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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行动起来！…激发灵感…超越想象…赋予力量

赫尔辛基市长的欢迎辞
亲爱的各位代表：
赫尔辛基非常荣幸能举办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我们期待着欢迎世界各国的信息专家能够在2012年来
到赫尔辛基。2012年对赫尔辛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年份，欢庆赫尔辛基成为芬兰首都并被命名为世界设计之
都200周年。
北欧的福利模式不会对图书馆系统的重要性给予过高的评价。图书馆反映了许多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例
如开放与公平，并且肯定了我们对学习和知识的崇尚。此外，图书馆在实现信息社会这一目标中扮演了关键角
色。图书馆不仅保证了全体公民享受终身学习和电子服务，而且提供了获得新的国际视野的机会，并对发展公
民技能和媒体素养提供了支持。
2010年赫尔辛基市图书馆欢庆其建馆150周年。其持续的生命力是不断革新并成功顺应社会期望的结果。
我认为图书馆是一个国家教育水平较高，并愿意拥抱宽广未来的标志。赫尔辛基目前正在筹备新的中央图书馆。
21世纪图书馆的概念一定会超越传统模式。我们将其视为一个获取技能、知识和阅历的社会枢纽与多媒体节
点。
芬兰学术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合作非常活跃。2012年，一个全新的大学图书馆将在赫尔辛基城市大学
校区的中心地带开馆。这座图书馆未来将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文化避风港、知识和灵感的枢纽，人们可以
根据个人需要进行实地或虚拟的访问。
整个8月赫尔辛基都处于夏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届时本市将向各位代表提供丰富的社会和文化活动。
您将有机会一睹我们独特的群岛，亲眼看到并欣赏到芬兰的艺术、音乐、设计和建筑。
我热烈欢迎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来到赫尔辛基。我们将竭尽所能，让您的行程既成功又愉快。

尤西·帕尤宁（Jussi Pajunen）

赫尔辛基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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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邀请
亲爱的同事们：
我们谨代表国际图联2012年赫尔辛基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国家委员会以及整个芬兰图书馆界，非常荣幸和
高兴地欢迎您来到第78届国际图联大会。对于芬兰作为本次年度大会的主办国，我们心中充满热情与自豪之感。
我们的目标是为新的思路和启迪性的对话提供一个宽广饶沃的平台。我们致力于营造一种氛围，让国际图联
各专业组组织的活动能够在其中蓬勃发展并产生增值效益。我们希望这次大会的主旨“图书馆行动起来！——激
发灵感…超越想象…赋予力量”能够激励大家，就像图书馆不断启发自身的用户那样。
在芬兰，图书馆作为公共基础设施，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被大量使用且被认为具有很高的价值。
作为图书馆员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发展创新服务，为新时代的图书馆用户提供能够激发灵感、超越想象并赋予其
力量的源泉。本届大会得到了芬兰图书馆协会、赫尔辛基市议会、教育文化部以及芬兰所有图书馆的大力支持。
在您参观芬兰的各类图书馆时，您可以对我们现已取得的成果以及芬兰图书馆业界水平进行评估。我们与大
会主席团及会议中心的目标一致，就是以可持续发展的精神为指导来举办本次大会，并利用高新技术进行创新。
热情的志愿者将提供本地化的个人服务，为您引路并确保您的问题得到翔实的解答。
赫尔辛基是一个袖珍型的国际化大都会，在这儿即使是步行也很容易去往各处。尽管如此，我们也会为您提
供免费的市区公共交通服务（公共汽车、地铁、火车和电车），让您的出行更加便利。
您或许对诺基亚（NOKIA）、玛丽马克（Marimekko）、姆明一族（Moomins）以及西贝柳斯（Sibelius）
有所耳闻。其实芬兰远远不止这些。基于平等主义价值观、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务实的态度，我们邀请并鼓励您
不要浅尝辄止，而是去深入的体会芬兰以及芬兰人民为您带来的惊喜与神秘。
如果您的好奇心依然旺盛，您还可以从赫尔辛基乘火车去往圣彼得堡，或乘船去往塔林（爱沙尼亚共和国首
都），二者行程均短于4小时。
热烈欢迎您来到赫尔辛基——这一被《经济学家》杂志列为世界上最适宜生活的城市之一！

2012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国家委员会

迈亚•贝恩特松（Maija Berndtson）

西尼卡•西皮莱（Sinikka Sipilä）

基莫•图奥米宁（Kimmo Tuominen）

2012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国家委员会主席

2012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国家委员会联合主席

2012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国家委员会联合主席

www.if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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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芬兰赫尔辛基

