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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资源列表(学术杂志，本科论文，硕博论文等本地数据库资源)
1. 相似度：1.00%      标题：《档案信息化建设论文10篇》
类型：本科论文     年份：2016     作者：吕春宁
2. 相似度：0.70%      标题：《项目导向型施工企业管理信息化水平评价研究》
类型：硕博论文     年份：2016     作者：填表日

相似资源列表(道客巴巴，豆丁网，百度文库等云论文资源)
1. 相似度：13.63%      标题：《基于人事档案管理模式的创新研究》
来源：http://xuewen.cnki.net/CJFD-CAIZ201623226.html
2. 相似度：13.02%      标题：《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人事档案管理探讨》
来源：http://xuewen.cnki.net/CJFD-CAIZ201623228.html
3. 相似度：7.33%      标题：《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人事档案管理探讨》
来源：http://bianke.cnki.net/web/article/I144_14/CAIZ201623228.html
4. 相似度：1.00%      标题：《关于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思考》
来源：http://xuewen.cnki.net/CJFD-KEJI201324230.html
5. 相似度：0.46%      标题：《当前基层事业单位人事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来源：https://www.docin.com/p-749551258.html

相似资源列表(百度知道，百度百科，博客等互联网资源)
1. 相似度：44.19%      标题：《人事档案管理问题与解决对策(3篇)》
来源：https://www.zhazhi.com/lunwen/gllw/rsdagllw/165110.html
2. 相似度：33.48%      标题：《人事档案管理问题及解决对策》
来源：https://www.zhazhi.com/lunwen/gllw/rsdagllw/161061.html
3. 相似度：22.61%      标题：《高校人事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策略》
来源：https://www.zhazhi.com/lunwen/gllw/rsdagllw/172057.html
4. 相似度：18.84%      标题：《做好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措施》
来源：https://www.zhazhi.com/lunwen/gllw/rsdagllw/175812.html
5. 相似度：8.55%      标题：《利用信息化进行资料管理可行性分析》
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11252789.htm
6. 相似度：2.43%      标题：《【人事档案管理论文】企业的人事档案管理的对策分析(7篇)(共...》
来源：https://www.21ks.net/lunwen/rsdagllw/93769.html
7. 相似度：2.07%      标题：《干部人事档案管理问题及对策7篇》
来源：https://www.gwyoo.com/lunwen/guanlilunwen/dagllw/201508/605583.html
8. 相似度：2.01%      标题：《【管理论文】管理论文范文(共120篇)》
来源：https://www.21ks.net/lunwen/gllw/
9. 相似度：1.70%      标题：《卷宗杂志网站》
来源：https://www.xueshu.com.cn/juanzong/
10. 相似度：1.70%      标题：《干部人事档案管理问题及建议(6篇)》
来源：https://m.zhazhi.com/lunwen/gllw/rsdagllw/155833.html
11. 相似度：1.43%      标题：《事业单位档案管理问题与对策(10篇)》
来源：https://www.zhazhi.com/lunwen/gllw/dagllw/1399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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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似度：1.16%      标题：《【人力资源论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探讨(9篇)(共34061字...》
来源：https://www.21ks.net/lunwen/rlzygllw/84507.html
13. 相似度：1.07%      标题：《迪富电子:公开转让说明书》
来源：http://wap.eastmoney.com/3g/report/article,report,20171114,2yLKXd3nbsxbV2_4_1.shtml
14. 相似度：0.97%      标题：《我国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论文10篇》
来源：https://www.gwyoo.com/lunwen/guanlilunwen/rlzygllw/201607/633221.html
15. 相似度：0.94%      标题：《中小学财务论文18篇》
来源：https://www.zazhi.com.cn/fanwen/194913.html
16. 相似度：0.85%      标题：《我国高校档案管理论文10篇》
来源：https://www.gwyoo.com/lunwen/guanlilunwen/dagllw/201607/633141.html
17. 相似度：0.85%      标题：《现代企业档案管理论文10篇》
来源：https://www.gwyoo.com/lunwen/guanlilunwen/dagllw/201608/633885.html
18. 相似度：0.82%      标题：《企业档案管理创新论文7篇》
来源：https://www.gwyoo.com/lunwen/guanlilunwen/dagllw/201609/635070.html
19. 相似度：0.79%      标题：《事业单位档案管理现状及建议10篇》
来源：https://www.gwyoo.com/lunwen/guanlilunwen/dagllw/201612/638973.html
20. 相似度：0.76%      标题：《人力资源管理的意义7篇》
来源：https://www.gwyoo.com/lunwen/shys/rlzy/201512/614905.html
21. 相似度：0.76%      标题：《档案信息化建设论文10篇》
来源：https://www.gwyoo.com/lunwen/jsztlw/xxhjslw/201509/607599.html
22. 相似度：0.70%      标题：《HR必备精选案例合集（九）》
来源：https://doc.mbalib.com/view/6911df347f06e18c5d23f8f570bed34c.html
23. 相似度：0.70%      标题：《[特色小镇建设实施方案]小镇建设分工实施方案》
来源：https://www.5article.com/wenku/cuuaini.html
24. 相似度：0.67%      标题：《海外监管公告》
来
源：http://data.eastmoney.com/notices/detail/02600/AN201903111304706348,JWU0JWI4JWFkJWU1JTliJWJkJWU5JTkzJTlkJWU0JWI4JTlh.html
25. 相似度：0.67%      标题：《浅析基层单位人事档案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来源：http://da.linyi.gov.cn/info/1302/1339.htm
26. 相似度：0.64%      标题：《轮转护士心得体会.doc》
来源：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8/0816/8061035044001120.shtm
27. 相似度：0.46%      标题：《【人事档案管理论文】事业单位的人事档案管理问题解析(4篇)(...》
来源：https://www.21ks.net/lunwen/rsdagllw/97913.html

