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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国际图联主席艾伦·泰塞

欢迎阅读国际图联2009年年度报告，本年度国际图联进一步增强其作为值得信赖的代表全球
图书馆心声和为图书馆以及信息情报服务职能的地位。
很荣幸，我能够在2009年8月米兰国际图联大会之后，继克劳迪娅·卢克斯女士担任国际图联
主席。感谢克劳迪娅用英明的领导和坚强的意志向全世界传递“将图书馆提上日程”的理念。
8月份，我们完成了前任理事会向新当选的理事会过渡。前任理事会通过其具有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方法取得了卓
越的成绩；并为新一届理事会创建了一个坚实的平台，2010年及以后的战略规划已经拉开帷幕。
国际图联在承受全球金融危机（GFC）时表现出了其较强的韧性。通过良好的合作精神、细致的规划、以及在艰难
的预算决议中国际图联成员所展示的忠诚等，国际图联才能够保持会员的数量、维持核心项目以及其它活动的进行，
才能够支持维系国际图联在海牙的荷兰国家图书馆的总部。
2009年8月米兰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是国际图联众多活动中的又一亮点，这是我们新一届专业组织和全体会员的
首次聚会。其文化上的、专业上的以及财政上的成就是对意大利国家委员会的同事所做工作的最好褒奖。财政盈余捐
赠给了国际图联基金会。
全球性经济危机对国际图联的一个重大影响便是管理委员会决议将2010年国际图联大会从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移
至瑞典的哥德堡。在此，我谨代表所有国际图联相关人员向澳大利亚国家委员会致以诚挚的谢意，因为正是他们及时
地提醒了全球性经济危机对大会的潜在影响；同时，我在此也向瑞典图书馆协会表示感谢，因为是他们临危受命，在
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做好了在哥德堡举办2010年国际图联大会的准备。
2009年是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多年来进行发展项目基金资助的最后一年，他们对国际图联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
员会和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2010年，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的办公室将从瑞
典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移至国际图联总部。在米兰的国际图联大会期间，我们对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的官员波
吉塔·桑德尔（Birgitta. Sandell）和格尼拉·纳特维格（Gunilla Natvig）所作出的杰出成绩以及乌普萨拉大学的支持表
达的赞美之意。他们的专心致志与奉献精神对于推动世界发展中地区的图书馆事业有着巨大的影响。
今年，我们继续扩大与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全球图书馆项目合作，合作将持续到2012年。通过这项合作，国
际图联将能够继续进行发展计划、实施若干信息技术项目。
国际图联是一个机构复杂的组织，拥有众多的部门；在2009年，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绩。
在此感谢大家，同时特别感谢那些一直服务于国际图联并于今年离职的理事会成员、职员以及各委员会的委员们。另
外，在此还特别感谢上一届国际图联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主席保罗·斯特奇斯（Paul Sturges）先生，感谢他
所做的杰出成就。
我期待与您分享一个充满激情且繁荣昌盛的2010年。
艾伦·泰塞（Ellen R. Tise,）
，2009-2011年度国际图联主席
3

第一部分——战略重点

战略重点
詹妮弗·尼科尔森（Jennefer Nicholson），国际图联秘书长

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的战略重点如下：
——一项“将图书馆提上议程”且可以促进国际图联重要宣传主题的工作计划：


知识自由与信息获取；



知识产权的公平与公正；



跨越数字鸿沟的共享

——加强国际图联的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国际图联拥有有效的组织结构以协调我们的专业项目、知识和技能的发
展与共享、以及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
设立宣传部门的构想已经通过并纳入规划
宣传构架将依据资源和工具的统计与论证，将宣传活动的重点放在职业发展、政策宣传和大众宣传上。国际图
联通过其组织能力将各组织机构联合起来从而达成战略目标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也正是这一点引导国际图联管理
委员会的战略规划赢得更多的拥护和未来的持续发展，从而巩固国际图联在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地位：

国际图联宣传活动的重点是将政策与实际结合起来。2009年是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给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
会提供资助的最后一年。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办公地址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到国际图联总部的转移也为国际
图联管理委员会提供了一个实施核心项目新模式的契机。国际图联将重点放在政策和宣传上，并由相应的专业组支
持；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在宣传工具和政策的支持下，启动了一系列的专业发展培训计划。
“建设强大的图书馆协会”计划是使政策与实际相结合的项目。通过此项目图书馆员可以在日常图书馆业务工作或其图书
馆协会的工作中落实政策。这一套计划的设计主要针对各国图书馆专家提出的关于发展已有协会或新建协会的需求。它包含五个
核心模块，可以涵盖从一个协会的实际管理到国家层面“将图书馆提上议程”的所有工作内容。该套计划是一个培训集合包——
在某些国家，图书馆员或许希望能体验所有的核心模块；而在其他国家，图书馆员可能只想培训其中一项，比如如何维持和发展
一个图书馆协会等。参与的图书馆协会可以从中挑选他们需要的模块――同时它也可以拓展到国际图联的其他培训项目。例如，
在提供“建设强大的图书馆协会”培训的同时，国际图联还可以提供一个关于国际图联因特网宣言的研讨会，或者还可以和某个
第三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信息素养研讨会等。这种方式认同并基于这样的观点：图书馆界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
需求，某些政策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重要性。该项目将由一个在线平台作为支撑，所有的国际图联成员可以通过远程访问获取
学习材料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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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是宣传框架的一部分。其战略方法也适用于政策和社会宣传领域。在这些领域，国际图联的工作通
过核心项目和专业组的政策发展得以延续，例如，通过指导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或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
由委员会等核心项目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论坛或互联网管治论坛的工作，或者指导国际图联图书馆协会管理专业
组的成员在国家层面的工作。
今年的国际图联的宣传工作已经开展。统计与评估专业组正在研究支持性指标。
影响评价技术方法已经在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的一些活动中进行试验，从
而可以提供成功的经验和案例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评估及其带来的经验将
成为所有国际图联培训、研讨以及会议活动的一部分。各图书馆协会也许会将此项技
术应用于它们的宣传工作之中，而且这项技术已经包含在“建设强大的图书馆协会”
计划之中了。

