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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馆（校史办）举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 

 

 

 

2019 年 12 月 4日上午，档案馆（校史办）在部门二楼会议室举行“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特邀学校宣讲团专家张诚教授主讲，馆长兼

党支部书记毕玉主持，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和党员教职工参加了宣讲报告会。 

张诚教授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为题，从“全会具有的里程

碑意义、全会的主要精神、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三个方面，对十九届四中全

会的精神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宣讲。他首先“从当前所处的重要时间节点和面临

的复杂形势、这次全会聚焦的主题和取得的丰硕成果”两个方面，强调了这次

全会所具有的开创性重大意义。接着，他着重结合生动的实例，围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图谱’和显著优势，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与总体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必须坚持和巩固的根本点、完善和发展的方向以及工作部署”等三个方

面，深入浅出地宣讲了全会的主要精神要义。他还紧密联系学校和档案、校史

工作的实际，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好全会精神；立足本职，为完善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做贡献；各级干部和党员要带头强

化制度意识、树立制度权威、严格遵守和执行制度，为学校和本单位教职工作

出表率”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建议意见。张诚激情洋溢的

宣讲赢得了与会同志们的热烈掌声。 

最后，毕玉作了小结讲话，对宣讲团专家张诚的精彩宣讲表示衷心感谢，

对联系本单位实际，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提出了进一步的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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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她强调说，我们要深刻认识这次全会的重要意义，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为什么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行，更加自觉与习总书记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立足本职岗位，切实把全会精神学习好、贯彻好、

落实好，尤其要带头强化制度意识、严格遵守和执行制度，按制度履行职责、

开展工作，为加快推进学校“两个”伟大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档案馆（校史办）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定理想信念，牢记红色

革命文化，档案馆（校史办）党支部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30 日前往广元市苍

溪县及昭化区虎跳镇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党支部首先在苍溪红军渡纪念馆开展了参观学习活动。在党支部书记毕玉

同志的带领下，党员同志们重温了入党誓词。在参观红军渡口遗址、红军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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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语碑廊、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的过程中，同志们被当地的红色文化

深深震撼，深切感受到了革命战争年代红军战士“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 

革命精神，看到了革命火种从苍溪蔓延的开端。在参观过程中，军民雨水情也

深深感动着每一位同志，在烽火连天中，苍溪人民群众忍饥挨饿，节省下来的

粮食支援红军，苍溪儿女用鲜血和生命为战斗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革命

先辈的艰苦奋斗让党员同志们对“初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第二天，党支部

参观了昭化区虎跳镇，支部党员与虎跳镇领导班子成员就镇史馆建设、川大校

史研究开发以及如何更好地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了

讨论。 

    通过这次参观学习，党员同志们纷纷表示对于“初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增强了责任感、使命感，在今后工作中要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入党誓言，扎实

工作，努力以更加优质的服务，为学校的“双一流”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用

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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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关于征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见证物的公告 

 

    2020 年初，新冠肺炎来势汹汹，席卷全国。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

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抗击疫情。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涌现出无数

的动人事迹。让我们铭记在心：是谁在逆风行走，是谁在寒夜守候，是谁在雪

中送炭，是谁在坚守信念……那些让人感动的瞬间，那些催人泪下的事迹，那

些让人敬佩的英雄，都应该被历史铭记。 

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作为川大记忆的守护者、大学精神的弘扬者，为了

更好记录收藏这段不同寻常的“全民抗疫”历史，现结合我校实际，在保障防

控安全、不影响一线抗疫工作的前提下，诚向校内各部门、各学院（医院）、

全校师生和社会各界广泛征集抗击疫情的实物、图片、音像制品、文件资料等

相关物证，欢迎学校各部门、广大师生、社会各界积极提供相关见证物或征集

线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 

     1、文件文书类 

    学校和各部门部署抗击疫情文件、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下发的通知公告、

完整的疫情发布资料、宣传海报、有关新型冠状肺炎的科普资料、捐赠物品的

发货单、个人捐款捐物证明等。 

     2、实物类 

    与一线医务人员、各基层防控组织、各群众团体、单位和个人志愿者抗击

疫情相关的防护用品（在不影响防控物资储备的前提下征集未使用过的）、诊

疗记录、请战书、火线入党申请书、日记本、报名参战微信截图、防疫管控工

作笔记以及小区进出证、工作证、登记表、测温仪、袖章袖标、消毒用具、宣

传横幅、捐赠物品的外包装、捐赠品清单、隔离用设备、抗疫物资记录，获得

表彰的奖状、荣誉证书等。 

     3、图像、音频视频类 

反映抗击疫情典型人物、典型事迹的摄影作品、录音、录像、图片、视频、纸

媒报道等。 

     4、为表现抗击疫情创作的绘画、书法、诗歌手稿、歌曲手稿等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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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其它具有独特价值以及重大意义的实物。 

