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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国际图联为全世界图书馆与信息机构所信赖。我
们致力于让所有人获取信息、知识和文化，为社
会注入自主权和灵感，从而支持发展、学习、创
造性和创新活动。

简介
作为最重要的国际组织，我们在变动不居的信息
环境中，推动并代表我们全世界所有会员和图书
馆用户的利益。通过我们的会员网络以及与主要
利益相关方、信息和文化机构、国际组织、公民
社会组织、赞助商建立伙伴和协作关系，我们为
图书馆用户创造价值。
我们的目标是在全球倡导和推广高质量图书馆和
信息服务的价值和重要性，高质量的图书馆和信
息服务能够促进社会、文化和经济增长。我们对
专业和资源的投入，推动了数字和印刷信息以及
文化遗产的平等获取，促进学习、创造力和创新
的发展。

我们的战略方向指引我们通过宣传、优质的活动，
以及庆祝图书馆为社会带来的价值等方式，实现
我们的目标。
我们提出的主要倡议以上述战略方向为基础，在
一个确定的框架内制定优先项目。每一项倡议都
包括一系列活动、利益相关者、资源和专业技术。

核心价值观
我们在实施战略方向时，遵循以下核心价值观：
-

人权宣言第 19 条中规定的对信息、思想、想
象作品的自由获取和言论自由的原则；

-

相信人民、团体和组织需要全面而平等地获取
信息、思想和想象作品，以实现社会、教育、
文化、经济和民主的发展；

-

坚信提供高质量的图书馆和信息服务能够保
障上述对信息的获取；

-

让联合会的所有成员参与并收益于其活动，无
论其国籍、行为能力、民族、性别、所在地区、
语言、政治倾向、种族或宗教信仰。

战略方向
2016 至 2021 年，我们将着重以下四个战略方向：
战略方向 1：社会中的图书馆
我们将帮助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创建会读写、
有文化、齐参与的社会。我们将实施各项策略，开
发各种工具，让图书馆成为信息、教育、研究、文
化和社会参与的主要提供者。

我们将支持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并与我们的文
化遗产合作伙伴紧密协作，共同保护各种形式的文
化遗产，既包括传统和历史的遗产，也包括本地和
当代的留存，从而优化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
协作。

战略方向 2：信息与知识

战略方向 4：能力建设

我们将建立起一套框架，推动对任何形式、任何地
点的信息与知识的平等获取。我们将增强图书馆的
能力，使其成为创新的媒介，方便所在的社群创建
和循环利用其文化内容。

我们将提升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在国家、地区和
全球层面的声音。我们将制定一项宣传议程，增强
国际图联成员的宣传能力，让图书馆成为政治、经
济和社会变迁的主要参与者。

战略方向 3：文化遗产

国际图联 2016-2021 战略计划：主要倡议和活动
我们计划中的四个战略方向将通过一系列的主要倡议和活动来跟进。
主要倡议和活动由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通过顾问和指导小组推进，小组由我们的成员、专业组织、政策和项目顾
问团队、地区办公室和语言中心、领导人伙伴和合作伙伴组成，与国际图联的专业工作人员一道紧密协作。我们
的工作人员和专业组织也将参与支持主要倡议的项目。

战略以强有力的管理为支撑
国际图联的战略方向有着强有力的管理为支撑，以证据导向的实践和研究为基础，以稳健的政策和标准为约束。

战略方向 1：社会中的图书馆
我们将帮助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创建会读写、有文化、齐参与的社会。我们将实施各项策略，开发各种工具，
让图书馆成为信息、教育、研究、文化和社会参与的主要提供者。

主要倡议 2015-16:
1.1 通过获取各种形式的信息，推动阅读和扫盲成为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必要条件

活动 1.1.1 在扫盲和阅读方面，采取新的立场，融入
更广泛的参与和合作。
我们将在扫盲和阅读方面采取新的国际图联政策立
场，这是我们与合作伙伴共同制定的策略。
我们将为 9 月 8 日世界扫盲日制定一项策略，并提
出包括立场声明在内的材料。
我们将不断提高我们的成员和合作伙伴对于全球扫
盲的重要性的认识，大力宣传将全国扫盲计划列入
发展计划，实现联合国在《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到的“没有一个文盲的世界”
的目标。