战略重点集萃
2009年度扩大国际图联影响力和影响范围的合作伙伴：
•国际图联主席会议，德国柏林——“将图书馆提上议程”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例外与限制”提上日程——国际图联/图书馆电子信息联盟/图书馆版权联盟关于
图书馆和档案馆版权例外和限制的原则声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2008-2013框架协议
•国际图联多元文化图书馆宣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
•国际出版社协会/国际图联——与国际出版社协会就开放获取原则发表联合公报
•国际出版社协会/复制权组织国际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图联——就增强数字化时代的阅读文化议题
开展联合研讨会，法兰克福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古迹及遗址国际协会（LAMMS）网络建立
让成员参与宣传的活动项目：
•因特网宣言——在秘鲁、菲律宾、俄罗斯的实施大规模、多层级开拓项目[已超过3000图书情报工作人员
参与]
•艾滋病毒/艾滋病（HIV/AIDS）——在尼日利亚设立提供信息的项目
•图书馆卫生信息公共获取项目——在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新方案试点
•国际图联关于远离腐败实现透明、善政与自由的宣言——印度和越南的试点
•将透明、因特网宣言、艾滋病毒/艾滋病信息的获取等学习资料译成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俄文、
葡萄牙文等语言并上载至国际图联网站
•建设强大的图书馆协会计划（BSLA）启动
•“成功故事”数据库译成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
•国际图联宣传资料的重新编写、重新设计和翻译工作
基础构架
•实施新的专业结构
•在总部设立宣传与政策办公室
•核心项目的资助增加
•与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MGF）合作，获得至2012年业务经费资助
•管理委员会之大会评估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2008年12月）
•新网站开通
•会员保持和增长目标实现
•在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之下，保持了稳定的成员水平（略有增长）
•成员代表的国家数量增加
•年度财务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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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 （FAIFE）
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宣传的重点主题是知识自由与信息获取的权利和跨越数字鸿沟的共享。
利用图书馆加强信息获取以减少贫穷为核心目的发展项目主要由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赞助。2009年是瑞典国
际开发合作署提供赞助的最后一年，其赞助的发展项目在下面列出。自2005年起，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就是信息
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核心项目的重要赞助者。
2009年度，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一如既往地开展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项目，例如，与巴勒斯坦
的同事们一起在一笔挪威资金的赞助下对巴勒斯坦图书馆馆员进行培训，同时赞助一项巴勒斯坦报纸数字化的项
目，均涉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机构合作和专业知识共享。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参与资助了这一
成功的项目，并希望能够在2010年继续参与此项目。
国际图联世界报告的在线版取得了重大进展。它具有全文检索功能，拥有全球100多个国家的图书馆环境的
详细报告。该在线版数据库预计将于2010年国际图联大会期间发布。

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CLM）
在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政府机构以及其他相关组织宣传图书馆在版权例外和限制的地位方面取得了许多重
要的成果。版权例外和限制应：
——视作版权法的一部分，用来平衡信息的公权和私权
——视作版权构成所特有的一部分，用以支持全球的创新、创造和经济增长。
从图书馆的角度来看，由于在应对数字信息的使用和技术保护措施的使用方面缺乏有效规定，所以限制了图
书馆履行职责，而这一职责正是版权法一直以来想要支持的。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成员通过游说，成功地
将图书馆的例外和限制列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2009年的议程之中。
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与图书馆电子信息联盟（eIFL.net）以及总部设在美国的图书馆版权联盟
（LCA）合作，共同发表了国际图联/图书馆电子信息联盟/图书馆版权联盟关于与图书馆和档案馆相关的版权例
外和限制原则声明。按图书馆的需求，该原则列出了12项核心的版权例外和限制原则，其中包括允许图书馆为视
障人士制作复本的条款。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一直以来对于视障人士群体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的工作给
予积极的支持，为视障人士群体探求更加公平的版权模式。
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代表国际图联起草了关于谷歌图书和解协议的立场声明，并提交给审查此协议的
美国纽约南区法院。该声明承认谷歌可能会对增强信息获取有所贡献，谷歌图书搜索可能是促进学习和人类发展
前所未有的来源；但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价格政策、该项目潜在的垄断性和长期保存等。国际图联与欧洲图书馆
局、信息和文献协会欧洲局（EBLIDA）、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LIBER）及其他图书馆的代表于9月一起参加了
由欧盟委员会在布鲁塞尔组织的谷歌图书和解协议听证会，共同探讨了此声明对欧洲以及全世界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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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ALP）
通过推动非洲、亚洲和大洋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图书馆发展和信息服务，图书馆进步发展
行动委员会（ALP）旨在支持人类发展的关键问题：信息素养、终身学习、缩小数字鸿沟及可持续发展。
2009年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ALP）组织了12次会议和研讨会，提供了7个免费参加在米兰召
开的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的奖学金，10个亚洲和大洋洲地区的奖学金，以及5个培训项目。
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ALP）曾主要受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ida）资助，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
委员会（ALP）的许多项目贡献了自己的资源并筹集了额外的资金，用以保证项目的实施。
国际图联启动了建设强大的图书馆协会（BSLA）计划，这是一个综合能力建设方案，包括一系列
旨在发展和支持图书馆协会的培训材料，继续举办基于国际图联当前政策的研讨会，导师指导以及其他
活动。2009年举办了两次专家会议，来自澳大利亚，加纳，斯里兰卡，香港，丹麦，波兰，德国，美国
和乌克兰的经验丰富的图书馆协会领导参与了会议，并为该计划开发培训材料。10月份在博茨瓦纳首府
哈博罗内的博茨瓦纳大学，举办了由区域代表参加的试验研讨会，会议由前国际图联主席、大学图书馆
馆长凯•拉罗舍卡（Kay Raseroka）主持。11月份的会议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举办，由国际图联亚
洲太平洋区域办事处主办。研讨会试验了内容的相关性和培训方法的适用性，并讨论了该计划的未来发
展，包括如何对该计划进行定制，并在国际图联各个区域推出。

特色项目：图书馆宣传和政策发展的培训研讨会，
斯里兰卡科伦坡，2009年2月12日-13日

在斯里兰卡国家图书馆与文献中心（NLDSB）的支持下，
100位来自斯里兰卡、印度和尼泊尔图书馆协会，斯里兰卡国家
图书馆，特殊图书馆、大学和学校图书馆的参会者，包括地区
开发官员以及地方政府成员，接受了关于“制定行动计划工作
表”的实际操作训练。会上也讨论了如何处理媒体和立法者。
对于大部分参会者来说，图书馆宣传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参会者获得了一些新的技巧，包括如何使
公众了解他们的图书馆，以及如何获得政治当局及媒体的支持。一些地方机构成员和地区开发官员
们表示，他们正收回激进的思想，并保证自己会在当地做图书馆的倡导者。许多参会的从政者表达
了他们支持这类研讨会的愿望，并邀请斯里兰卡图书馆协会（SLLA）一起举办。两天的研讨会达成
了数项结论和决议，并指定了一个图书馆宣传和政策发展模式，可在将来的项目中应用。会议还决
定在斯里兰卡东部省举行附加研讨会，同时决定以本次研讨会为基础的后续研讨会将会在斯里兰卡
全国范围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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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核心项目：工作重点