    二、征集要求及说明 

    1、本次征集的资料及实物将由学校档案馆（校史办）妥善保管、择时展出。

经过鉴选决定收藏后，学校将按档案和实物移交办法出具相关手续，对珍贵实

物或资料移交出具捐赠证书；鉴选后不予收藏的将原物退还。对珍贵实物和资

料，如不方便捐赠，亦可借展，或提供给我们仿真复制；凡捐赠、委托代管资

料或实物档案者，可随时优先利用所捐赠和委托代管的资料、实物档案。 

    2、捐赠资料和实物请注明背景信息，包括时间、地点、事由、人物等，必

要时介绍资料特色；提供资料和实物时请同时注明资料所有人或作者真实姓名、

所在单位、学院专业、具体联系方式等。 

    三、联系方式 

    出于疫情防控考虑，有意向者请先致电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登记

捐赠意向，待疫情结束后，我馆将派人上门接收或请捐赠人邮寄或送至四川大

学档案馆。 

 

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档案馆 305、306

室（望江行政楼后面逸夫科技楼） 

邮  编：610065 

联系人： 陈涛（028-85466177）、向红（028-85466061） 

E—mail：chentao18@scu.edu.cn（发邮件前请先电话联系）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向社会公开征集，并长期有效。 

 

                                     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 

                                        2020 年 2 月 26 日 

 

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业务办理的通知 

  为严格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疫情，避免人群聚集导致交叉感染，有效

遏制疫情扩散，切实保护广大师生校友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国家和学

校相关文件精神，现将疫情防控期间档案利用业务办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通知有效时间 

    2020 年 2 月 20 日起至疫情解除止。 

    二、档案利用业务办理方式 

    各单位和师生校友原则上通过档案馆网站、微信公众号、电话、邮件等办

理业务，按照约定时间到档案馆大门处，无接触取件，或通过快递寄送方式取

件。网上业务办理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如确因特殊原因到现场办理业务的师生校友，应按国家防疫要求戴好口罩，

与他人保持 1 米以上距离，并自备纸笔等相关用具，将相关资料用信封封好，信

封上注明需办理事项、取件人姓名电话等，放在档案馆大门处。疫情期间，业

务办结时间可能会有所延长，敬请谅解。 

    三、各类档案利用业务办理方式 

    1、教学档案：毕业生办理中文成绩、学历证明等开展了网络办理业务的，

通过网络办办理。其他档案利用业务办理顺延到疫情解除后，恢复正常服务。       

mailto:chentao18@sc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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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特殊原因需要特办的，请提前电话预约。联系电话：028-85463862，联系人：

