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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档 案 局 

江苏省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苏档规发〔2017〕1 号 

 

 

关于印发《江苏省精准扶贫 

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档案局、扶贫办、省委各驻县（区）

帮扶工作队：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充分发挥档案工作

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根据国家档案局、国务院扶贫办《关于

印发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档发〔2016〕13 号），

结合我省实际，省档案局、省扶贫办共同制定了《江苏省精准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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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档案管理办法》。现将该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江苏省档案局      江苏省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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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工作，确保精准扶贫档

案的真实、完整、系统和安全，充分发挥档案在脱贫攻坚中的

作用，根据国家档案局、国务院扶贫办《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办

法》，结合我省扶贫开发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扶贫部门、有扶贫任务的乡镇、行政

村及各级帮扶工作队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精准扶贫档案是指在精准扶贫工作中

形成的，对国家、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音像、电子

数据等各种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精准扶贫档案是国家档案

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扶贫档案包含文书、项目、会计、照片、

电子等类型档案，按具体职能工作内容可分为综合类、精准识

别类、精准施策类、精准脱贫类等四类。 

    第四条  各级扶贫部门负责精准扶贫档案工作的组织实

施，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业务指导监督。 

    第五条  精准扶贫档案形成单位应当加强对精准扶贫档案

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档案机构，建立完善档案管理规章制度，

配备相应管理人员和适应档案管理现代化要求的设施设备，保

障档案工作场所和经费。档案管理人员应当经过档案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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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离职前应当办理档案工作交接手续。 

    第六条  精准扶贫档案应当依法依规做到应收尽收、应归

尽归，并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据为己有或

擅自销毁。 

    第七条  精准扶贫档案应当分门别类整理：文书档案按《归

档文件整理规则》（DA/T 22）进行整理，扶贫项目档案按《科

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一般要求》（GB/T 11822）进行整理，扶

贫资金档案按《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进行整理，照片档案按《数

码照片规范归档与管理规范》（DA/T 50）进行整理，电子档案

按《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GB/T 18894）和《数字档案

室建设指南》进行整理。 

    第八条  精准扶贫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参考《江苏省精准

扶贫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参考表》（见附件），

并结合本地实际加以完善。 

    第九条  精准扶贫档案保管库房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具备防火、防盗、防高温、防潮、防尘、防光、防磁、防有害

生物、防有害气体等保管条件，确保档案的安全。 

    第十条  精准扶贫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和定期两种，

定期分为 30 年、10 年。 

    第十一条  精准扶贫档案形成单位和各级党委政府直属档

案馆应当积极开发精准扶贫档案信息资源，依法依规向社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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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提供利用服务。精准扶贫档案形成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档案安

全保密管理制度，特别要加强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形成档案

的安全保密管理，严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泄露。 

    第十二条  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应当积极采用现代信息技

术，逐步实现档案管理的规范化、信息化。 

    第十三条  市、县级扶贫部门形成的精准扶贫档案应当按

国家有关规定向同级党委政府直属档案馆移交；乡镇的精准扶

贫档案按国家有关规定向县级党委政府直属档案馆移交。 

    第十四条  不按国家有关规定归档或造成精准扶贫档案失

真、损毁、泄密、丢失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涉嫌犯罪

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档案局、省扶贫办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于 2017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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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精准扶贫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 

档案保管期限参考表 

一级 

类目 
二级类目 三级类目 

保管 

期限 

党委、政府和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等对扶贫

开发作出决策部署形成的材料 
永久 

党委、政府和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的扶

贫开发重要会议形成的材料 
永久 决策部署 

领导同志关于扶贫开发的重要指示、批示、

论述材料 
永久 

扶贫开发法律法规 永久 

党委、政府及办公厅（室）印发的关于精

准扶贫政策或制度性文件材料 
永久 

扶贫领导小组印发的精准扶贫文件材料 永久 
政策法规 

有关部门印发的精准扶贫重要政策文件材料 永久 

扶贫开发中长期规划 永久 

省重点片区整体帮扶工作规划 永久 

精准扶贫专项规划 永久 

五年滚动脱贫规划、年度减贫计划 永久 

综 

合 

类 

规划计划 

财政扶贫资金分配使用计划 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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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类目 
二级类目 三级类目 

