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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研院所科研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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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研档案管理工作极其重要，但存在着 4 个突出问题，分别为农业科研档案归档不规范、不

齐全；农业科研文件材料相对分散，缺乏集中性；农业科研档案管理员多数是兼职，岗位不稳定；科研档
案管理制度不够完善。文章通过分析问题，利用 4 个行之有效的措施逐一化解，即转变思想认识，重视科
研档案管理；重视科研档案归档工作，确保科研材料条理规范、完好无损；配备专职科研档案管理员；健

全科研档案管理制度，定期培训以提高业务能力，从而为科研档案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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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研档案管理是现代科研管理工作中不

尤为重要，做好农业科研院所科研档案管理工作，

可缺少的一部分，此项工作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

不仅是科研档案工作的需要，而且是维护农业科

农业科研院所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及科研事业的

研院所真实面貌的工作内容，对其持续、健康、

发展。农业科研档案是科研人员在开展科研活动

稳步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农业科研档案

过程中形成的真实记录和历史凭证，是农业科研

管理工作中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利用行之有效

院所重要的科技信息资源，是开展相关科学研究

的措施加以解决。

[1]

的基础 。真实、准确、安全、齐全地保存好农业
科研档案，有利于进一步对前期科研数据进行全
面分析，明确研究内容与研究目标，准确把握科
研工作的方向与进展，从而促进农业科研工作的
[2]

持续健康发展 。

1

工作内容及其重要性

2
2. 1

突出问题
农业科研档案归档不规范、不齐全
归档不规范、不齐全的问题广泛存在于农业

科研院所科研档案管理中，而归档难且不完整更
是尤为突出[3]。农业科研档案归档的内容主要包括
科研课题 （项目） 的申请、立项执行、结题验收、

科研档案主要包括课题 （项目） 的申请书、

成果报奖、成果推广及应用等各个阶段形成的文

建议书、任务书、年度进展报告、经费预算评审、

件材料。但是由于科研档案具有涉及范围广，专

验收、鉴定、经费审计、报奖、原始实验记录等，

业性强的特点，加之农业科研课题 （项目） 执行

这些是农业科研院所从事科学研究的真实历史记
录，保存价值至关重要。科研档案是农业科研院

期限一般 1~3 年，重点课题 （项目） 甚至达到 4~5

年，执行周期较长，形成的各阶段文件材料较多，

所科研活动的真实反映，也是其科研水平的具体

因此收齐档案材料有一定的难度。其难点主要体

体现；是历史科学研究成果的文字载体，也是科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学研究成果的存在形式。科学研究的深入与创新，

（1） 科 研 课 题 （项 目） 的 申 请 书 、 建 议 书 、

离不开个人研究成果的日积月累，也离不开对他

任务书、年度进展报告、经费预算评审、成果报

人研究成果及经验的借鉴，科研档案是科研人员

奖等阶段档案材料的收集相对容易一些，归档材

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依据，是农业科研院所生存

料也比较规范、齐全。相反，原始实验记录的归

和发展的基础。因此，科研档案管理工作就显得

档相对较难，归档材料也不规范、不完整。虽然

收稿日期：2020-08-12
作者简介： 张立颖 （1983—），女，河北保定人，工程师。研究方向：农业科研管理。Email：zhangliying501@163.com

12

农业科研经济管理

科研档案管理员多次强调，实验数据的记录要求

不完整，科研档案管理形同虚设[7]。

用签字笔，但是使用圆珠笔记录的还大有人在；

3

甚至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出于自己的利益，为了
以后使用方便，独自保管、独自享用原始实验数

3. 1

2021 年

主要措施
转变思想认识，重视科研档案管理

据，不积极配合科研档案的归档工作，没有积极

科研人员要转变以往思想观念，真正从“根”

主动的归档意识，从而使科研档案归档材料出现

上认识到科研档案管理工作的必要性及关键性，

缺失、不规范的现象。

纠正以往独自保管、独自享用的错误做法，真正

（2） 从承担课题 （项目） 的方式来看，一般

懂得科研档案为单位所有，任何个人无权将其据

独立承担及作为协作单位承担的课题 （项目） 归

为己有。按照科研档案管理部门的归档要求，及

档比较容易一些，合作课题 （项目） 则比较难。

时、完整、准确地完成科研材料的归档工作。对

现在许多合作课题 （项目） 只有任务书没有申请

于独立承担的课题 （项目），要将全套文件归档；

书、建议书、协议书等，归档工作上并没有采取

对于作为协作单位承担的课题 （项目），只将与本

相应的合作态度，科研文件材料散失在各自手中，

单位承担任务相关的材料归档即可；对于科研材

造成与本身承担任务有关的材料不能按要求归档，

料归档难度系数大的合作课题 （项目），课题 （项

[4]

