41 人赴四川大学档案馆学习并参观四川大学“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教育社科普

及基地（校史展览馆）”。 

    *  2018 年 6 月 13 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政治委员季志宏少

将一行，在四川大学校史办公室副主任王金玉陪同下参观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 

    *  2018 年 6 月 7日下午，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档案部门专业人员培训团

一行 21人访问四川大学档案馆。鞑靼斯坦共和国档案事务委员会主席加布德拉

赫玛诺娃·古力娜拉女士与四川大学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公室主任毕玉就档案

管理和校史工作进行了交流，并参观校史展览馆和档案馆。 

   *  2018 年 5月，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接待公共管理学院、干训基地、 经济

学院、商学院、成教院、电子信息学院、科研院、学工部、田家炳中学、成都

七中育才学校分校等 2340 人/次参观。 

   *  2018 年 6 月，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先后接待了干训基地、科研院、商学

院、制造学院、生物材料、水利学院、招就处、高分子学院、外事处、青岛海

洋大学、彭州白马中学、南充白塔中学、锦江区青少年快乐成长服务中心、澳

门学生代表团、台北市立中学、解放军空军医学院、俄罗斯鞑靼斯坦档案交流

团等 3457 人/次参观。 

 

 

 

 

 

报：学校领导、教育部办公厅、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省教育厅和四

川省档案局（馆）有关部门 

送：校内各单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档案工作分会秘书处、教育部直属高校

档案工作协会秘书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秘书处、四川省高等学

校档案工作协会、四川省经济科技档案协作组有关单位 

 

四川大学档案馆  （校史办公室）            二〇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