重要信息
大会组织者
国际图联
PO Box 95312
NL- 2509 CH The Hague
Netherlands
Tel.: +31 70 31 40884
Fax: +31 70 38 34827
Email: ifla@ifla.org

大会秘书处
2012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
c/o K.I.T. Group GmbH –
Association & Conference Management
Kurfürstendamm 71
DE- 10709 Berlin
Germany
Tel.: +49 30 24 60 3-329
Fax: +49 30 24 60 3-200
Email: wlic2012@kit-group.org

国家委员会
克里斯蒂娜·维尔塔宁（Kristina Virtanen），项目经理
Email: kristina.Virtanen@hel.fi

注册服务部
c/o K.I.T. Group GmbH
Tel.: +49 30 24 60 3-380
Fax: +49 30 24 60 3-200
Email: wlic2012-registration@kit-group.org

大会会场
赫尔辛基会展中心（HECC）
Messuaukio PO Box 21
FI- 00521 Helsinki
Finland
Tel.: +358 9 150 91
Fax: +358 9 142 358
Email: info@finnexpo.fi

住宿服务部
c/o K.I.T. Group GmbH
Tel.: +49 30 24 60 3-384
Fax: +49 30 24 60 3-200
Email: wlic2012-hotel@kit-group.org
展览/赞助联络处
c/o K.I.T. Group GmbH
Tahir Ali
Tel.: +49 30 24 60 3-242
Fax: +49 30 24 60 3-200
Email: wlic2012-sponsorship@kit-group.org

重要备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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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注册开始

2011年10月4日

酒店预订开始

2011年10月4日

提前注册优惠截止

2012年5月15日

标准注册费提交截止

2012年8月9日

现场注册

2012年8月10日起

大会日期

2012年8月11-17日

www.if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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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信 息

会议地点

参会资料
参会资料可至注册服务处领取。资料包括大会日程、

赫尔辛基会展中心

大会论文光盘、与会者名录和参展商目录，以及其他相关
资料。

赫尔辛基会展中心是北欧主要的会议中心之一，也
是芬兰最大的会议中心。该会展中心距赫尔辛基市中心
仅4公里之遥，且交通便利。距赫尔辛基-万塔国际机场

国际图联大会通讯

不到20分钟车程。赫尔辛基会展中心每年举办1500多场

国际图联将在会议前以及会议期间通过多种途径发

展会。芬兰的所有重要国际性会议均在此举办，迄今规

布最新消息。国际图联的语言工作组将确保将大部分信

模最大的一次会议曾接待了多达10000名的参会者。每年

息，如国际图联邮寄列表、会前新闻通讯、社交媒体和大

有超过一百万人到赫尔辛基会展中心参观访问。赫尔辛

会专门网站，以七种官方工作语言，即：英文、法文、中

基会展中心各个展厅均配备了最先进的科技设备。进入

文、德文、俄文、阿拉伯文以及西班牙文，呈现在您面前。

会展中心的参会代表可免费使用无线网络。多功能展厅、
世界级会议设备和专业会议接待人员随时为您提供服
务。

国际图联2012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网站
大会相关信息将在国际图联网站上更新。建议您随时
访问国际图联网站以获取与2012年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

大会重要日期

信息大会相关的最新动态。大会网址链接：www.ifla.org

2012年8月11-17日
大会开幕式以及展览招待会将于2012年8月12日（星

大会秘书处

期日）在赫尔辛基会展中心举行。

展览
国际图联将在赫尔辛基会展中心与世界图书馆与信息
大会同期举行一场贸易展览会。与会者将受邀参观该展览
会。开放时间：8月12日（星期日）下午至8月15日（星期
三）。最终的开放时间请参见大会日程。

KIT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与会议管理部是国际图联
2012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的指定大会秘书处。
.

赞助
国际图联为2012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预留了诸
多商业赞助机会。您可以通过展会赞助商预定系统
（ESOS）进行在线预定。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赞助和参展
机会的信息，请与大会秘书处联系：
wlic2012-sponsorship@kit-group.org .

www.if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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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周六

8月12日，周日

8月13日，周一

领导人简会

领导人论坛

08.00-09.00

08.30-10.00

全体会议
08.30-09.15

SC会议

新成员会议

会议

09.15-11.45

08.30-10.00

09.30-11.30

SC 会议

Opening Ceremony
10.30-12.00

会议

12.00-14.30

11.45-12.45
主席宴请（特邀）
12.15-14.00

SC 会议
14.45-17.15

午餐 &
参观展览
12.45-13.45

国际图联集市
12.15-13.30

非洲预备会
加拿大预备会
17.00-18.00

会议

会议

13.45-15.45

13.45-15.45

预备会议

Exhibition & Opening Party
16.00-18.00

会议

18.00-19.00

展览 09.30-17.30
海报展 09.30-17.30

大 会 议 程

16.00-18.00

Officers Reception
(by invitation only)

