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标准《信息与文献 文件管理体系 实施指南》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为提升我国数字转型背景下文件管理的国际化水平，加强对国际标准中有关

文件管理最佳实践规范与最新前沿成果的及时转化及本土化应用，ISO 

30302:2015 采标项目于 2020 年列入国家标准计划项目（项目编号：

20201599-T-469）。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负责起草，由全国

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提出并归口。 

2 主要工作过程 
标准制定的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 预研阶段。 

《信息与文献 文件管理体系实施指南》同 GB/T 34110《信息与文献 文件管

理体系基础与术语》和 GB/T 34112《信息与文献 文件管理体系要求》共同构成

文件管理体系的系列国家标准。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参与了 ISO 

30300系列国际标准的制定，也参与了ISO 30302:2015国际标准从WD起草到FDIS

完成的全过程，在国际标准进入 FDIS 阶段就开始了其翻译和与本土化应用预研

究工作，在此基础上成立标准立项申报组，并形成标准申报材料。 

（2）立项阶段。 

ISO 30302：2015 采标项目于 2020 年 4 月列入国家标准计划项目，（项目编

号：20201599-T-469），项目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10 月。在全国信

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领导下，《信息与文献 文件管理体系 实

施指南》标准起草小组成立，由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负责起草，起草

过程中成员进行了增补，国家档案局、南开大学商学院、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

术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山东省计算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

高地知库（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中电科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提升政府

治理能力大数据宜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北京智城信服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电子政务云计算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共同参与起草。



吸收了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专家参加课题组，负责该标准的制定工作，专

家组成具有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域、跨层级、跨部门，业务管理部门、档案业

务部门与信息化技术部门，政府、企业和高校覆盖特点。 

（3）草案起草阶段。 

在标准立项之前，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团队于 2016 年即完成了

标准的翻译工作。在标准正式立项之后，2020 年 4 月至 2020 年 5 月，标准起草

小组完成了 ISO 30302：2020《信息与文献 文件管理体系 实施指南》翻译及校

对工作，形成国家标准草案。 

2020 年 5 月至 7 月，标准起草小组组织专家对标准草案进行了多版校对和

修订，形成了术语一致性检查对照表（见附录一），完成《信息与文献 文件管理

体系 实施指南》征求意见稿，标准征求意见稿质量控制如表 1所示。 

表 1 标准征求意见稿质量控制过程 

版本 完成日期 参与单位 主要贡献 

1 2016-10-30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

源管理学院 

庞玲玲原文翻译 

2 2018-06-30 南开大学商学院 白文琳校对 

3 2020-03-30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

源管理学院 

安小米与同类管理体系标准对

照校对，制定术语一致性检查对

照表。 

4 2020-04-15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

源管理学院、南开大

学商学院 

白文琳和安小米对照更新版术

语翻译一致性检查表再次对原

文进行校对，形成征求意见稿一

稿 

5 2020-07-05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

源管理学院、南开大

学商学院、华中师范

大学管理学院、山东

省计算中心（国家超

级计算济南中心） 

收集来自 4 位专家的反馈意见

共 135 条，共采纳意见 95 条，

有 40 条建议未采纳，未采纳的

主要原因是参照术语一致性检

查对照表及本土化要求。 

标准起草小组根据所提意见进

行汇总，制定了采纳与不采纳的

原则，并以此为依据对标准进行

集中处理和修改，形成了征求意

见二次稿。 

3 标准编制情况 

3.1 编制原则和依据 

（1）遵循国家标准编制规则 



本标准的修订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 GB/T 20000.2—2009《标准化工作指南第 2 部分：

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则》的要求编写。 

（2）以忠实于 ISO 30302:2015 的方式进行翻译，等同采用该国际标准。 

（3）以 GB/T 34110《信息与文献 文件管理体系基础与术语》和 GB/T 34112

《信息与文献 文件管理体系要求》为编制的依据。 

3.2 主要内容说明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ISO30302:2015《信息与文献 文件管理体系 实施

