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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档案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记载着历史的真实,它不但记录着过去,更服务于未来。档案查考
利用方式、范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越来越重视档案的价值。维护人民群众
的利益,构建和谐社会,提高档案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有效性,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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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利用与保管过程中的全局利益与社会
总成本,互相争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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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健全档案管理机制,对档案

超前服务方向转变；从面向内部进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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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档案工作队伍,对建设和谐的档案
事业,必将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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