国际图联保存保护核心项目（PAC）
2009年国际图联保存保护核心项目举行了关于保存与四个元素——空气、水、土和火——的一系列会议。
关于第一个元素——空气的会议，于3月份在巴黎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举行。会议得到了法国Stouls公司和爱
茵斯贝公司的赞助。关于第二个元素——水的会议，于10月份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举行。2010年计划举行
关于土和火的主题会议。
在与保存保护核心项目区域中心的紧密合作下，举办了超过9个关于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所有格式的图书馆和
档案馆文献的保存，以及应急预案培训会议。关于保存保护核心项目工作的完整报告，请见国际图联保存保护
核心项目（PAC）网站。
所有保存保护核心项目的区域中心都已续约。

位于巴西、玻利维亚、巴拉圭和乌拉圭
区域保存保护中心的保存中心

国际图联——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数字战略联盟（ICADS）
自2008年起，国际图联——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数字战略联盟（ICADS）就致力于在国家图书馆发展战
略性的、最先进的数字图书馆。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代表国际图联——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数字战略联盟（ICADS）开发了数字信息保
存获取（PADI）网站，并提供ICADS的内容。最初，核心ICADS成员添加了超过67个关于他们正在进行的尖
端的数字项目的条目。现在，中国和新西兰国家图书馆已经加入进来，开始为网站添加新的内容。
国际图联——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数字战略联盟（ICADS）顾问委员会在米兰开会讨论了ICADS的未来
管理，以及如何扩大成员等问题。并讨论了一些未来可能采用的管理模式。
新西兰国家图书馆请求ICADS开展一项关于全球国家图书馆（NLG）项目的技术评估，这个项目是为了
更易于发现并揭示全世界国家图书馆重要数字馆藏。评估将于2010年完成。

通用机读编目格式核心项目（UNIMARC）
第三版通用机读编目格式手册/规范格式的完成，是通用机读编目格式核心项目的重大成果。手册最终
在第20次UNIMARC常设委员会（PUC）会议上定稿（会议于2009年3月09-10日在里斯本的葡萄牙国家图书
馆举办）。新版本于2009年国际图联大会上发布，新版本的更新不仅与第三版通用机读编目格式手册/书目
格式同步，而且还根据通用机读编目格式用户提供给UNIMARC常设委员会（PUC）的意见和规范数据的功
能需求（FRAD）的概念和术语作了修改。通用机读编目格式/馆藏格式并没有任何改变。通用机读编目格
式/分类格式仍在进行中，到2010年会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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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核心项目：鸣谢

国际图联对本年度为我们能继续进行核心与地区活动并发展项目做出杰出贡献
的以下机构和组织表示诚挚的谢意。
国家图书馆-荷兰
（国际图联总部所在地）
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ida）
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全球图书馆发展基金
乌普萨拉大学，瑞典
（国际图联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办公室所在地）
法国国家图书馆
（国际图联保存保护核心项目所在地）
大英图书馆
（国际图联——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数字战略联盟所在地）
葡萄牙国家图书馆
（通用机读编目格式核心项目所在地）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新加坡
（国际图联亚太区域办事处所在地）
南非大学，比勒陀利亚
（国际图联非洲区域办事处所在地）
里约热内卢公共图书馆
（国际图联拉美和加勒比区域办事处所在地）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国会图书馆——美国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本
荷兰图书馆、信息机构与档案馆联合会（FOBID）
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
丹麦图书馆与媒体局——丹麦
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芬兰
德国国家图书馆——德国
卢森堡大公国国家图书馆——卢森堡
挪威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管理局——挪威
西班牙国家图书馆——西班牙
巴巴多斯国家图书馆——巴巴多斯
瑞典国家图书馆——瑞典
瑞士国家图书馆——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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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核心项目：项目与计划日程记录

ALP—— http：//www.ifla.org/en/alp

PAC—— http：//www.ifla.org/en/pac

FAIFE—— http：//www.ifla.org/en/faife

ICADS—— http：//www.ifla.org/en/icads

CLM—— http：//www.ifla.org/en/clm

UNIMARC—— http：//www.ifla.org/en/unimarc

一月

• 给19位来自非洲法语区的新人进行关于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保存保护的培训——贝宁
• 视觉障碍相关人士会议——瑞士
• 培训项目：如何处理并保存日式图书——日本

二月

• 给100位图书馆协会领导和专家进行图书馆宣传和政策发展的培训——斯里兰卡（由斯里兰卡
国家图书馆与文献中心协办）
•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会议——荷兰

三月

• 举办培训研讨会，向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教师传授图书馆技巧（至五月），参会者34
人（由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教育应用研究中心——CARE组织）——巴勒斯坦
• 举办公共图书馆和信息社会的国际研讨会，参会者320人（由秘鲁书商会，大陆银行基金会和
文献与图书馆信息公司协办）——秘鲁
• 因特网宣言研讨会，参会者200人——秘鲁
• 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研讨会——尼日利亚
• 保存与四元素会议——法国

四月

• 阿拉伯国家数字图书馆发展研讨会，参会者120人——黎巴嫩
• 因特网宣言研讨会，参会者2300人——菲律宾
• 保存保护核心项目在韩国：春季会议——韩国
• 国际图联/图书馆电子信息联盟（eIFL）/图书馆版权联盟（LCA）共同发布关于图书馆档案馆
版权例外与限制原则的声明——英国

五月

• 培训图书馆和信息专家在信息素养方面的技巧的研讨会，参会者75人——印度
• 因特网宣言研讨会，参会者500人——俄罗斯
• 通过因特网自由获取信息的7日项目，参加者34人（由知识与自由基金会（FOKAL）协办）
——海地
• 因特网宣言研讨会，参会者500人——俄罗斯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著作权与相关权利常务委员会会议

六月

• 信息素养研讨会，参会者30人——孟加拉国
•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能力建设措施的研讨会，参会者16人 （国际图联非洲区域办事处，澳大
利亚南澳大学图书馆和非洲地区专业组共同组织）——加纳