指南》，标准主要内容包括 10 章、2 个附录和参考文献，分别是第 1 章：范围；

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第 3 章：术语和定义；第 4 章：组织环境；第 5 章：

领导作用；第 6 章：规划；第 7 章：支持；第 8 章：运行；第 9 章：绩效评价；

第 10 章：改进；附录：信息来源和要求示例。 

3.3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符合国家现行法律和法规的规定。 

4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专家们对 ISO 30302:2015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for records – Requirements 原文中的核心词汇 documented 

information 翻译产生了不同意见，产生了“证明性信息”、“文档化信息/文件

化信息”、“成文信息/形成文件的信息”等多种翻译，标准起草组最终参考了 GB/T 

34110-2017/ISO30300:2011 和 GB/T 34112-2017/ISO 30301:2011 的翻译，决定

翻译为“证明性信息”，这更符合 ISO30302:2015 及 ISO/TC46/SC11 系列标准制

定的宗旨，文件管理标准是基于证据的治理和 ISO 管理体系标准集成应用的基础。 

5 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 

6 知识产权状况声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7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ISO 22310:2006《信息与文献 标准制定中关于文件管理要求陈述的标准起



草者指南》阐明在国际标准化组织范围内涉及文件形成、利用和管理要求的国际

标准起草应该维护文件的一致性、权威性和真实性，确保国际标准间具有互操作

性，并规定凡涉及文件管理要求的陈述均需与 ISO/TC46/SC11 发布的标准要求保

持一致并具有互操作性，这也包括 ISO30302:2015。 

2018 年发布的第 9 版 ISO/IEC 指南第 1 部分的附录 SL“管理体系建议”的

附件 2第 15 页“3.11”明确“证明性信息（documented information）”是管理

体系标准的通用术语，脚注 2解释“证明性信息是要取得结果的文件(records)”,

“7.5”明确“证明性信息（documented information）”是管理体系必不可少的

有机组成，是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每个 ISO 管理体系标准中均有“证

明性信息”的章节和条款。ISO 30302:2015 是 ISO 管理体系标准基于证据的治

理与协作原则实施的基础，是 ISO 9000 质量管理体系、ISO 31000 风险管理体

系、ISO 26000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ISO 27000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O 14000

环境管理体系、ISO 50001 能源管理体系、ISO/TS 22003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ISO 

28003 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ISO 19011 审核管理管理体系、ISO 55001 资产管

理体系、ISO 19600 合规管理体系、ISO22301 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ISO 37001

反贿赂管理体系、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等管理体系系列标准成功实

施的基本要素。 

在管理体系标准中，“证明性信息”指组织实施管理体系需要管控和维护的

所有信息，包括组织形成的和接收到的，以及业务运行必不可少的过程性信息和

证明性信息。在 ISO 30300 系列管理体系标准中“records”指机构或个人在履

行其法定义务或开展业务活动过程中形成、接收并维护的作为证据和资产的信息，

其中证据不仅限于法律意义上的凭证。“records”一词涉及组织履行业务活动产

生的具有业务价值的所有信息，管理体系实施产生的证明性信息属于文件管理体

系的范围。“互联网+”时代，几乎所有组织都将走向数字转型，证明性信息也

越来越多以数字方式生成，应用 ISO30302:2015 对确保数字转型背景下的证明性

信息具有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和可用性，成为有效凭证至关重要。对于组织

集成应用 ISO 管理体系标准减少组织资源浪费和冗余，提高 ISO 管理体系标准协

同工作的信誉及其客户满意度，提升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8 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发布后尽快通过会议宣传、网络宣传等方式向社会宣贯，促进标准

采用。 

9 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0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该标准的名称、范围、牵头单位与计划下达时无变化，但其他参与单位有所

增加。 

 

 

《信息与文献 文件管理体系 实施指南》国家标准起草组 

2020 年 7 月 20 日 

  



 

