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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防控专题档案规范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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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自 2018 年首例非洲猪瘟疫情传入我国以来，农业农村部牵头组织协调各省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借

鉴国外经验做法，结合我国疫情实际，出台了多项防控政策文件，制定了大量具体落实举措。本文从档案学角度，
依据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实际，从非洲猪瘟防控专题档案的定义、特点、收集范围、开发利用等方面，就如何做
好非洲猪瘟防控专题档案规范化管理进行了探讨，以期提高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为今后工作查考
研究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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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ized Management for Special Archives of AS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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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ﬁrst case of African swine fever（ASF）was reported in China，based on the experience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actual conditions in China，a large number of policy documents and special control measures were

developed by governments at province level and relevant authorities as organized and coordinat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ﬀairs. In order to factually record all contributions made by veterinary system for ﬁghting against
the disease，based on actual effort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chival science，and from the aspects of definition，
characteristics，collection scope，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archives，how management for speciﬁc archives
of AS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uld be standardized by competent departments was discussed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eﬃciency and quality of all eﬀorts for ﬁghting against the disease and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futur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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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我国发生首起非洲猪瘟疫情，

防控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对今后应对类似

不到一年时间疫情几乎波及全国，给我国养猪业造

突发动物卫生事件也有重要借鉴作用。本文从非洲

成巨大经济损失 [1-2]。自疫情发生以来，农业农村

猪瘟防控专题档案的定义、特点、收集范围、开发

部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利用等方面，对如何做好非洲猪瘟防控专题档案规

社会发展，组织部系统各单位扎实开展疫情防控、

范化管理进行探讨。

稳产保供、恢复生产等各项工作，做了大量卓有成

1

定义

效的工作。在防控非洲猪瘟的过程中，形成大量有

非洲猪瘟防控专题档案是指在防控非洲猪瘟

保存价值的原始档案材料，这不仅对做好非洲猪瘟

疫情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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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不同载体的历史记录。非
洲猪瘟防控专题档案既是防控非洲猪瘟疫情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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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也是进一步完善国家重大动物疫情防控机制

各时期特点，早期介入，迅速跟进，确保疫情防控

的重要参考和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具有重要的保

档案的齐全与完整。

存价值。各级档案部门应当科学规范管理，确保档

3

收集范围
为确保非洲猪瘟防控专题档案完整、齐全，

案齐全、完整、真实和安全，并积极进行档案编研，
做好开发利用，更好地服务行业发展。

参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2

控档案工作的通知》（农办厅函〔2021〕42 号），

2.1

非洲猪瘟防控专题档案的特点
内容多、门类广、专业性强

结合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实际，按照“谁形成谁归档”

非洲猪瘟防控专题档案以防控非洲猪瘟为主

要求进行归档 [5]。归档文件材料应包括文书档案、

题，由相关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媒

科研档案、声像档案、实物档案 4 大门类。各门类

体组织和养殖场户在防控非洲猪瘟疫情活动中直接

档案应收尽收，应归尽归，具体收集范围如下。

形成的有关决策咨询、应急处置、流调督导、交流

3.1

文书档案
上级有关部门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大决策

培训、科学研究、媒体宣传等方面的原始信息记录，
涉及文书档案、科研档案、声像档案、实物档案等

部署、规定、通知、通报等；各级领导在疫情防控

各门类档案。需要档案工作者不仅要有档案整理工

工作中的批示、指示、讲话以及视察、检查工作产

作经验，又要具备动物卫生专业知识背景，多渠道、

生的文件材料；建立疫情防控工作机构、职责分工、

多类型、全方位进行收集整理、归档管理。

协调机构的文件材料；关于疫情防控的文件正本（印

2.2

刷本）和签发稿；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形成的通

兼具保密性和开放性
非洲猪瘟防控专题档案是对突发重大动物疫

知、方案、议程、领导讲话、会议记录、会议纪要、

情的如实记录，不仅包含供今后工作查考利用及防

交流发言材料等；本单位制定的疫情防控工作制度、

控宣传的内容，还有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需正确

规范、应急预案等；本单位就疫情防控实施的预算

处理好保密和利用的关系。疫情防控过程中形成的

安排、经费保障等工作中形成的文件材料；疫情期

涉密文件都要严格按档案保管、保护、保密各项制

间稳产保供相关文件材料；非洲猪瘟病毒监测研究

度规定执行，坚决杜绝泄密情况发生。专题档案的

相关文件材料；推进生猪复养工作文件材料；开展

开放性体现在其开发利用中，要让它更好服务于非

疫情防控国际磋商、合作、交流形成的文件材料；

洲猪瘟防控工作和今后可能发生的类似重大动物卫

防控技术培训有关文件材料；有关疫情防控工作的

生事件。

请示与上级单位的批复；有关疫情统计、分析、应

2.3

对措施、各类简报、专报、大事记等文件；开展防

疫情暴发具有突发性，档案收集难度大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将非洲猪瘟定为法
[3]

控督导工作形成的文件材料；疫情防控工作宣传、

定报告动物疫病，我国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病 。

报道形成的文件材料；疫情防控工作中产生的先进

现阶段，非洲猪瘟防控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群防群

事迹材料、各类表彰决定、感谢信件等文件材料；

控格局初步形成，但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境外

其他与疫情防控相关，对今后重大突发动物卫生事

疫情输入风险持续存在，病毒分布广泛，防控工作

件防控工作具参考和借鉴价值的材料。

[4]

