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农业大学档案馆 制



2013年 12月袁学校成立档案馆袁将原校办综合档案室和人事处人事档案室袁研究生院和学
工处学生档案一并划入档案馆管理遥档案馆全部库房使用面积达 750 平方米袁查档室及整理室
等使用面积达 200平方米遥 每年收集归档材料 8000 多份袁接收尧转递及调整学生档案 5500余
卷袁文书科技类档案 230余卷袁管理人事档案 3616卷渊含离尧退休人员尧出国人员尧去世人员干
部档案冤遥 现保管 2个全宗袁截止 2014年年底袁档案馆馆藏总量 81369卷遥

为提高档案利用效率袁充分发挥档案信息资源的作用袁档案馆依简便实用原则编制了十多
种检索工具袁目录一百多册袁认真做好查档接待和咨询服务遥近年来袁档案的年查档人次为 1500
人次袁调卷约 3000多卷遥 通过档案的利用服务工作袁为学校领导决策尧教学评估尧科学研究尧审
计监督尧维护校产尧研究校史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依据与凭证遥档案数据库建设也初见成效袁复
校以后的案卷级目录库及 2000年以后的文件级目录库已建成袁并开始发挥检索作用遥 档案馆
还开展档案编研工作袁有野学校发文汇集冶尧野专题文件索引冶尧野年度资料汇集冶尧野年度大事记冶尧
野组织机构沿革冶等编研成果多种袁收到较好的利用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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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工作指导手册

1.问院学校档案馆都保存哪些方面的档案?
答院学校党政管理尧教学尧科研尧基建尧财务尧
人事等方面的档案遥

2.问院学校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是从哪年开始的?
答院从 1952年南京农学院成立开始遥

3.问院到档案馆查档要什么手续?
答院持个人有效证件渊身份证尧学生证尧工作证冤查阅许可范围内的档案曰外单位查档
需提供介绍信尧公函及查档人有效身份证件遥

4.问院在档案馆可查到哪些方面的毕业生档案?
答院本校毕业生学习成绩尧高考录取名册及研究生的学位档案等遥

5. 问院档案馆在学校什么地方?
答院卫岗校区逸夫楼 9楼渊学生和教职工人事档案在行政北楼 5楼冤遥

6.问院档案馆每天都开放吗?
答院周一至周五袁上午 8:00-11:30袁下午 14:00-17:00接待查档袁周三下午内部整理
时间除外遥 学校的寒暑假安排值班遥

7.问院档案馆接受电话查档吗?
答院不接受电话查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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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问院请别人代查自己的学籍档案如何办理?
答院带本人身份证件渊身份证尧学生证尧工作证冤尧委托人证件渊毕业证书尧学位证书尧身
份证冤复印件尧委托书到档案馆办理遥

9.问院我是工学院毕业生袁不慎遗失了毕业证和学位证袁现在补办教务处需要我的高
考录取名单尧学籍成绩尧毕业证书签领名册等材料袁可以去档案馆调取吗?
答院卫岗校区档案馆保存有工学院学生高考录取名册袁其它两份材料需要去工学院
档案室调取遥

10.问院我是 1998年毕业的成教学院学生袁现工作单位要我提供学籍方面的证明材
料袁我该如何办理?
答院带上您的身份证件来我馆办理您的学籍材料遥 我馆存有成教毕业生的录取名单尧
学籍成绩尧毕业生验印名册等材料遥

11.问院我一位同学现在国外袁他委托我来调取他的本科成绩单袁请问该如何办理?
答院带上他的有效证件复印件渊如身份证尧护照等冤及委托书袁以及您本人身份证即可
来我馆办理遥

12.问院财会档案怎么查询?
答院要由计财处人员前来查询袁或由计财处开据介绍信到档案馆查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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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院各单位兼职档案员要做什么事情?
答院每年年初袁把单位上年度工作的文件整理尧分类袁按档案规范要求进行编目袁然后
按时向档案馆移交遥