保管 

期限 

督查巡查形成的重要材料 30 年

党委、政府扶贫开发成效、东西扶贫协作

和“五方挂钩”考核评估形成的重要材料 
30 年

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第三方评估重要材料 30 年

脱贫攻坚表彰奖励重要材料 永久 

重大涉贫事件处置反馈重要材料 10 年

监督管理 

资金项目监督管理形成的重要材料 永久 

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有关重要材料 永久 

扶贫开发机构成立与调整、队伍建设重要材料 永久 

培训宣传有关重要材料 10 年

调查研究有关重要材料 10 年

组织保障 

交流合作有关重要材料 30 年

其他 其他重要综合材料 - 

标准程序有关文件材料 永久 

规模分解文件材料 30 年

确定初选对象形成的重要材料 30 年

经济薄弱村

识别 

公示公告文件材料 永久 

精 

准 

识 

别 

类 

低收入农户

识别 
标准程序有关文件材料 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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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类目 
二级类目 三级类目 

保管 

期限 

规模分解文件材料 30 年

确定初选对象形成的重要材料 30 年

民主评议有关材料 30 年

公示公告文件材料 永久 

建档立卡信息表 永久 

数据库文件材料、元数据 永久 建档立卡 

信息系统 
重要分析报告 30 年

其他 其他精准识别重要材料 - 

特色产业扶持形成的重要材料 30 年

创业就业扶持形成的重要材料 30 年

教育支持形成的重要材料 30 年

健康扶贫形成的重要材料 30 年

低保兜底形成的重要材料 30 年

资产收益扶贫形成的重要材料 30 年

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和残疾人扶持形成

的重要材料 
永久 

精 

准 

施 

策 

类 

低收入人口

精准扶持 

其他精准扶贫低收入人口重要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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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类目 
二级类目 三级类目 

保管 

期限 

交通水利电力建设形成的重要材料 30 年

“互联网＋”扶贫形成的重要材料 30 年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形成的重要材料 30 年

重点片区关键工程项目建设形成的重要材料 30 年

重点片区帮扶规划实施过程中形成的重要

材料 
30 年

扶持经济薄弱村集体经济发展形成的重要

材料 
30 年

经济薄弱地

区发展扶持 

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重要材料 - 

东西部扶贫协作重要材料 30 年

“五方挂钩”重要材料 30 年

军队、武警参与扶贫重要材料 30 年
社会扶贫 

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参与扶

贫重要材料 
30 年

财政投入有关重要材料 永久 

金融扶贫有关重要材料 永久 

用地政策支持扶贫形成的重要材料 永久 

科技人才支持扶贫的重要材料 30 年

支撑保障 

驻村帮扶有关重要材料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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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类目 
二级类目 三级类目 

保管 

期限 

其他 其他精准施策重要材料 - 

标准程序有关文件材料 永久 

县提出退出申请有关材料 永久 

市初审有关材料 永久 

省核查、公示、审定、报告有关材料 永久 

省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评估检查、备案登记

有关材料 
永久 

省扶贫开发

重点县退出 

省批准退出有关材料 永久 

标准程序有关文件材料 永久 

评议评定形成的重要材料 30 年

审核审查有关材料 30 年

经济薄弱村

退出 

公示公告有关材料 永久 

标准程序有关文件材料 永久 

“五签字五确认”有关文件材料 30 年
低收入农户

退出 

公示公告有关材料 永久 

数据库文件材料、元数据 永久 建档立卡 

信息系统 重要分析报告 30 年

精 

准 

脱 

贫 

类 

其他 其他精准识别重要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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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档案局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3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