七月

• 联结非洲人与自身资源研讨会：非洲的数字化未来的发展政策和战略，参会者200人 （由纽
约卡内基公司协办）——埃塞俄比亚
• 通过图书馆对健康信息进行公共获取的学习材料。新的材料首先在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
达试行。
• 42人参加了培训项目：保存及修复受损文献的初级技巧——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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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 培训图书馆和信息专家在信息素养方面的技巧的研讨会，参会者55人——印度
• 宣讲人资助，让年轻的从业者在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宣读论文——7位受资助人——意大利
• 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会议——意大利
• 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会议——意大利
• 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议程会议: “图书馆职场工作的道德问题”和 “图书馆与因特网：公
共政策的挑战”——意大利
• 专业组卫星会议，参会者120人（由Zeutschel和Treventus赞助）——意大利
• 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业务会议——意大利
• 国际图联保存保护核心项目业务会议——意大利
• 卫星会议——“以文化遗产为导向的背景下图书馆资料的保存保护”——罗马——意大利
• 国际图联——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数字战略联盟业务会议——意大利
• 通用机读编目格式核心项目业务会议——意大利

九月

• 日内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成员国大会——瑞士
• 欧洲委员会关于Google图书和解协议的听证会——比利时，布鲁塞尔

十月

•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能力建设措施的研讨会，参会者15人——南非
• 培训教师的培训：“数字化项目中的保存保护建设”参会者30人（由科学出版物国际网络
（INASP）和大西洋慈善总会的协办）——越南
• “水对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材料的影响”会议，参会者140人——捷克共和国
• 国际图联保存保护中心亚洲区域中心举办第16届亚洲及大洋洲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
（CDNLAO），会议主题为“知识型社会中的合作”——日本
• 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战略计划会议——芬兰

十一月

• 推广阅读研讨会参会者58人——波多黎各
• 为盲人和阅读障碍人群服务研讨会，参会者250人（由盲人图书馆和社区与公民建设组织协办）
——巴西
• 2个国际图联关于远离腐败实现透明、善政与自由的宣言的试验研讨会：50位参会者来自印度，
15位参会者来自越南

十二月

• 培训图书馆和信息专家在信息素养方面的技巧的研讨会，参会者152人——印度
• 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会议——国际图联总部——荷兰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著作权与相关权利常务委员会会议

全年

• “每个孩子一本书”计划（由博茨瓦纳图书馆协会组织，博茨瓦纳国家图书馆服务处、非洲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综合防治合作计划（ACHAP），Springer公司，PRG和初级教育部协办）
• 拉丁美洲图书馆员关于信息技术的实习机会——墨西哥
• 关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信息提供的项目——尼日利亚
• 草案初稿：通过图书馆对健康信息进行公共获取研讨会的学习材料——古巴
•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项目
• 国际蓝盾委员会巴黎会议——法国
• 对巴西、巴拉圭、玻利维亚和乌拉圭的信息从业者进行保存保存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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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会员制度

会员制度

国际图联的会员制度是持续的和全球性的。尽管全球经济严重衰退，国际图联在2009年逐步减轻了会员
数量在过去数年间的下降趋势，稳定了会员数量。本年度，年初会员数1466，年末为1467。国际图联实现了
保留率90%的目标（1319位会员保留）；未能达到增长率3%的目标，但有148位新会员加入，增长率为0.06%。
148个新会员来自国际图联的所有地区。会员制度中唯一出现下降的类别是个人会员，特别是美国的个人会
员，这可能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

国际图联的会员来自144个国家。今年国际图联迎来了新的国家：乌克兰，伊拉克，约旦，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和卢旺达。

成员区域分布

1：欧洲

704

2：北美洲

282

3：亚洲与太平洋洲

261

4：非洲

128

5： 拉丁美洲与加勒
比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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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

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
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国际图联第75届全体会员大会，于2009年8月23日-27日在意大利米兰举
行。大会主题是“图书馆创造未来：筑就于文化遗产之上”。http：//www.ifla.org/annual-conference/ifla75/
大会由国际图联和意大利国家委员会共同组织，意大利国家委员会主席毛罗·圭里尼（Mauro Guerrini）是
意大利图书馆协会主席。大会取得了文化上、专业上和经济上的成功。国际图联感谢意大利图书馆界和政府，
特别是米兰市政府、文化遗产部、米兰省和伦巴第大区的慷慨支持和协助。会议的主题和地点，使得参会代表
和参展商获得了难得的体验文化瑰宝，并在斯卡拉剧院欣赏专场音乐会的机会。国际图联专业委员会组织了为
期一天的非常成功的会场外座谈会，关于“数字图书馆的未来：用户视角和机构战略”。座谈会由意大利文化
遗产部主办，在米兰大学举行。

大会新的专业结构提交本次全体会员大会审议通过，并于本校大会起开始实施。

李春（中国北川县图书馆馆长）和李开成（绵
竹县图书馆馆长）受国际图联基金会的邀请参
加了大会。此前国际图联主席克劳迪娅·卢克
斯（Claudia Lux）曾访问了中国的地震地区。

李春讲述了她所在的中国北川县图书馆被完全摧毁的
震撼人心的故事。图书馆楼舍完全坍塌，导致一名员
工丧生，大部分珍贵馆藏损毁，被埋在20多米深的废
墟下。图书馆馆长李春女士被埋在碎石下75个小时后
终于得救。克劳斯王子文化发展基金会文化紧急响应
项目（CER）承诺提供120，000欧元用以给北川图书
馆无处存放的馆藏建设一个安全可靠的羌族文献保存
库。北川图书馆的馆藏对中国的少数民族羌族——这
是由中国政府官方承认的56个民族之一——有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对北川图书馆的资助是文化紧急响应项
目（CER）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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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

专业奖项
：经 典
年度海报奖
视觉：
广州·今日
同样角
新老照片用
日广州
度，拍摄今
新影像
俊明，
展出者：倪
中国）
黄群庆，（

年度通讯
奖：
素养与
阅读专
业组
通讯

致谢
国际图联向以下提供参会资助金的组织与机构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是：

肖基·赛伦博士参会资助金
2005 年国际图联挪威大会盈余基金会
哈里·坎贝尔参会资助金
国际图联教育与培训专业组
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
意大利文化部联合编目中心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伦巴第大区，皮埃蒙特大区，马尔科大区，以及意大利各类
私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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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

赞助商

国际图联向本届大会的主要赞助商表示衷心的感谢
白金级：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
黄金级：ProQuest公司
银级：Elsevier集团、Infor公司
铜级：H.W.Wilson基金会、绍尔出版集团
米兰大会相关数据统计