活动 1.1.2 扩展并推动媒体和信息素养框架
我们将考察并制定一项战略措施，推动媒体和信息
素养技能，这些是公民利用各种形式的信息和知识
时所必需的技能。

活动 1.2.2 为图书馆进入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做宣传
我们将继续为将图书馆和信息服务和文化遗产机构
列入联合国 2030 年发展议程而宣传。
我们将在国家和地区层面支持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
构，帮助其在联合国《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可持
续发展议程》框架内进行宣传、制定政策和实施可
持续发展目标（SDGs）
我们将在《信息获取和发展里昂宣言》上百位的签
名者的支持下，强调信息获取和图书馆在可持续发
展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我们将起草一份“发展和信息获取”报告，评估
SDGs 和信息获取方面取得的进展，从而提供一个长
期可持续的信息环境。
1.3 起草国际图联趋势报告
国际图联趋势报告在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中指出了
五大主要趋势。
我们将围绕这五大趋势制定一项政策和行动议程。

活动 1.2.1 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绍图书馆在社会中
所承担的关键而不断更新的角色。

我们将更新国际图联趋势报告，在 2017 年的世界图
书馆与信息大会上发布。2016 年的大会上，我们将
发布一份图书馆趋势的行动和图书馆服务潜在趋势
的情况报告。

我们将起草一份推荐材料，并与成员国合作，将其
列入教科文组织议程。

1.4 推动国际图联标准，帮助图书馆为其社群提供服
务

1.2 将图书馆引入国际组织的议程中

我们将继续开发和更新国际图联标准和准则，推动
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图书馆机构的实施。

战略方向 2：信息与知识
我们将建立起一套框架，推动对任何形式、任何地点的信息与知识的平等获取。我们将增强图书馆的能力，使其
成为创新的媒介，方便所在的社群创建和循环利用其文化内容。

主要倡议 2015-16:

活动 2.2.4 继续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其
他伙伴的合作

2.1 建立一个长期可持续的信息环境

我们将继续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其他伙

我们将建立一个强大的证据和资源库，为制定有关
开放和获取数据、信息和知识的相关政策提供支持。

伴合作，推动为图书馆在数字时代提供便利的版权
框架发展。

在证据和资源的基础上，我们将确定长期可持续的

活动 2.2.5 制定有关市民创建内容的国际图联声明

信息环境的所必备的要素。

我们将在参与图书馆服务方面制定一项战略和行动
计划，推动创建本地、用户产生和市民科学的内容。

2.2 推广平等的版权框架

活动 2.2.1 推广为印刷品阅读障碍者制定的《马拉喀
什条约》
我们将与图书馆一道，推动成员国批准马拉喀什条
约，方便盲人、视障人士和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
获取出版作品。

活动 2.2.2 推动文本和数据挖掘海牙宣言
我们将与合作伙伴一道，推动文本和数据挖掘海牙
宣言，为知识发现和创造提供数据、实施和想法。

2.3 影响互联网治理的未来

活动 2.3.1 推动图书馆在提供互联网访问方面所起的
基础作用
我们将继续推动公众访问互联网，并在互联网治理
论坛有关图书馆中公众访问互联网的动态联盟框架
内，起草一份有关公众访问的原则声明。我们将与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WSIS+10 审查和国家、
地区和国际互联网治理论坛（IGF）共同合作。

活动 2.2.3 完善电子借阅框架

活动 2.3.2 确定国际图联的互联网中立立场

我们将为图书馆指出版权法律体系必须进行的改变，

我们将确定并推动国际图联在互联网中立方面的立
场，将其作为我们在互联网治理论坛中的一部分工

确定图书馆许可证的最佳模式，从而支持电子借阅。

作。

战略方向 3：文化遗产
我们将支持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并与我们的文化遗产合作伙伴紧密协作，共同保护各种形式的文化遗产，既
包括传统和历史的遗产，也包括本地和当代的留存，从而优化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协作。

主要倡议 2015-16:
3.1 建立保存与保护中心（PACs）网络，作为全球
保护记录性文化遗产的专业中心
我们将继续发展 PAC 中心网络，提供 PAC 专业服务，
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和特定的文化、语言和地域要
求。

3.2 建立不同形式的内容收集和保护标准

活动 3.2.1 与成员和合作伙伴一道，推动数字保存标
准建设与最佳实践
我们将继续与教科文组织 PERSIST 项目一道，开展
数字保存工作，并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数字保存和数
字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