朱老师、毛老师、李老师。 

     特别提示：通过网络办理英文成绩、证书证明的，办理前请先联系档案管

理老师（联系电话：028-85463862，联系人：朱老师、毛老师、李老师），查询

相关档案材料是否归档。材料已归档的可通过网络办理；材料未归档的，请勿

在网上缴费，待疫情解除后，请申办人到学校各相关学院、部门出具证明后，

到档案馆 305 室办理（联系电话：028-85466155，联系人：张老师、苟老师） 

    2、财会档案：暂缓现场办理利用业务，待疫情解除后，恢复正常服务。如

因特殊原因需要特办的，请提前电话联系。联系电话：028-85470699，联系人：

邓老师。 

    3、党政档案：暂缓现场办理利用业务，待疫情解除后，恢复正常服务。如

因特殊原因需要特办的，请提前电话联系。联系电话：028-85466155，联系人：

陈老师。 

    4、基建、科研档案：暂缓现场办理利用业务，待疫情解除后，恢复正常服

务。如因特殊原因需要特办的，请提前电话联系。联系电话：028-85466155，联

系人：张老师、苟老师。 

    5、学生档案接收： 

    (1) 原则上暂缓接收在校生各类档案材料的移交，待疫情解除后，恢复正常

服务。 

    (2) 退档或必须移交的在校生档案，采取人员不接触式退档或移交。快递投

递员或学院辅导员将档案投放到档案馆大门处。学院移交的档案材料应装袋封

口并注明学院、专业、学生姓名、学号以及学院联系人姓名、电话等信息。 

    (3) 机要退档的接收与校收发服务中心商定。 

    6、学生档案查询利用、转递及政审服务： 

    (1) 暂缓现场办理，待疫情解除后，恢复正常服务。期间可通过电话咨询（联

系电话：028-85466122、85466133）或通过投递式服务，将办理业务所需手续或

材料（备注联系人姓名、电话、地址、单位，并装袋封口）投递到档案馆大门

处。 

    (2) 查档结果采用邮寄或次日 16 时以后到指定地方领取。 

    (3) 档案转递时间仍为每周四，具体方式与邮政等商定。 

    7、学生档案去向查询： 

    学生档案去向采用线上或电话查询，线下现场查询暂停，待疫情解除后，

恢复正常服务。 

    (1) 2018 年及以后离校学生档案去向通过档案馆“文化川大”网站“远程服

务—学生档案去向查询”或档案馆微信公众号“服务咨询—学档去向”查询。 

    (2) 2018 年前离校学生档案去向通过电话查询，联系电话:028-85466122、

85466133。 

   8、去世（5 年以上）教职工档案： 

    暂缓现场办理利用业务，待疫情解除后，恢复正常服务。如因特殊原因需

要特办的，请提前电话联系。联系电话：028-85466133，联系人：甘老师。 

    四、校史展览馆、江姐纪念馆参观接待 

    根据四川省和成都市关于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疫情管控的要求，校史展览

馆、“江姐纪念馆”暂停参观接待，待疫情解除后，恢复正常参观。联系电话：

028-85416361，联系人：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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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档案馆联系方式 

     1、档案馆“文化川大”网站：http://archives.scu.edu.cn 

     2、各科室联系电话： 

        综合科：028-85462920 

        管理与利用科：028-85466177 

        收集与信息化科：028-85466133 

        研究开发科：028-85415365 

     3、档案馆微信公众号：大川小史 

 

 

 
 

                                           

                                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12 日 

 

附件：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网上业务办理操作流程 

 

远程预约有两种途径：电脑端和微信端。 

电脑端：在四川大学档案馆首页的服务大厅栏目，点击“远程服务”下的“学籍档案利用预

约”进入四川大学预约系统首页。 

微信端：关注“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公众号，在 “服务咨询”栏目下的“远程服

务”可办理相关业务。 

        

  

http://archives.sc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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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新用户需先注册，注册时如实填写个人信息，已注册的用户直接输入账号密码登录，一

个账号只能办理一个人的业务。 

注意：姓名、身份证号必须如实填写，否则无法与库里的身份证号匹配，无法网上办理

业务。 

2.  第一次登陆后，请仔细阅读帮助中心下的“使用说明”和“操作手册”，并在“我的信

息设置”中完善个人信息。 

3.  点击“首页”或进入模板商店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模板商店分为“出具中文证明”、

“翻译管理”和“出具中文成绩”三类。 

1)   选择“培养层次”，确定专、本、硕、博各阶段的模板，点击模板中的“编辑保存”，

确认所有带*的信息填写无误后“保存并加入购物车”信息不完整无法办理业务，

将退回订单，图片需确保扫描件清晰、完整、无多余的空白。 

2)   所有业务加入购物车后，点击页面右上方的“预约车”按钮可查看预约车中的全部

订单，并选择足够多的份数，点击“去结算”；不需要的订单可点击“删除”取消，

请勿重复提交订单。 

4.  进入订单提交页面，在配送方式处选择领取方式，若为邮寄到付，请仔细填写地址、电

话、收件人，再次确认订单信息后点击“提交订单”进入付费页面，选择合适的付款方

式。 

5.  预约成功的订单为“待审核”状态，可在“我的订单中心”查看订单进度，按规定的时

间收取件。 

 

四川大学“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教育” 

社科普及基地、“江姐纪念馆”参观情况 

（2019年 12月、2020 年 1月） 

 

    *  2020 年 1 月 9日下午，国防科工局张克俭局长在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院

士陪同下参观了校史展览馆。 

*  2020 年 1 月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江姐纪念馆”接待了国际处、华西

护理学院、成教院、商学院、海外教育学院、兰州交通大学第一附中等单位共

计 1799 人/次参观。  

*  2019 年 12 月，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江姐纪念馆”接待了成教院、

建筑与环境学院、电子信息学院、川大文化科技协创中心、川大一幼、科研院、

干训基地、昆明陆军边海防学院老挝交换生研学团、中纪委领导、高校就业创

业指导工作研究班、人人康科技有限公司、成都集大成汽车有限公司、四川省

“治蜀兴川”高校优秀年轻干部递进培训班、四川职业培训学院、中国人寿保

险公司、电子科技大学等单位共计 5932 人/次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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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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 藜藜  审稿 毕玉                  四川大学档案馆  （校史办公室）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