8月15日，周三

8月16日，周四

全体会议
08.30-09.15

全体会议
08.30-09.15

会议

会议

会议

会议

09.30-11.30

09.30-11.30

10.45-12.45

会议

会议

会议

12.45-13.45

午餐
12.45-13.45

会议

会议

13.45-15.45

13.45-15.45

会议

全体会员大会

16.00-18.00

16.15-18.00

闭幕式
16.15-17.30

13.45-15.45

全天 & 半天

12.45-13.45

午餐 &
参观展览

参观图书馆

午餐 &
参观展览

11.45-12.45

8月17日，周五

08.30-10.30

展览 09.30-14.30

11.45-12.45

展览 09.30-17.30
海报展 09.30-17.30

8月14日，周二

文化/社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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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国家委员会

国家委员会 (NC)
迈亚·贝恩特松（Maija Berndtson）女
士，国家委员会主席，赫尔辛基城市图
书馆（芬兰公共图书馆的中央馆）馆长

佩伊维·库伊图宁（Päivi Kuitunen）
女士，塞杜·塞伊奈约基成人职业技
术学院图书馆等级技术培训教员

伊尔卡·梅基宁（Ilkka Mäkinen）先
西尼卡·西皮莱（Sinikka Sipilä）女士， 生，坦佩雷大学图书馆高等教育，信
国家委员会副主席，芬兰图书馆协会秘 息科学学院信息学与互动式媒体学讲
师，图书馆史讲师
书长
基莫·图奥米宁（Kimmo Tuominen）
先生，国家委员会副主席，芬兰研究型
图书馆协会于韦斯屈莱大学图书馆首
席馆长

佩 伊 维 · 利 特 马 宁 - 佩 察 拉 （ Päivi
Litmanen-Peitsala ） 女 士 ， Libraries.fi
网站通讯事务策划人

马蒂·萨尔梅拉（Matti Sarmela）先生，
西尔库·布林尼卡（Sirkku Blinnikka） Libraries.fi网站主编
女士，AMKIT联盟拉赫蒂应用科学大
学信息与图书馆服务部主任
玛利亚·邦（Maria Bang）女士，坦佩
雷大学学生社团成员
莱纳·托伊沃宁（Leena Toivonen）女
士，芬兰医学图书馆学会（BMF）坦
皮尔约·辛科（Pirjo Sinko）女士，芬
佩雷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兰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顾问
萨里·帕尤拉（Sari Pajula）女士，国
会图书馆馆长

巴尔布鲁·维格尔-吕内宁（Barbro
Wigell-Ryynänen）女士，芬兰教育文
化部文化事务顾问

阿里·穆霍宁（Ari Muhonen）先生，
阿尔托大学图书馆馆长，芬兰高校图
书馆理事会
埃拉·雷默（Eila Rämö）女士，阿尔
托大学图书馆（阿拉比阿校区）信息
服务部主管，芬兰研究型图书馆协会，
艺术图书馆分会
莱纳·乌莱纽斯（Leena Uhlenius）女
士，阿兰（Åland）图书馆协会马里汉
姆城市图书馆馆长

咨询委员会 (AB)
伊琳娜·林登（Irina Lynden）女士，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圣彼得堡）国际
项目部副主任（博士）
若 利 塔 · 斯 特 波 奈 提 安 （ Jolita
Steponaitiene）女士，立陶宛马蒂纳
斯·马齐达斯国立图书馆古籍与手稿
部主任，立陶宛图书馆员协会