2.问院档案管理系统在哪里登录?
答院档案管理系统在学校档案馆网站主页的右侧有链接袁点开即可遥

3.问院本单位登录档案管理系统的用户名尧密码是什么?
答院与档案馆系统管理员联系后取得遥

4.问院档案管理系统的使用指导在哪里能看到?
答院在校园网档案馆网站的业务指导栏目----部门立卷规范中可以查到遥

5.问院各部门归档范围在哪里能查到?
答院在校园网档案馆网站的业务指导栏目----部门立卷规范中可以查到遥

6.问院归档文件整理工作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答院在校园网的档案馆网站的业务指导栏目----部门立卷规范中可以查到遥

档案工作指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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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问院文件归档都要用原件吗?
答院是的遥 档案的原始性就体现在这里遥

8.问院上级来文就是复印件尧传真件或网上下载的袁该如何归档?
答院将文件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袁然后在正面上方加盖收文单位红章遥

9.问院文件不小心撕破了怎么办钥 可以用胶带纸粘上吗?
答院不可以遥 应当比照破损大小袁用薄纸托在文件下面袁然后胶水粘合遥

10.问院文件不小心沾水了怎么办钥 可以在阳光下晒干吗?
答院不可以袁阳光会让受潮的纸张变脆发黄强度降低遥正确做法是院快速用纸吸干水分袁然
后自然阴干遥

11.问院文件归档时对卷内文件厚度有要求吗?
答院有的遥档案卷盒的厚度为 1~5公分袁如一个事由的文件过多袁应拆分为几卷来归档袁卷
内文件目录也要分开做遥 而当一个事由的文件过少袁则可以将保管期限相同的文件一同
组卷袁并放入同一卷盒保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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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院老师袁我的档案寄了没有?

答院如果同学已办理报到证袁请登录学校档案
馆网页"毕业生档案查询",输入姓名和学号就
可以查询是否寄出袁 根据 EMS单号查询档案
状态遥 如果同学电话联系后袁已经得知档案寄
出但网上还查不到袁请耐心等待袁老师会及时
将寄出档案的信息传到档案馆网站袁请给老师
充分时间遥 有部分同学虽已办理报到证袁但还
没有毕业袁档案不能寄出袁只有等到毕业后档
案才能寄出遥如有其他疑问请与档案馆负责老
师联系袁联系电话 025-84399710遥

2.问院老师袁我的单位还没有收到我的档案袁但

我在学校档案馆网站查到已经寄出了袁我该怎

么办?

答院在学校档案馆网页野毕业生档案查询冶查询
你的 EMS单号袁 通过单号在中国邮政网站或
拨打 11183客服电话查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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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院老师袁我找好工作了袁我的档案怎么转到工作

单位呢?

答院你需要到学校学工处就业办办理报到证袁档案
馆凭报到证的白联袁通过 EMS邮寄方式给你转递
档案遥

4.问院老师袁我的档案怎么给退回学校了?

答院根据上级主管部门要求袁从 2015年 6月开始,
学校通过 EMS邮寄档案遥 学生离校时学院辅导员
会统计学生档案寄递信息袁 请每个学生必须提供
准确的档案接收单位地址尧档案接收联系人尧联系
电话和邮编等信息才能保证档案准确寄到目的地,
同时必需提供自己的有效联系方式袁 以便自己跟
踪档案去向遥 有的学生没有提供准确的联系电话
和联系人等信息袁将会导致档案被退回遥

5.问院老师袁我毕业超过两年了袁不能办理报到证袁

该怎么样调取我的档案?

答院研究生毕业超过两年袁如以前没有办过报到证
可办理遣回原籍的报到证曰如以前办过报到证袁那
就需要到接受你档案的单位开调档函来转递档

案遥 本科生毕业超过两年袁档案将被打回原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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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问院老师袁我要去做博士后或考上研究生了袁要把

我的档案转走袁怎么办理?

答院到接收你档案的单位开调档函袁档案馆凭调档
函转递档案遥

7.问院老师袁我是委培生袁我跟原来的单位解除关系

了袁我该怎么样转档案?

答院需要带与原单位解除关系的相关证明材料和现
在单位的调档函来转递档案袁同时还需提供离校存
查表才能调档遥

8.问院老师袁我是委培生袁我们单位地址变化了袁我

该怎么办?

