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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民政档案信息化管理与利用问题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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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民政部担负着联系国家与人民群众的重要职责,作为民政管理工作的重点内容,民政档
案的管理对民政部开展的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新时期下,我们更是对民政档案的管理工作提出了新
要求,要把民政档案管理纳入改革发展的重要地位,同时要利用好信息化资源,将档案管理信息化,紧跟时
代发展的脚步。因此本文对新时期民政档案信息化管理与利用存在的问题以及策略加以探究。
[关键词] 新时期；民政档案；信息化管理；档案管理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ivil Affairs Archives in the New Period
Lili Liu
Jilin Province, Gongzhuling Municipal Civil Affairs Bureau
[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in China bears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contacting the country
with the people. As the key content of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work, the management of the civil affairs archives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work carried out by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In the new era, we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management of civil affairs archives. including bringing the management of
civil affairs archives into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making good us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to make the archive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and keep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refo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of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ivil affairs archives in the new period.
[Key words] new period; civil affairs archive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fil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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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短视频中的网络营销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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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迅速发展,短视频也在近些年以疯狂的速度崛起,可谓是风起云
涌。身处在如今的大众网络信息时代中,在网络视频等资源上出现了“拥堵”和“入围”现象,抖音短视
频凭靠雄厚资本以及独具一格的风格,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位,受到了大量用户的追捧。本文主要从它的
营销传播研究、网络营销策略、网络营销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对策这几个方面分析,使抖音 APP 有更好
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 抖音；短视频；网络营销策略
中图分类号：F03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Network Marketing Strategies in TikTok Short Video
Xiangyang Yang
School of E-commerce, Luoy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et and smartphones, short videos have risen at a crazy
speed in recent years. In today's public network information era, there has been "congestion" and "shortlisted" in
network video and other resources. TikTok short video, with strong capital and unique style, occupies a place in
the market, and has been sought after by a large number of user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from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etwork marketing strategy, network marketing problems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making TikTok APP bett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TikTok; short video; internet market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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