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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救助主要是对社会成员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其目标在于扶危济贫,救助社会脆弱群体,是社
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确保社会救助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保证需救助人群的基本权利,最有效的措
施就是对救助对象的档案进行科学合理管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电子信息技术已经融入到人们日常
生活工作当中,给各行各业的工作方式带来了高效的变革。基于此,各地方政府应充分认识到目前社会的
新形势,转变传统的社会救助档案管理工作,将电子信息技术和社会救助档案管理工作有效结合起来,用
以提升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和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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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management of social assistance archives in the new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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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assistance is mainly to provide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for members of society, and its goal is
to help the poor and help vulnerable groups in society, which is the last line of defense of social security.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social assistance work and ensure the basic rights of the people in need, the
most effective measure is to carry out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anagement of the archives of the rescue
objects.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people's daily life and work, bringing efficient changes to the working way of all walks of life.Based on this, the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fully realize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current society, change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of social assistance archives, and effectively combin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assistance archives management,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archive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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