济德拉·斯米塔（Dzidra Šmita）女士，
塞西莉亚·阿芙·福塞勒斯（Cecilia af
里加市议会教育、文化与体育部部长，
Forselles）女士，芬兰文学协会（SKS） 尤卡·雷兰徳（Jukka Relander）先生， 拉脱维亚图书馆委员会文化理事会会
图书馆首席馆长，专业图书馆理事会
芬兰图书馆协会会长
长
巴尔布鲁·尼高（Barbro Nygård）女士， 塞亚·萨尔米安（Seija Salmien）先生， 莉萨·哈利凯宁（Liisa Hallikainen）
考尼艾宁城市图书馆馆长，芬兰瑞典图 芬兰学校图书馆协会埃斯波市教育与
女士，北极中心图书馆拉普兰大学联
书馆协会
文化服务教育策划人
盟图书馆信息专家
梅 里 亚 · 皮 赫 拉 亚 迈 基 （ Merja
Pihlajamäki）女士，埃斯波城市图书馆
区域馆首席馆长，赫尔辛基大都市图书
馆联盟(HelMet)
克 里 斯 蒂 娜 · 维 尔 塔 宁 （ Kristina
Virtanen）女士，赫尔辛基城市图书馆
（芬兰公共图书馆的中央馆）国际事务
部项目经理

迈萨·洛维奥（Maisa Lovio）女士，
芬兰地方及地区管理局联盟高级顾问

卡尤·塔马卢（Kalju Tammaru）先生，
爱 沙 尼 亚 总 书 库 图 书 馆 (Repository
Library)馆藏管理专员，爱沙尼亚图书
亚科·图奥希涅米（Jaakko Tuohiniemi） 馆协会
先生，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秘书，
IAML芬兰——芬兰音乐图书馆协会
奥尔加·尤斯廷诺瓦（Olga Ustinova）
先生，圣彼得堡州立盲人图书馆馆长，
马留特·卡科（Marjut Kokko）先生， 俄罗斯图书馆协会
芬兰最高法院信息服务组组长，芬兰
信息服务专家团

图拉·鲁哈宁（Tuula Ruhanen）女士，
彭蒂·瓦图莱宁（Pentti Vattulainen）
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项目策划师,
先生，芬兰国家总书库图书馆馆长
凯·埃克霍尔姆（Kai Ekholm）先生，
图拉·哈维斯托（Tuula Haavisto）
教授，芬兰国家图书馆馆长
女士，坦佩雷城市图书馆馆长，公共
阿里·哈斯沃（Ari Haasio）先生，塞 图书馆理事会
伊奈约基应用科学大学图书馆应用科
学等级培训首席讲师

www.if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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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芬兰赫尔辛基

卫 星 会 议

1

图书馆网络化：创造、参与与协作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联系人：

2

3

8

2012年8月9-11日
芬兰赫尔辛基
国际图联艺术图书馆专业组
简·斯玛奈（Jan Simane）：
simane@khi.fi.it

9

2012年8月17-18日
爱沙尼亚国家图书馆，塔林
国际图联分类与标引专业组
乔安娜·贝莱尔（Jo-Anne Belair）：
jo-anne.belair@bibl.ulaval.ca

应用知识管理：定义、管理方法以及成功案例

日期：
2012年8月10日
地点：
芬兰赫尔辛基
主办方： 国际图联知识管理专业组
联系人： 莎莉·麦卡伦（Sally McCallum）：

让我们读书吧——青少年阅读障碍
大会前2天，待定
爱沙尼亚塔林

smcc@loc.gov

10

数字时代的书目
2012年8月10日
波兰华沙
国际图联书目专业组与编目专业组
卡斯滕·安德森（Carsten Andersen）：
cha@dbc.dk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联系人：

国际图联为阅读障碍人群服务的图书馆专业组

明娜·冯·赞森（Minna von Zansen）：
minna.vonzansen@celia.fi

保持“长尾”任鸟飞——关于实体资源的有效管理以
及低使用率文献获取的全球政策、需要与解决方案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联系人：

流浪汉与图书馆——全民信息与知识共享的权利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联系人：

2012年8月9-10日
芬兰库奥皮奥
国际图联采访与馆藏建设专业组
朱迪·曼斯菲尔德（Judy Mansfield）：
judymansfield@msn.com

电子化的新进程：-对报纸领域产生的影响，包括电
子递送、众包模式、数字环境和版权问题等-对保存
方式、馆藏管理和展现模式的冲击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联系人：

10

超越图书馆-数字环境和语义万维网中的学科元数据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联系人：

11

6

2012年8月7-8日
芬兰约恩苏
国际图联儿童与青少年图书馆专业组
英格丽得·波恩（Ingrid Bon）：
ingrid.bon@biblioservice.nl

现在就研究艺术吧！图书馆框架下的当代艺术资源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联系人：

5

儿童和青少年图书馆：跨越边界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联系人：

大会前2天，待定
立陶宛克莱佩达港
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专业组
泽娜拉·考奈特（Dzeinara Kaunaite）：
dzeinara.kaunaite@cb.ku.lt