219
会议s) 议 80
会
专业
03
展 1
海报

名）

五
（前

统计
代表
会
参
各国 利 426
大
1 意
13
国 3
美
2
36
兰 1
芬
3
26
国 1
中
4
25
国 1
7
5 英 总数 12
国
参会

各语种会议论文
总计 230
论文/译文总计
424

全程代表 2
588
获得资助者
18
参展商 98
日注册代表
594

据估计，所有参会代表的联合购买力预计将超过 2 亿美元。
国际图联大会以不同的方式对主办国进行支持。非意大利的参会代表中，有近一半代
表延长了在意大利的停留时间，他们在意大利的度假时间总和预计超过 4600 天。据估计，
所有非意大利代表在意大利的消费支出超过 48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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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荣誉与奖励

荣誉与奖励

荣誉会员
克劳斯• 绍尔（Klaus G. Saur），表彰其 30 多年来
作为国际图联出版商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国际图联奖章
沃尔夫• 约兰松（Ulf Göranson）与乌普萨拉大
学图书馆（由皮• 库乌赫德（Per Cullhed）作为代表）
——在国际图联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成立 25
周年之际，感谢他们 20 年来对国际图联该核心项目
的支持。

维尼• 维察斯基（Winnie Vitzansky）——感谢她通
过引领专业图书馆服务和自由平等获取的国际宣传，为
国际图联和国际图书馆界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肖基• 塞伦（Shawky Salem）——感谢他通过组织代
表参会、撰写专业论文以及支持图书馆行业发展，为国际
图联和国际图书馆界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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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荣誉与奖励

国际图联名录奖
意大利国家委员会——以表达国际图联对意大利国家委员会以饱满的热
情和努力成功主办 2009 年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的诚挚谢意。
哈尔玛特• 瓦尔拉芬斯（Hartmut Walravens）——感谢他长期以来参与
国际图联活动，尤其是对连续出版物与其他连续性资源专业组及报纸专业组
的组织管理。
布鲁斯• 罗扬（Bruce Royan）——感谢他为国际图联做出的卓越贡献，
尤其是为国际图联信息技术专业组及视听与多媒体专业组所做的工作。
芭芭拉• 蒂利特（Barbara B. Tillett）（右图）——感谢她为国际书目控制
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尤其是 2003-2009 年间为国际图联编目原则的建立所做
的不懈努力。
格尼拉• 纳特维格（Gunilla Natvig）——感谢她在 1993-2009 年担任国
际图联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行政官员期间所做的工作，以及为国际图
联在全球的发展做出的努力。
波 吉 塔 • 桑 德 尔 （ Brigitta Sandell ） — — 感 谢 她 在 1993-2000 年 和
2000-2009 年分别担任国际图联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项目官员和主任
期间所做的工作，以及为国际图联在全球的发展做出的努力。

其他奖项
2009 年国际图联/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早期职业发展奖学金
国际图联、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和美国神学图书馆协会共同资助的 2009 年国际图联/联机
计算机图书馆中心早期职业发展奖学金的获得者是乌干达的约翰·齐亚加（John Kiyaga）先生，亚美尼亚
共和国的安妮• 米纳西安（Ani Minasyan）女士，肯尼亚的卡莱·乌马（Caleb Ouma）先生，巴基斯坦的塞
玛·乌塔（Saima Qutab）女士，赞比亚的雷蒙德• 斯坎尼卡（Raymond Sikanyika）先生，以及塞尔维亚的
韦斯纳·夫克桑（Vesna Vuksan）女士。
由国际图联管理和营销专业组与爱墨瑞德公司携手共同资助的 2009 年第七届国际图联国际营销奖获
奖者是新加坡国家图书管理局，其参选口号为“到图书馆去”
。
2009 年度国际图联扫盲奖（IFLA's Guust van Wesemael Literacy Prize）授予两兄弟研究所（Instituto Dois
Irmãos (i2i)），并协助阅览室的改进，以期更好的实现两兄弟研究所的使命。

营销信息素养标志
2008 年，国际图联信息素养专业组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携手组织信息素养标志设计大赛。获奖设计作品的
设计者是古巴的爱德加·路易斯·佩雷兹（Edgar Luy Pé
rez）。2009 年，专业委员会为营销信息素养标志工具包
的研发给予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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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截止2009年12月31日）

-

国际 图
联总部

2009 年

2008 年

有形固定资产

€
25,778

€
0

€
25,778

€
25,043

财政固定资产
荷兰银行基金

308,152

0

308,152

290,120

流动资产
应收款项
银行现金与手头现金

权益金（Equity）
专项基金
专项储备金
一般储备金
流动负债
预期收益
债权人及其负债

212,842
3,171,798

14,301
16,050

227,143
3,187,848

313,300
1,920,626

3,718,570

30,351

3,748,921

2,549,089

108
96,423
783,043

108
118,139
676,120

108
80,373
783,043

27,979
2,827,067
3,718,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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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0
16,050
0

0
27,979
36,261
14,301 2,841,368 1,718,461
30,351

3,748,921

2,549,089

第一部分——财务报表

2009年度收支报告

国际图联
总部
€
收入
会费
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捐款
其他核心活动捐款
合作伙伴
荷兰政府
比尔与梅林达• 盖茨基金会捐款
出版物销售和版税费
会议注册
利息及其他财政收入
代金券收入
肖基• 赛伦培训基金会收入
玛格瑞特• 维基斯查姆基金会收入
国际图联国际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基金会收入
杂项收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

支出
会议
专业项目
出版物支出（包括提供给会员的免费出版物）
员工支出
办公室支出
比尔与梅林达• 盖茨基金会支出
代金券支出
肖基• 赛伦培训基金会支出
HP Geh资助金支出
玛格瑞特• 维基斯查姆基金会支出
国际图联国际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支出
古斯特读书奖支出
利息及其他财政支出
杂项支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出

总计

核心活动

€

2009年

2008年

€

€

758,867
205,735
29,932
35,848
16,000
352,682
84,295
163,896
33,942
52,060
670
880
0
14,662
0

0
242,325
169,362
0
0
0
0
0
2
0
0
0
0
2,203
0

758,867
448,060
199,294
35,848
16,000
352,682
84,295
163,896
33,944
52,060
670
880
0
16,865
0

746,707.00
501,570.00
250,068.00
34,600.00
15,882.00
186,935.00
90,814.00
176,456.00
21,443.00
56,912.00
709.00
614.00
6,500.00
13,475.00
7,000.00

1,749,469

413,892

2,163,361

2,109,685.00

40,902
299,726
72,579
669,171
150,692
352,682
6,387
1,012
0
2,249
6,214
3,500
13,228
14,612
0