全文简明报告
{100% 人事档案管理是人事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事管理工作中至关重要的基础工作。}{95% 人事
档案管理的工作效率及工作质量将直接影响到单位或企业的人才队伍建设及事业。}{100% 在新形势的背景
下，社会发展需求对人事档案管理工作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00% 我国现阶段的人事档案管理工作面
临着重视程度不足、人才建设不足、信息化水平落后等主要问题，}{100% 尤其是社会的全面信息化及社会
发展水平的提高，在为人事档案管理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人事档案管理工作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100% 鉴于此，本文的研究不仅对提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效率及工作质量具有理论意义，同时还对提高我国
社会单位及组织发展水平具有现实意义。}

{94% 人事档案具有以下特点：人事档案具有真实性，人事档案是人生履历的准确记录，能够为个人评价和
许多社会活动提供必要的依据，}{100% 具有法律效用，因此必须保障其真实性。}{100% 但是由于我国档案
工作的不严密，人事档案造假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使人事档案工作广受社会质疑。}
{100% 人事档案具有全面性人事档案对于一个社会人的记录，不只包括他的个人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和成长
经历、政治生活等，}{100% 还包括其成长背景、家庭生活经历和思想政治表现，除此之外，还会涉及在这
些活动过程当中，他人对个人的评价和鉴定，因此具有典型的全面性。}{100%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档
案，建立对这个人的基本印象，可以说，人事档案是个人信息的数据库。}{100% 人事档案具有变动性人事
档案一旦建立，并不是马上尘封、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个人的成长经历不断添加新的内容。}{100% 在档
案收集和整理工作当中，尽责的人事档案管理工作，应该尽量缩小个人经历变动和档案变动之间的“时间
差”，}{100% 尽可能快地做好新材料的录入工作，防止变动过程中有所遗漏。}{100% 人事档案具有机密性
人事档案记录个人的生平事迹，难免会有一些功过是非、奖惩任免是“不足为外人道”的，}{100% 这些历
史事件成为个人的隐私，除非政治和组织需要，是不能向社会公开的。}{100% 人事档案的这种机密性，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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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他人随意接触个人人事档案机密部分，也禁止档案记录者本人随意调取和查阅本人的档案，可以有效地
保护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

{92% 当前社会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但我国人事档案还未全面普及信息化管理，档案管理人员缺乏信息化
管理意识和先进的管理模式。}{98% 当前许多的人事档案管理依旧为没有改变传统的管理方式，没有跟随时
代的进步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100% 导致管理效率迟迟未能提升，在管理的经济性和科学性上没有有
效改善。}

{100% 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档案管理人员的信息化意识太薄弱，认为人事档案管理只是信息的
收集和整理或者数据的记录，对实际工作没有太大意义和价值。}{100% 由于先进管理意识的缺乏导致管理
模式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人事档案管理仅流于形式，管理的目的仅仅是资料的查找和登记以及资料的保存和
信息咨询等，没有发挥人事档案管理的真正作用。}{100% 管理方法上使用的依然是手动检索，耗费人力物
力和时间，效率极低。}{100% 部分高校已经尝试了使用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建设，但是没有配置足够的硬件
设施，还是难以脱离传统的管理模式，}{100% 无法达到信息资源的共享，检索不具有时效性，档案依旧以
实体为主缺乏数字化建设，使得高校人事档案管理工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优化管理。}

{61% 近年来，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更加广泛，新形势下要做人事档
案管理工作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应用。}{100% 信息技术的应用为行各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提高
了各行各业的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78% 对于单位或企业人事档案管理来说，新的时代背景下要提高人事
档案管理效率和质量必须要求档案管理人员能够坚持与时俱进，}{76% 采用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提高人事
档案管理人员对信息的整合能力和管理能力，促进其更好的发展，为社会的稳定做出巨大的贡献。}