有的甚至处于放任自流状态 。

目） 主持人作为第一责任人负责本课题 （项目）

2. 2

科研文件材料的建立、整合与归档工作，及时与

科研文件材料相对分散，缺乏集中性
农业科研的过程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从课

合作单位沟通交流，采取相应的合作，将其各自

题 （项目） 立项到结题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是几年

手中的科研文件材料进行收集与整理，形成一套

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不同的文件

完整规范的科研档案材料。

材料，但是农业科研院所科研档案管理人员不能

3. 2

对这些材料进行有效的收集和整理，甚至有些课

重视科研文件归档，确保材料完好无损
将科研文件材料条理规范、完好无损的归档，

题 （项目） 验收完成确认单返回较晚而被遗忘未

是实现科研档案高效管理的根本。因此，科研项

归档，导致农业科研文件材料分散不集中，出现

目材料的归档是科研档案管理员、课题 （项目）

[5]

严重流失的问题 。

负责人和相关科研人员的共同职责。各研究科室

2. 3

应指定专人负责各个科研课题 （项目） 文件材料

科研档案管理员多为兼职，岗位不稳定
农业科研院所的科研档案管理员绝大多数是

的收集、整理与归档工作，并明确其职责，确保

兼职，其本人任务多而繁琐，而且主要致力于本

研究科室所有科研文件材料归档齐全；各研究室

科室的业务工作，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档案

的每个科研课题 （项目） 负责人要向课题 （项目）

管理工作中，加之科研档案管理员岗位变动频繁，

组成员布置平时形成积累材料的任务，并指定专

刚刚经过岗位培训对科研档案工作有了一定的了

人负责本课题 （项目） 材料的收集与整理；归档

解就调换工作，导致科研档案未能按时有效进行

负责人要随时关注各个课题 （项目） 的截止时间，

收集与整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科研档案管理

科研文件材料一般在课题 （项目） 结束后的三个

[6]

工作的顺利开展 。

月内应完成归档，对于形成周期过长的课题 （项

2. 4

目），可按来源、类别、年度进行归档，避免因课

科研档案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农业科研院所从领导级到普通科研工作者普

题 （项目） 验收完成确认单等验收材料返回较晚

遍对科研档案管理不够重视，更没有正式的科研

被遗忘而不归档，造成科研文件材料的丢失[8]。

档案管理制度对其进行约束。即使有但也只是流

3. 3

配备专职科研档案管理员，定期培训

于形式，没有相应的监督体系及约束机制，使科

科研档案管理由于其工作的特点，需要专业

研档案未能按时收集而遗失损坏。甚至借阅科研

性非常强的人员才能更好地胜任。专职科研档案

档案没有登记手续，一些不太自觉的科研人员用

管理人员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专门从事科研档

完忘记归还，使得科研档案材料缺失，科研档案

案管理工作，积累了较多经验，加之没有其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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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牵绊，所以他们会集中精力放在科研档案管理

表，所有课题 （项目） 验收前先要进行档案验收，

工作上，并且有足够的时间潜心于此项工作，对

只有科研档案材料合格，科研档案管理员在报告

科研档案管理的各项业务方法和规章制度能够及

表上签字后才能进行课题 （项目） 验收，不合格

时准确地掌握，对科研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

不予验收。第三，把科研院所科研档案归档情况

[9]

归档等具体业务工作都能够独立、熟练地完成 。

的好坏纳入各级领导及科研人员的岗位职责、考

农业科研院所通过引进和培养专职科研档案管理

核内容、职称评聘及奖惩的标准之一。

人员，定期对其进行专业培训来增强其思想认识、

科研档案管理是农业科研院所一项非常重要

职业道德、业务素质及工作能力，使其能够足以

的工作，科研档案是项目 （课题） 从申请到结题

担任此项工作，从而保证科研档案管理工作的顺

验收、成果报奖等过程中各项工作的真实历史记

利开展。

录，是农业科研院所重要的科技信息资源，为其

3. 4

科研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和实施依

健全科研档案管理制度
科研院所要制定完善的科研档案管理规章制

据，为其持续、稳定、健康、高效地发展提供了

度并认真贯彻执行。首先要在科研管理规章制度

强大的支撑，所以，要充分全面地认识农业科研

中明确科研档案的归档时间、要求及材料收集范

档案管理的重要作用，以使其更好地为科研

围。其次，制定科研课题 （项目） 档案审查报告

服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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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RCHIVES I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S
Zhang Liying，Zhao Meng，Li Wentong，Gao Liang，Zhao Yudong
(Beijing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68, China)

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archives is very important, but there are four striking

problems, namely, file archiving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s not standard and complete; the documents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are relatively scattered and lack of concentration; the archivists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are mostly part-time and not stable and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rchives is

not perfe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four effective measures to solve them, and they
were showed as follows. To change the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rchive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archiving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iles to ensure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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