0
232,870
27,191
172,713
2,557
0
0
0
0
0
0
0
0
11,571
0

40,902
532,596
99,770
841,884
153,249
352,682
6,387
1,012
0
2,249
6,214
3,500
13,228
26,183
0

51,011.00
535,906.00
113,545.00
850,773.00
178,789.00
186,935.00
23,615.00
853.00
0.00
0.00
0.00
0.00
19,994.00
23,663.00
7,000.00

1,632,954

446,902

2,079,856

1,992,084.00

116,515

-33,010

83,505

117,6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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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组织机构：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

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

当选主席、管理委员会以及专业部主要负责人在 2009 年的选举中产生。
艾伦• 泰塞（Ellen Tise）
，南非（8 月 28 日起任国际图联主席，2007.8 -2009.8，国际图联当选主席）
克劳迪娅• 卢克斯（Claudia Lux）
，德国（前任国际图联主席，任期截至 8 月 27 日）
英格丽德• 帕伦特（Ingrid Parent）
，加拿大（8 月 28 日起任国际图联当选主席）
芭芭拉• 斯克赫雷哈根（Barbara Schleihagen），德国（8 月 28 日起任财务官）
贡纳尔• 萨林（Gunnar Sahlin）
，瑞典（前任财务官，任期截至 8 月 27 日）
海伦娜• R• 阿萨莫阿－哈桑，加纳（8 月 28 日再度当选）
朱迪思• J• 曼斯菲尔德（Judith J. Field）
，美国（8 月 28 日当选）
迈克尔• 希尼（Michael Heaney）
，英国（8 月 28 日当选）
贾尼斯• R• 拉茜丝（Janice R Lachance）
，美国（8 月 28 日任命）
帕特里斯• 兰德利（Patrice Landry）
，瑞士（任期截至 8 月 27 日，8 月 28 日当选专业委员会主席）
耶苏• 劳（Jesús Lau）
，墨西哥（8 月 28 日再度当选）
布勒• 姆班波• 塔特（Buhle Mbambo-Thata），南非（8 月 28 日当选）
丹尼尔• 明乔（Danielle Mincio）
，瑞士（8 月 28 日再度当选）
托恩• 埃利• 莫斯德（Tone Eli Moseid）
，挪威（8 月 28 日当选）
安• 奥克森（Ann Okerson）
，美国（8 月 28 日当选）
帕斯卡• 桑斯（Pascal Sanz）
，法国 （8 月 28 日再度当选）
2009 年，国际图联管理
堂娜• 谢德尔（Donna Scheeder）
，美国（8 月 28 日当选）
委员会及其执行委员会、专
西尼卡• 西皮拉（Sinikka Sipilä）
，芬兰（8 月 28 日再度当选）
业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召开
保罗• 惠特尼（Paul Whitney）
，加拿大（8 月 28 日当选）
了三次碰头会，时间为 4 月
史蒂夫• W• 威特（Steve W. Witt）
，美国（8 月 28 日当选）
20-22 日，
8 月 21 日和 28 日，
朱强（Qiang Zhu），中国（8 月 28 日当选）
11 月 30 日-12 月 2 日。
芭芭拉• J• 福特（Barbara J. Ford）
，美国（8 月 28 日卸任）
普蕾米拉• 加米奇（Premila Gamage）
，斯里兰卡（8 月 28 日卸任）
南希• E• 格文（Nancy E. Gwinn）
，美国（8 月 28 日卸任）
托尼• 谢克斯塔德（Torny Kjekstad）
，挪威（8 月 28 日卸任）
特丽• 科尔德鲁普• 弗拉腾(Trine Kolderup Flaten)，挪威（8 月 28 日卸任）
鲍勃• 麦基（Bob McKee）
，英国（8 月 28 日卸任）
五个专业部的主席从
雷让• 萨瓦尔（Réjean Savard）
，加拿大（8 月 28 日卸任）
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及其
华金• 塞尔加斯• 居蒂耶雷（Joaquín Selgas Gutiérrez），西班牙（8 月 28
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产生。
日卸任）
林恩• F• 斯柏（Lynn F. Sipe）
，美国（8 月 28 日卸任）
安娜• 玛丽亚• 塔马罗（Anna Maria Tammaro），意大利（8 月 28 日卸任）
张晓林（Xiaolin Zhang）
，中国（8 月 28 日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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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组织机构：专业组织结构

2009年8月国际图联开始启用新的专业组织结构。
分类Ⅰ
图书馆类型

分类Ⅱ
图书馆馆藏

分类Ⅲ
图书馆服务

分类Ⅳ
职业支持

分类Ⅴ
地域

专业组

专业组

专业组

专业组

专业组

•学术与研究图书馆
专业组

•采访与馆藏建设
专业组

•书目专业组

•继续职业发展与
职场学习专业组

•非洲地区专业组

•艺术图书馆专业组

•视听与多媒体专
业组

•政府图书馆专业组
•健康与生命科学图
书馆专业组

•文献传递与资源
共享专业组

•编目专业组
•分类与标引专业组
•信息素养专业组
•信息技术专业组
•知识管理专业组
•儿童与青少年图书
馆专业组
•多元文化人群图书
馆服务专业组

•法律图书馆专业组

•家谱与地方志专
业组

•为阅读障碍人群服
务的图书馆专业组

•地理与舆图图书
馆专业组

•为议会服务的图书
馆和研究服务专业
组

•政府信息与官方
出版物专业组

•面向特殊需求群体
的图书馆服务专业
组

•大都会图书馆专业
组

•报纸专业组

•素养与阅读专业组

•保存与保护专业
组
•古籍与手稿专业
组

•参考咨询与信息服
务专业组

•国家图书馆专业组
•公共图书馆专业组
•学校图书馆与资源
中心专业组

•连续出版物与其
他连续性资源专业
组

•拉丁美洲与加勒
比地区专业组

•图书馆理论与研
究专业组
•管理与营销专业
组
•图书馆协会管理
专业组
•统计与评估专业
组

特殊兴趣组
•新职业特别兴趣
组（NPSIG）

特殊兴趣组
•非洲信息网络存
取特别兴趣组
(ATINA)
•发展中国家图书
馆学情报学教育
特别兴趣组

•电子学习特别兴
趣组
•图书馆历史特别
兴趣组

•图书馆与Web 2.0特
别兴趣组

•电子计量特别兴
趣组

•本土事务特别兴
趣组

•有可能成为特别
兴趣组的妇女、信
息与图书馆讨论组

核心项目组

核心项目组

核心项目组

核心项目组

•通用机读编目格式
核心项目委员会

•信息自由获取与
言论自由委员会

•国际图联保存保
护核心项目咨询
委员会

•国际图联保存保
护核心项目咨询
委员会

•国际图联-国家图书
馆馆长会议数字战
略联盟委员会

•版权与其他法律
事务委员会

特殊兴趣组
•环境可持续发展
与图书馆特别兴
趣组

特殊兴趣组
•农业图书馆特别兴
趣组
•国际组织与国际关
系特别兴趣组
(NOIR)

