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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各行业和单位的经济发展前景辽阔,产业和单位的信息管
理工作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是信息管理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归纳总结的工作,还包括很多的专业知识
进行反馈和借鉴的信息利用工作,要通过对工作信息的总结整理,形成经验总结和工作报告,进行针对性
的学习,以便能够在以后的工作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和作用。基层档案管理工作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基
础性认知,文书档案管理的工作可以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协作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所以要重视基层档案
管理工作,做好文书档案管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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