答院请尽快把你的新的地址告诉辅导员老师袁否则
你的档案会被退回遥

9.问院老师袁我退学了袁我该如何办理我的档案?

答院需离校存查表和学校批准退学的文件来办理手
续遥 如退学后就业了需要档案接收单位开调档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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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问院老师袁我重新换了一份工作袁需要改派袁但是我

的档案已经被寄走了袁该怎么办?

答院请拿报到证和现单位的调档函袁到档案现在地址去
自行办理遥

11. 问院老师袁我现在公司工作袁想把我的档案转到公

司可以吗?

答院不可以袁具有接收人事档案资格的企业一般为国有
企业事业单位袁除此之外袁没有此项资格遥 档案应该存
放在公司档案馆渊室冤袁如果公司不具备此资格那就要
存放到公司委托保管人事档案的人才交流服务中心袁
如果公司没有与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签订保管协议袁那
就需要你自己到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办理业务了遥

12. 问院老师袁有学生需要政审袁需要带什么材料?

答院需要政审单位开具介绍信袁同时学院辅导员老师陪
同政审单位到档案馆查看学生档案袁 请提前跟负责学
生档案的老师联系遥

8



档案工作指导手册

13. 问院老师袁我是在校生袁要报考公务员袁但是我的入党

时间渊或其他档案材料冤忘记了袁我能查看自己的档案

吗?

答院学生本人是不能查看自己的档案的袁请你所在学院
的辅导员老师替你查阅遥

14.问院老师袁我考上了事业单位或公务员等政府事业单

位的岗位袁 单位要求把档案转过来政审后才能签约袁我

怎么才能转档呢?

答院你需要写一份调档原因的说明袁并请你的导师和辅
导员在上面签字且写明"情况属实"袁同时提供调档函和
你的身份证复印件遥 如果是同学代办袁还需要写委托书袁
同时也要提供代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遥

15. 问院老师袁我的档案已经寄到了袁但是档案里面缺材

料怎么办?

答院档案里面的材料都是学院和招生办提供的遥 对于应
届毕业生袁缺材料请与原所在学院辅导员联系补充遥 对
于往届生袁自己可以带上本人的有效证件前往档案馆办
理曰如果是单位人事部门过来补充材料袁需要开介绍信
和查档人的身份证件或有效工作证办理曰如果委托他人
代办袁需凭委托书和两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方可办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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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问院老师袁我着急入职袁单位催我的档案袁否则我

可能就错过报到时间不能入职了袁 我能自己把档案

带走吗?

答院首先自提档案需要单位同意袁并且在调档函上注
明"本单位同意由本人自带档案"字样袁带上本人身份
证就可办理遥 如委托他人代办袁需要写委托书和两个
人的身份证复印件遥

17.问院新生的档案材料什么时候可以转到档案馆来?

答院 本科生新生档案材料各院按照档案馆要求整理
好后袁档案馆会通知各院移交档案的具体时间遥 研究
生新生档案材料需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整理好后统一

移交给档案馆遥

18.问院研究生新生的党员材料什么时候可以查看?

答院 研究生新生的档案材料经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移
交给档案馆后袁档案馆需要整理归档遥 等档案馆整理
好学生档案后袁 会通知各院辅导员老师来查看学生
档案材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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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院我可以查看自己的档案吗?
答院 各单位只有人事秘书可以利用
本部门职工的档案遥

2.问院人事秘书如何查档?
答院 各单位人事秘书查借阅档案需
填写野查阅人事档案审批表冶和野借
阅人事档案审批表冶遥 经各单位领导
签字和加盖公章后可以来档案馆利

用人事档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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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院如何查阅专利证书?
答院出示有效身份证件袁参与此
项专利研究的人员才能查阅尧
复印遥 查别人的需征得该专利
申请人的同意后方可查阅遥

2.问院请问如何查阅科研课题
档案?
答院出示有效身份证件袁参与此
项课题研究的研究人员才能查

阅袁 查别人的课题需征得课题
负责人同意后方可查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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