•图书馆建筑与设
备专业组

•亚洲与大洋洲专
业组

特殊兴趣组

•科学技术图书馆专
业组
•社会科学图书馆专
业组

•教育与培训专业
组

由专业委员会资助的专业项目包括：学术图书馆联盟指南；全球图书馆统计；《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更
新；易于阅读材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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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国际图联官员或代表们的全球活动

一月

•欧洲学术出版（APE）会议，德国柏林
•国际蓝盾委员会（ICBS）会议，法国巴黎
•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冬季会议，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
•BOBCATSSS大会，葡萄牙波尔图

二月

•国际图联非洲地区专业组中期会议，安哥拉罗安达
•国际图联亚洲与大洋洲专业组中期会议，泰国曼谷
•第3届国际图联主席会议，德国柏林
•APEC/IPEG（知识产权专家组）会议，新加坡
•互联网管理论坛（IGF）会前会，瑞士日内瓦
•图书馆协会管理专业组（MLAS）中期会议，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

三月

•斯泰林会议，意大利米兰
•丹麦图书馆协会年会，丹麦奥尔堡——由当选主席艾伦·泰塞做主旨发言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文化促进中心（CERLALC）会议，哥伦比亚波哥大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同行学习会议，墨西哥哈拉帕
•音像档案协会协调理事会（CCAAA）会议，荷兰海牙
•国际图联主席应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邀请参观了京都和东京的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并做了
一次题为“知识社会中的图书馆”的演讲。
•公共图书馆与信息社会，秘鲁利马
•国际图联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专业组中期会议，秘鲁利马

四月

•世界数字图书馆（WDL）启动仪式，法国巴黎
•LAMMS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古迹及遗址)会议，法国巴黎
•福德姆版权会议，英国剑桥
•东南亚图书馆学术研讨会（CONSAL），越南河内

五月

•欧洲图书馆、信息和文献协会管理局（EBLIDA）会议，奥地利维也纳
•国际图联/国际出版商协会（IFLA/IPA）会议，意大利帕尔马
•图书馆领导研修班，中国香港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瑞士日内瓦
•国际蓝盾委员会（ICBS）会议，法国巴黎
•数字图书馆开幕仪式，韩国首尔
•国际图联/OCLC研究员会议，莱顿/荷兰海牙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SCCR)会议，瑞士日内瓦
•影响评估会议，希腊克里特岛

六月

•第16届国际克里米亚会议，乌克兰苏达克
•加拿大图书馆协会会议，加拿大蒙特利尔
•国际言论自由交流（IFEX）会议，挪威奥斯陆
•德国图书馆会议，德国爱尔福特
•UNESCO世界图书之都评选大会，法国巴黎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大会，瑞士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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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国际图联官员或代表们的全球活动

七月

•数字图书馆与档案馆国际会议，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莫特森中心会议，美国伊利诺伊州香槟市
•美国图书馆协会会议，美国芝加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记忆国际咨询委员会，巴巴多斯

八月

•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意大利米兰

九月

•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馆庆——国际图联主席艾伦·泰塞致词，秘书长詹妮弗·尼科尔森做主旨发
言，中国北京
•国际蓝盾委员会（ICBS）会议，法国巴黎
•德国专业图书馆协会会议，德国卡尔斯鲁厄

十月

•国际学术图书馆会议，印度新德里
•新西兰奥特亚罗瓦图书馆和信息协会（LIANZA）会议，新西兰基督城
•法兰克福书展，德国法兰克福
•国际图联/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IFLA/ILDS）会议，德国汉诺威
•2009年世界电信展，瑞士日内瓦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会议，马耳他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关于知识产权与文化遗产会议，西班牙马德里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发展亚太会议，菲律宾马尼拉
•莫坦森杰出讲师研讨会，美国香槟市
•克劳斯王子文化应急基金董事会会议，荷兰海牙国际图联总部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MGF)图书馆协会会议，荷兰海牙
•国际复制权管理协会联合会（IFRRO）全体大会，挪威奥斯陆
•国际十进分类法（UDC）会议，荷兰海牙

十一月

•国际公共图书馆峰会，中国深圳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非洲阿拉伯地区研讨会，埃及开罗
•互联网管理论坛，埃及
•国际档案理事会圆桌会议，马耳他

十二月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古迹及遗址（LAMMS）会议，荷兰海牙国际图联总部
•第7届柏林开放获取国际会议，法国巴黎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MGF)诤友会议，美国西雅图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SCCR)会议，瑞士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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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区域办事处/语言中心

国际图联设有三个区域办事处，用以提高其国际形象，并协助开展以下事务：会员招募，（协
助）组织国际图联的区域事务，信息传递，并促进各区域内以及国际图联全球范围内的有效沟通。
非洲地区：
林迪·恩拉波（Lindy Nhlapo），区域办事处主任
c/o 南非大学，比勒陀利亚
林迪•恩拉波（Lindy
Nhlapo
http://www.ifla.org/en/regional-office-africa
林迪•恩拉波（Lindy Nhlapo 南非）

林迪•恩拉波（Lindy Nhlapo 南非）
亚太地区：
陈菊芳（Tan Keat Fong），区域办事处主任
帕特利娜·安慧敏（Petrina Ang Hui Min），区域办事处助理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
http://www.ifla.org/en/regional-office-asia-and-oceania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埃利扎贝特·玛丽亚·拉莫斯·德卡瓦略（Elizabet Maria Ramos de Carvalho），
区域办事处主任
巴西里约热内卢公共图书馆
http://www.ifla.org/en/regional-office-lac

国际图联设有四个语言中心，其作用是促进不同语言群体以及国际图联机构之间更加有效的沟通。
语言中心的工作包括：出版和（或）翻译通讯、国际图联重要文件、指南、新闻稿及国际图联世界图书
馆与信息大会的论文等。
阿拉伯语语言中心：

