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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有发电企业档案是在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经营管理、对外交流等各项职能活动中形成,清晰
的、确定的、具有完整显示工作痕迹作用的、有查考价值的、并经过整理后集中保管各种载体的原始记录,
是国家档案资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扎实做好国有企业档案管理工作,责任重大,意义巨大。基于此,笔者
通过深入分析当前国有发电企业档案管理工作痛点的原因,结合实际工作经验,提出解决痛点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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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chives of state-owned power generation enterprises are formed in various functional activities
such as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foreign exchange, etc.
They are clear, definite, have the function of completely displaying work traces, have reference value, and keep
the original records of various carriers in a centralized way after finishing,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resource system. It is of great responsibility and significance to do a solid job in the archives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deeply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pain points
in the current archives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power generation enterprise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ping
strategies to solve the pain points in combination with practical work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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