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机构的监管合规性
联邦、州/省和地方政府必须遵守存档和保留电子通信的相关法规和准则。遵守这些法规将使您的
组织免受罚款、制裁和其他惩罚，还能规避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的滥用风险。

■  联邦政府：
■ 《  总统和联邦记录法案修正案 2014》 

(HR 1233)
■ 《信息自由法》（美国法典编号 5 U.S.C.§ 552， 

后经公法 104-231 号修订，美国法令全书 
编号 110 Stat.3048）

■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FRCP) 规则 34、
规则 26(b) 和规则 35

■ 《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案》(FISMA)
■ 《联邦信息政策协调》（美国法典第 44 卷 

第 35 章）
■ NARA 公告 2010-10

■  州/省政府及地方政府： 
■ 《《加州公共记录法案》（加州政府法典 

第 6250-6270 节）
■  佛罗里达州法典编号 119.01 和第 XIX 卷 

第 286 章
■  路易斯安那州第 44 卷第 1 章第 1 部分 

（《路易斯安那州阳光法》）
■  马萨诸塞州 SPR 公告1-99
■  密苏里州公共记录 610.010、610.023、 

610.024、610.026《俄亥俄州公共记录法案》
（俄亥俄州修订法典编号 149.43）

■ 《  《俄勒冈州公共记录法案》
■ 《  《华盛顿州公共记录法案》
■ 《  《威斯康星州公共记录法》

  

  

  
  

 

  

Retain 如何解除政府的合规之忧？ 
OpenText Retain™ Unified Archiving 提供
一种对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和移动通信统
一存档的多平台解决方案。此外，Retain 还
包含组织翘首以盼的内置 eDiscovery 和
发布功能，可帮助他们降低成本，管控复杂
性，缓解就地和云端风险。

多平台统一存档：包括电子邮件、社交媒体
和移动通信在内的所有讯息数据都存档到
一个统一的数据档案中。这使您能够在一
个中央位置搜索和发布讯息数据以及执行 
eDiscovery。

灵活的存档访问：可以直接从多个接入点
浏览和搜索 Retain Archive，包括最终用户
的电子邮件客户端、Retain 移动应用程序
基于浏览器的 Web 访问客户端和脱机存
档查看器等接入点。此外，存档数据还可导
出为可移植的独立存档查看器格式。

基于策略的统一存档：Retain 提供完全可
配置的策略，支持您定义要存档的电子
邮件、移动通信和社交媒体通信等特定 
数据。利用这些策略，您可根据邮箱类型、
讯息源、项目类型、讯息状态、讯息期限和
附件来定义要存档的内容。此外，还可以按
文件夹和附件类型进行筛选。此外，Retain 
能为所有存档的数据实施保留策略。

、

社交媒体存档和监管： OpenText Retain 
Social 提供存档、监视和数据洞察功能。 
这使组织能对 Facebook、Twitter、Linke
dIn、Instagram、Flickr、Pinterest 和 Google+  
社交平台执行 eDiscovery、查看带有背景
的讯息，以及确定所有帖子和图片的语气。
此外，您还能对 YouTube 和 Vimeo 平台的
所有视频和评论进行存档。

eDiscovery 监管搜索：管理员、记录管
理人员和其他授权用户可以执行 eDis-
covery，可以通过内置工具完成将讯息数
据置于诉讼保留状态以及打印、转发、保
存、编辑和导出讯息数据等监管任务。

合规和管控： OpenText GroupWise®、Gmail、 
Exchange 和 Office 365 缺乏关键的合规
功能，会使您的组织处于丢失数据和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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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风险之中。这些系统的标准存档功
能无法满足企业的需要。Retain 提供禁用
自动清除、支持 SmartPurge、允许控制存
档策略、支持导出为 PDF、允许存档讯息恢
复到收件箱、允许编辑导出的讯息以及禁
止讯息更改或删除，可以解决这种合规问
题。这些功能有助于确保数据存档的完整
性和合规性。

Web 访问存档查看器：只有 Retain 提供
基于浏览器的易用界面以及强大的搜索
工具，能让您在档案中快速访问和搜索数
据、执行 eDiscovery。

全面的导出功能：轻松将数据导出为 PST、 
PDF 或独立的存档查看器格式。导出的文
件完全编入索引且可以搜索，并包含一个
目录，可供快速浏览。

编辑控制：导出的数据可以进行编辑，从而
确保个人信息或其他编辑的项目不会出现
在开放记录请求中。

诉讼保留：为了保护未来诉讼中可能涉及
的电子邮件，Retain 可以标记归档项目，
以防项目被删除或操作，直至撤销诉讼保
留为止。

审计追踪：Retain 针对拥有存档搜索权限
的所有管理员和用户创建可搜索的审计追
踪，让您能够记录一切活动。

智能、保密和基于规则的标记：管理员和最
终用户可以对档案内的讯息创建自定义标
记。审计员、管理员和其他授权用户可以将
存档的讯息标记为保密。只有拥有授权的
用户可以查看或搜索这些标记的讯息。在
按照设定标准（包括正则表达式）存档讯息
的过程中，可将讯息标记为“保密”或添加
标记。这些标记可搜索，让 eDiscovery 变
得更轻松。

可配置权限：根据您设定的角色，通过“访
问控制列表”授予用户、管理员或其他人访
问 Retain 系统功能的权限。

最终用户邮箱管理：使用 Retain Web 访问
存档查看器，轻松搜索和恢复数据。这让最
终用户能在原始环境中搜索、转发、打印、
恢复、访问和查看讯息，无需管理员支持。

快速轻松的检索：Retain 具有内置的 Lu
cene 索引引擎或 Retain 高性能索引引擎

（适合大规模部署）。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microfocus.com/ope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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