中文语言中心：

梭哈尔·瓦斯托（Sohair F. Wastawy），语言中心主任
蒂娜·约瑟夫（Dina Youssef），语言中心副主任
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
http://www.ifla.org/en/language-centre-arabic

严向东，语言中心主任
郝金敏，项目协调人
中国国家图书馆国际交流处
http://www.ifla.org/en/language-centre-chinese

非洲法语语言中心：

俄语语言中心：

马里耶东•迪昂格•迪奥普（Mariétou Diongue
Diop），语言中心主任

伊琳娜·盖顺（Irina Gayshun），国际图联事务、国外图书馆
情报学以及国际关系部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http://www.ifla.org/en/language-centre-russian

塞内加尔谢赫安塔迪奥普大学中心图书馆
http://www.ifla.org/en/language-centre-french-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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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核心项目办事处/国际图联总部

核心项目办事处

国际图联总部

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ALP）

詹妮弗·尼科尔森（Jennefer Nicholson） 秘书长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
比吉塔·桑德尔（Birgitta Sandell），项目主任
格尼拉·纳特维格（Gunilla Natvig），行政官员

斯杰德·库伯曼（Sjoerd Koopman）专业项目主任
玛格达·布旺（Magda Bouwens）办公室主任
斯图尔特·汉密尔顿（Stuart Hamilton）高级政策顾问

保存与保护中心（PAC）核心项目
法国国家图书馆
克里斯蒂安娜·巴里拉（Christiane Baryla），项目
主任
费洛尔·伊扎特（Flore Izart），项目官员
伊莎贝拉•福尔诺尼（Isabelle Fornoni），秘书

英格伯格·沃赫尔（Ingeborg Verheul）外联与服务部主

任
克里斯汀·苏伊德维克（Christine Zuidwijk）财务官
乔斯·奥威珂克（Josche Ouwerkerk）会议官员
西蒙·莱姆斯塔（Simon Lemstra）网络管理员/信息技术

通用机读编目格式（UNIMARC）核心项目
葡萄牙国家图书馆
玛丽亚－伊内斯•科代罗（Maria-Inês Cordeiro）项
目主任

协调员
索非娅·凯普尼西（Sofia Kapnisi）专业通信官
利迪娅·皮茨格（Lidia Putziger）会员管理官员
路易斯·塔卡克斯（Louis Takács）专业通信官/网站编

国际图联-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数字战略联盟
（ICADS）
大英图书馆
卡罗琳•布雷热（Caroline Brazier），主席，顾问
管理委员会
曼迪•斯图尔特（Mandy Stewart），秘书

辑
安妮•科尔霍宁（Anne Korhonen）行政助理
埃丝特•多里亚（Esther Doria）行政助理
苏珊•索普曼（Susan Schaepman）代金券计划负责人

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 (FAIFE)
国际图联总部
斯图尔特•汉密尔顿（Stuart Hamilton），高级政策
顾问

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 (CLM)
国际图联总部
斯图尔特•汉密尔顿（Stuart Hamilton），高级政
策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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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合作伙伴

2009年合作伙伴
能够为图书馆届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公司均可以作为合作伙伴加入国际图联。合作伙伴们为IFLA开展的活动
提供财政支持，同时通过在国际图联成员中进行商业推广获得回报。合作伙伴分三个等级：黄金级、银级、铜级。

黄金级合作伙伴

银级合作伙伴

De Gruyter / Saur

BRIL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BSCO Information Services

Elsevier B.V.

铜级合作伙伴
Emerald

OCLC

ProQuest

Sage Publications

SirsiDy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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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Reviews
AXIELL Library Group
Dansk BiblioteksCenter A/S
Ebrary
Ingressus
Innovative Interfaces Inc.
Otto Harrassowitz Gmbh & Co. KG
Schulz Speyer Bibliothekstechnik
Springer SBM B.V.

第二部分——国际图联出版物

国际图联出版物
详情请登录：http://www.ifla.org/en/ifla-publications

国际图联出版丛刊：德国绍尔出版公司出版，2009年，慕尼黑
136/137.《全球图书馆与信息科学——教材》
编者：伊斯梅尔·阿卜杜拉（Ismaïl Abdullahi）
138.《21世纪世界图书馆统计》
编者：迈克尔·希尼（Michael Heaney）
139.《图书馆与信息行业的振兴战略》
编者：让娜·瓦尔雷耶斯（Jana Varlejs）、格雷厄姆·沃尔顿（Graham Walton）
140.《法律图书馆指南（第二版）》
编者：基斯•库宁厄姆（Keith Cuninghame）

国际图联的书目控制系列
第33卷：《UNIMARC的书目格式手册》
翻译：马克·肖万（Marc Chauveinc）
第5版，法语版，2005年
第37卷：《国际图联编目原则：国际编目原则声明（ICP）及词汇表》
编者：巴巴拉·蒂利特（Barbara Tillett）、安娜·卢普·克里斯坦（Ana Lupe Cristán）
慕尼黑，德国绍尔出版公司，2009年
第38卷：《UNIMARC手册——规范格式（第三版）》
编者：米尔娜·维勒（Mirna Willer）
慕尼黑，德国绍尔出版公司，2009年
第39卷：《数字时代的国家书目：指导和新方向》
编者：玛雅·苏梅尔（Maja Žumer）
慕尼黑，德国绍尔出版公司，2009年

国际图联专业报告
115.《多语种词典的准则》
由国际图联分类与标引专业组的多语种词典准则编辑小组编写，主编：格哈德·J.A.·里斯图斯（Gerhard J. A. Riesthuis）和
帕特利斯·兰德里（Patrice Landry） 海牙，国际图联总部，2009年
116.《馆藏捐赠：图书馆指南》
凯•安•卡斯尔（Kay Ann Cassell），莎伦•约翰逊（Sharon Johnson），朱迪思•曼斯菲尔德（Judith Mansfield），Sha Li Zhang
海牙，国际图联总部，2009
（国际图联专业报告122俄文版）
117.《面向特殊需求群体的图书馆服务专业组——术语及定义词汇表》
编辑：南希·玛丽·帕尼拉（Nancy Mary Panella）海牙，国际图联总部，2009年

国际图联期刊
编者：斯蒂芬·J·帕克（Stephen J Parker），SAGE出版集团每季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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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联总部
P.O. Box 95312
2509 CH The Hague
Netherlands
电话： +31-70-3140884
传真： +31-70-3834827
电邮： ifla@ifla.org
www.ifla.org

中文版由国际图联中文语言中心编译制作
译者：毛瑞、宋丽荣、张蕾累、齐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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