附录 1：ISO 30302:2015 和主要管理体系标准术语翻译的对照 

注：红色为新版本翻译的变化或翻译中存在多种译法，标准起草组为维护 ISO30300 系列标

准采标中同一概念使用的一致性，确定的统一译法，变化原因为翻译更为准确表述原意。 

术语 

英文/中文翻译

对照 

ISO30302:2

015(与 ISO 

30301:2019

保持一致) 

ISO 

30301:

2019  

GB/T29246-2017/ISO/IE

C27000:2016 

GB/T 

19001-201

6/ISO 

90001:201

5 

GB/T34110-2017/ISO

30300:2011 

GB/T34112-2017/ISO 

30301:2011  

access/access 

control 

访问 访问 访问控制  利用 

accountability 责任 责任  责任 问责 

audit 审核 审核 审核 审核 审计 

authenticity 真实性 真实性 真实性  真实性 

authoritative 

records 

有效性文件 有效性

文件 

  有效性文件 

authorized 经授权 经授权   经授权 

available/avai

lability 

可获得 可获得 可用性 可获得 可获得 

code of 

practice 

行为守则     

combined audit 多体系审核 多体系

审核 

 多体系审

核 

 

joint audit 联合审核 联合审

核 

 联合审核  

do 实施 实施  实施 操作 

conformity 符合 符合 符合性 合格/符合 符合 

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mmunication 沟通 沟通 信息交流 沟通 沟通 

disposition 

authority 

处置权限 处置权

限 

  授权处置 

documented 

information 

证明性信息 证明性

信息 

文档化信息 成文信息 证明性信息 

document 文档 文档  文件 文档 

documentation 证明性文档 证明性

文档 

  证明性文档 

effectiveness 有效性 有效性 有效性 有效性 有效性 

efficiency 效率 效率 效率 效率 效率 

employee 员工     

ensure 确保 确保 确保 确保 确保 

evaluation 评价 评价 评价 评价 评估 



evidence 证据 证据 证据 证据 证据 

identification 识别  识别   

integrity 完整性 完整性 完整性  完整性 

leadership 领导作用 领导力 领导作用 领导作用 领导力 

Interested 

party 

利益相关方 利益相

关方 

受益相关方 相关方 利益相关方 

necessary 必需     

need 需求 需求 需求 需求 需要 

maintain/maint

enance 

维护  维护   

measurement 测量 测量 测量 测量 测评 

monitoring 监控 监控 监视 监视 监控 

non-conformity 不符合 不符合 不符合 不合格/不

符合 

不符合项 

objective 目标 目标 目标 目标 目标 

0peration/oper

ational 

运行/实施 运行 运行 运行 运行 

output 输出 输出 输出 输出 输出 

performance 绩效 绩效 性能 绩效 绩效 

performance 

evaluation 

绩效评价 绩效评

价 

 绩效评价 绩效评估 

planning/plan/

planned 

规划/计划 规 划 /

计划 

 策划、计划 计划 

policy 方针 方针 策略 方针 方针 

purpose 目标 宗旨  宗旨 目的 

process 过程 过程  过程 过程 

procedure 程序 程序  程序 程序 

record 文件 文件  记录 文件 

records 

control 

文件控制 文件控

制 

  文件控制 

records policy 文件方针     

reliability 可靠性 可靠性 可靠性  可靠性 

removal 移除 移除   移除 

retain 留存 留存 保留 保留 保留 

review 评审 评审 评审 评审 评审 

requirements 要求 要求 要求 要求 要求 

role 岗位、职责     

stakeholder 利益相关方 利益相

关方 

利益相关方 相关方 利益相关方 

systematic 体系化的     

top management 最高管理者 最高管

理者 

最高管理者 最高管理

者 

最高管理者 

use 使用 使用 使用 使用 利用 



usability 可用性 可用性   可用性 

verifiable 可证实的     

work process 工作过程 工作过

程 

 工作过程 工作过程 

 

“助动词及其等效表述“见白殿一.标准的编写.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9：32-34. 

Shall“应该”表示要求，标准中不用 “必须”； 

Should “宜“ 表示“建议”； 

Can “可能”表述允许； 

标准中禁止使用”不得“，“不准“，“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