{100%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现如今的档案管理工作也必须与时俱进，充分适应现代信
息化管理的新要求，}{100% 建立一个统一完善的人事档案信息数据库，利用高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技术，实
现人事档案管理的科学化和信息化，}{100% 节约工作时间，充分提高人事档案管理的效率。}{100% 因此要
对现有的人事档案管理工作模式和工作方法进行改革，增加必要的投入，多多开发使用新技术新手段，}
{100% 利用庞大的数据库功能实现对人事档案的记录、存储和分析，并且增强对于资源信息的分析能力，全
面提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66% 当前大部分管理人员对人事档案管理的重视程度不足，大部分工作人员还未认识到企业的发展需要依
靠人事档案管理。}{75% 因此，单位或企业并没有建立独立的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导致人事档案管理工作不
够完善。}{90% 可以看出，领导部门对人事档案管理不够重视，工作过程中，相应的档案管理工作均是由其
他业务工作人员兼职代理，在专业领域上存在严重的不足。}

{73% 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依靠于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其中包括工作人员对于人事档案管理业
务技能的掌握，工作人员的工作激情以及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70% 单位或企业人事档案管理中，单
位或企业未制定有效的绩效激励制度，无法调动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影响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64% 而在人员配置方面，人事档案管理人员并非均是专业的人才。}{64% 不合理的岗位安排给单位或企业
人事档案管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弊端，不利于单位或企业人事档案管理的长远发展。}

{70% 单位或企业人事档案管理信息化管理水平较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事档案管理人员的
信息化信息不足，}{75% 对信息化建设和管理的投资力度较小，导致人事档案管理的信息技术建设不足，信
息化基础建设有待完善；}{59% 第二，工作人员的信息化水平不够，不利于发展人事档案信息化管理；}
{74% 第三，人事档案信息化管理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导致人事档案信息化管理水平较低，单位或企
业必须要加强对人事档案管理的重视，}{65% 认识到人事档案管理对于整合信息、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有着
积极的意义，建立专门的人事档案管理部门，}{58% 制定相应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并安排好专职人员负责
工作，切实提高单位或企业人事档案管理的的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

{75% 由于传统观念中人们对人事档案管理的认识不足，导致许多人员对人事档案管理工作存在认识上的误
区。}{52% 部分工作人员及领导人员均认为人事档案管理工作不需要做什么，只是帮纸质材料放进档案就
行。}{67% 事实上这种思维是错误的，人事档案管理工作是单位或企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上现在
国家领导干部越来越对人事档案的收集、整理、时效及真实性的看重，其对人事档案是管理的要求也是越来
越规范和严格。}{64% 所以加强对人事档案管理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的提高能够有效提高单位或企业人事档案
管理的工作质量和效益，为单位或企业提供了有效的、及时的信息数据。}{57% 因此，管理人员应该要重视
对工作人员按专业、能力素质的提高，为工作人员提供更多的接受培训和能力提高的机会，切实提高工作人
员的专业素质。}

{55% 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人事档案管理工作必须要实现现代化管理，以更加快速的工作效率服务于他人。}
{63% 而如何提高人事档案管理的工作质量和效益，为需要进行档案归档和阅读的人员提供更加方便和有效
的服务需要我们管理人员能够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益。}{63% 加大信息
投入需要管理人员增加对信息化建设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完善信息化管理基础设备，更新信息技术硬件和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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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为人事档案信息化管理提供设备支持‘观。}{60% 人事档案信息化管理建设还需要管理人员能够根据实
际情况制定有效的信息化管理规范和管理标准，}{75% 切实提高人事档案信息化管理水平，促进人事档案管
理更好的发展。}

{71% 人事档案管理的主要问题有：管理人员对人事档案管理的重视程度不足，工作人员专业素质有待提高
以及人事档案信息化管理水平较低。}{77% 要解决这些问题，加强人事档案管理需要强化管理人员的人事档
案管理意识，提高人事档案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同时还需要加大信息投入，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

{100% 要充分保证人事档案管理上的真实和有效性，必须要加强对于原始数据搜集工作。}{100% 首要要完
善人事档案材料，对于档案不符合规范、信息有遗漏或者是手续不全的情况，要在限期内做好补充工作，认
真完善缺失材料的收集。}{100% 其次，对于人事档案管理的重要作用要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引导大家积
极配合档案管理工作，完善原始资料的收集工作，}{100% 营造一个良好的人事档案管理的氛围，不断拓宽
信息收集的新渠道，严格把控信息的真实性，从而构建起一个合理高效的原始档案收集体系，为今后档案管
理工作的实施打下坚实基础。}

{100% 通过以上分析就可以看出，在人事档案管理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将会严重影响
人事档案管理的科学性，}{100% 不利于保证人事档案管理的科学开展，因此文中根据这些问题进行了仔细
的分析，希望可以更好地促进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高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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