存在薄弱环节，病毒已在部分野猪群中定殖 ，需
要档案工作者具备专业敏锐性和工作积极性，抓住

3.2

科研档案
与非洲猪瘟科研有关的申报书、立项（含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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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任务合同书（含预算书）及各类协议；组织

当建立健全突发事件相关的档案收集、整理、保护、

实施工作方案，实验、测试、调查、考察的原始记

利用工作机制 [10]。该规定使非洲猪瘟防控专题档

录和整理记录，综合分析报告，科学数据；研制的

案利用工作有法可依，有据可循，保障了其利用的

产品实物及其目录、图片等；阶段执行进展情况报

标准化和规范化 [12]。建议档案部门积极完善非洲

告、总结报告、研究成果等，项目、人员、进度、

猪瘟防控专题档案利用工作机制，强化档案利用工

经费等的调整、变更文件材料，撤销项目已开展工

作责任制，明确档案工作人员的责任，确保档案利

作、已使用经费、已购置设备仪器、阶段性成果、

用工作切实落到实处。

知识产权等情况文件材料，专家咨询、中期检查、

4.2

中期评审、项目监督工作形成的文件材料；验收申
请书、验收承诺书，工作总结报告、技术报告、项
目经费决算等财务情况文件材料，验收结论书、结
题书面通知等，研究报告、论文、专著、数据库等
研究成果文件材料，自评价报告、科技报告，专利、
软件及其他知识产权文件材料 [6]。
3.3 音像档案
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指导封锁、扑杀、
转运、无害化处理、消毒等现场处置，上级领导来
本单位检查、视察、调研，国际磋商、合作、交流
等工作中产生的录音、录像、照片 [7]；疫情防控工
作中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及其典型活动的照片；
其他有保存价值的录音、录像、照片。
3.4

实物档案
疫情防控工作中获得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

证书、奖状、锦旗、奖杯、奖章等；举办或承办重
大活动形成的凭证性实物，包括活动标志、证件、
证书、奖章、纪念品等；国内外活动中获赠的纪念
杯、纪念册、礼品、纪念品等；已宣布停止使用的
印信，包括旧印章、印模等 [8]；其他有保存价值的
物品。
4

建立健全专题档案利用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档案利用工作机制，是确保档案工
[9]

作有效开展的前提条件 。2020 年 6 月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国家档案主管部门应

62

档案编研是在档案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对档
案资料进行深入研究，经过选择、加工、整理等过
程，形成不同类型的编研成果，从而使档案资料变
得更有条理、更加清晰和明确，便于被社会公众利
用，以实现档案的资政价值和作用 [12]。档案编研
工作可以大大减少原始档案、文件的直接利用，将
隐藏在其中的价值充分挖掘出来，变“要我服务”
为“我要服务”，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13]。建
议档案工作者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及时了解专
业技术人员对档案的需求，将疫情防控过程中产生
的文件材料分类整理，从而进行有较强针对性和实
用价值的编研，为分析、研判疫情发生、发展及流
行趋势，采取有效控制、处置措施提供决策支持和
经验借鉴。
4.3

创新档案科普方式
当前社会已经进入全媒体时代，借助多媒体

平台向社会公众传递信息，对引导公众舆论、安抚
民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9]。可通过漫画、小视频
等多种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非洲猪瘟防控知识宣
传，引导广大居民正确认识非洲猪瘟，合理消费猪
肉产品；推广疫情防控的好经验、好做法，提升养
殖业主自我防范意识和责任意识；宣传各级政府和

开发利用

4.1

积极开展专题档案编研工作

有关部门组织领导疫情防控的历史过程，展现防疫
一线兽医工作人员担当作为的先进事迹，为做好非
洲猪瘟疫情防控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5

小结
综上所述，在非洲猪瘟疫情防控过程中，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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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系统形成了大量的文件材料和档案资料，是对非
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的准确记录，也是国家积极应
对重大突发动物卫生事件的真实反映，对今后类似
事件的处置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推行非洲猪瘟防控专题档案建设，可以有效发挥档

nybgb/2020/202009/202011/t20201124_6356917.htm.
[5]

做好疫情防控档案管理 [J]. 北京档案，2020（5）：
23-25.
[6]

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565834.htm.
[7]

用，反促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形成“以防控抓档
案，以档案促防控”的局面，对档案工作更好地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 . 录音录像档案管理规范
[EB/OL].（2019-12-27）[2021-09-17]. https://www.saac.

社会公众健康教育提供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依据。
通过专题档案的规范化管理，对各类档案合理化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 科学技术研究档案
管 理 规 定 [EB/OL]. [2020-09-11]. http://www.gov.cn/

案在畜牧生产和动物防疫工作中的基础和参考作
用，为畜牧兽医部门决策支持、科研机构科技攻关、

吴紫建，黄月华 . 从“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看如何

gov.cn/daj/hybz/201912/5b3adc136d6c4428bca60517658
ac8e9.shtml.
[8]
[9]

李雪梅 . 实物档案规范管理 [J]. 机电兵船档案，2021
（3）：46-48.

牛梦瑶 . 档案部门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档案提供利

务畜牧业健康发展、保障食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

用工作刍议：以新冠肺炎疫情档案提供利用工作为例 [J].

意义。

档案天地，2021，4：32-35.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 .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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