我们将在国际图联内部，并与合作伙伴一道，确定
并建立收集和保存各种类型的内容的各项标准、准
则和最佳实践样例，并向成员和其他参与数字保存

我们将继续与成员和合作伙伴，包括蓝盾保险公司
（ICBS）和教科文组织一道，推动风险登记，记录

的机构推广。

存在风险，或可能遭受自然和人为危机、冲突或灾
难风险的图书馆馆藏。

活动 3.2.2 就探索图书馆在记录性文化遗产的数字/
虚拟归还中进行收集和获取内容进行辩论、交换看
法

为支持这一举措，我们将与蓝盾公司、教科文组织
和其他可能的出资方协作，让受自然或人为灾害威
胁或影响的图书馆受益。

我们将与成员和合作伙伴一道，探索在记录性文化
遗产的数字/虚拟归还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开放

我们将积极提高成员和合作伙伴对记录性文化遗产
减轻风险和灾难计划的认识，尤其着重宣传将联合
国《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

交流的平台；探索能够提供并尊重适当的获取权的
解决方法。

“目标 11.4：加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纳入
国家法律和发展计划。

3.3 通过降低灾难风险保护记录性文化遗产

战略方向 4：能力建设
我们将提升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声音。我们将制定一项宣传议程，增强国际图联成
员的宣传能力，让图书馆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主要参与者。

主要倡议 2015-16
4.1 在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内提升图书
馆的地位

活动 4.1.1 增强对联合国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可
持续发展议程的认识
我们将与图书馆和其他伙伴一起，提升图书馆在全
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地位。

活动 4.1.2 让国际图联成员参与游说，将图书馆纳入
国家和地区发展计划

4.2 提供国际宣传项目（IAP）
我们将评估我们的建立强大图书馆协会（BSLA）和
非洲 IAP 试点项目的成功之处。
我们将制定国际宣传项目，让图书馆机构有能力建
立并推动有利于为社区提供高价值图书馆服务的政
策框架，并设立和实施地区和国家行动议程，增强
宣传技巧。
4.3 推进我们的领导力项目

活动 4.3.1 提供有效的能力建设材料

我们将与图书馆机构一起宣传游说，将图书馆服务
纳入国家发展计划。

我们将把国际领导项目的材料打包成一系列的活动，
从而能在图书馆活动和会议期间提供。我们将让参

活动 4.1.3 转变思路，让图书馆成为社群的重要资产

与者体验宣传情景，提升其能力。

我们将制定一项沟通策略，旨在说服政策制定者、
赞助人和社群，使其意识到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是社
群的关键性资产。

活动 4.3.2 建立新的国际领导项目团队
我们将在 2016-2018 年计划和实施新的国际领导项
目团队。

有效的图书馆和信息服务为社群带来各项好处，我
们将通过有关的故事和证据来支持这一策略。
我们将通过宣传和能力建设活动，帮助图书馆机构
在其社群内部建立强有力的联系，使其成为自身的
支持者。

活动 4.3.3 拓展我们的经验丰富的领导人储备
我们将于 2017 年开始实施一项策略，让完成了领导
项目和伙伴项目团队的领导人参与国际图联的各项

活动中，增强其能力，同时拓展国际图联和合作伙
伴在各层面、各地区经验丰富的领导人储备。

4.4 实施我们的建立强大图书馆协会项目
我们将实施 BSLA 项目，尤其集中在非洲、亚洲、
大洋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我们将利用最佳实践和影响，完善现有的 BSLA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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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实施。

Fax +31-70-3834827

4.5 通过强化地区和部门能力建设，提升其在我们
各项活动中的参与度，强化国际图联

活动 4.5.1 强化我们的地区能力和领导力
我们将通过参与我们的主要倡议和其他活动，强化
地区能力，增强其存在感，从而保证国际图联真正
代表了全球各地区不同的观点和专业技能，无论其
地理位置、协会的经济实力，是机构还是个人成员，
都能积极参与并从中受益。

活动 4.5.2 增强公共图书馆在国家、地区和国际事务
中的参与度
我们将重新审视公共图书馆参与度不足的问题，极
力增强公共图书馆及其工作人员在国际图联活动、
协会和国家、地区和国际事物中的参与。

email ifla@ifla.org
www.ifl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