健康信息的未来
日期：
2012年8月10日
地点：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主办方： 国际图联健康与生物科学专业组
联系人： 泰尔希·桑德格伦（Terhi Sandgren）：
terhi.sandgren@helsinki.fi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联系人：

4

7

大会前1至2天，待定
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的渡船或游轮上
国际图联面向特殊需求群体的图书馆服务专业组

托耐·莫塞德（Tone Moseid）：
toneem@online.no

12 走向信息素养：图书馆馆员，学习深造的助推者

2012年8月7-9日
芬兰米凯利
国际图联报纸专业组
费雷德里克·萨姆迪特（Frederick Zarndt）：
frederick@zarndt.net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2012年8月8-10日
芬兰坦佩雷
国际图联继续职业发展与职场学习专业
组与信息素养专业组
联系人： 苏珊·斯瞿努尔（Susan Schnuer）：
schnuer@illinois.edu
列娜·托冯娜（Leena Toivonen）：
leena.t.toivonen@uta.fi
www.if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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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芬兰赫尔辛基

卫 星 会 议

13 图书馆的效率、影响及成果：

统计学评价及其它管理与决策的方式和手段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联系人：

2012年8月8-9日
芬兰图尔库大学
国际图联统计与评估专业组
马尔库·赖提那（Markku Laitinen）：
markku.laitinen@helsinki.fi

14 国际图联训练营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联系人：

2012年8月8-9日
芬兰海门琳娜
国际图联新职业特别兴趣组
塞巴斯蒂安·威尔克（Sebastian Wilke）：
sebastian.wilke@ibi.hu-berlin.de
http://npsig.wordpress.com/iflacamp

网址：

15 图书馆与信息中心如何增加妇女信息获取渠道和可见

性并保护妇女文化遗产？

日期：
2012年8月8-10日
地点：:
芬兰坦佩雷大学
主办方： 国际图联妇女、信息与图书馆讨论组
协办方： 欧洲妇女信息网络（WINE）
联系人： 玛莉亚·科特拉（Maria Cotera）：
wilsig@googlemail.com

16 建设强大的图书馆协会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联系人：

大会前2天，待定
芬兰赫尔辛基
国际图联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ALP)
菲奥娜·布莱德利（Fiona Bradley）：
fiona.bradley@ifla.org

17 公民素养的信息

日期：
地点：
主办方：
联系人：

www.ifla.org

2012年8月8-10日
拉脱维亚里加
国际图联非洲信息网络存取特别兴趣组(ATINA)

弗兰克·克伍德（Frank Kirkwood）：
kirkwood.professional@sympatic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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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芬兰赫尔辛基

注 册 信 息
若要以学生身份注册，必须提供注册和参会期间有效

参会资助

的官方认证的全日制大学或学院的在读证明。学生必须现

芬兰国家委员会和国际图联仍努力确保提供充足的参
会资助基金。更多的信息将在2012年初提供。请参阅网站

场出示学生证原件以领取姓名牌。应届毕业生会员也可在
该类别注册。必须提供学位证书以领取姓名牌。

www.ifla.org以获取最新信息。
随行人员的注册费包括参观展览，参加开幕式、闭幕
式、欢迎宴和文化晚宴，以及参观一家图书馆（据情况而

大会注册

定）和半天的观光。每位参会代表最多可注册一名随行人
员。

注册截止日期如下：

提前注册截至：
标准注册截至：
现场注册：

2012年5月15日24点
2012年8月9日24点
2012年8月10日起

媒体代表的注册请联系大会秘书处
wlic2012-registration@kit-group.org 获取媒体注册表。经
认证的媒体代表无需交纳注册费。不过需要提供官方记者
证的复印件。

只接受填写完整的注册表。注册费根据收到注册表的
日期而定，并在上述相应的截止日期前全额支付。如果错
过了前一个截止日期，则自动按照下一个期限标准收取费

超过10人将作为团体注册单独处理。请联系大会秘书
处注册服务部，wlic2012-registration@kit-group.org。

用。仅当全额支付注册费后才能确认注册成功。
如果参会人数达到上限，则组办方有权拒绝任何注册。
参会者必须年满18岁，其注册才有效。参会者有可能
需要出示官方身份证明。

注册费
正式代表的注册费包括所有会议的参会许可，展览区、
海报展区的参观许可，参加开幕式、闭幕式、欢迎宴、文
化晚宴的许可，还包括参观一家图书馆（据情况而定）。

提前注册费 （截至2012年5月15日）
正式代表 – 国际图联会员
正式代表 – 非会员
学生
随行人员
单日注册代表

欧元

标准注册费 （截至2012年8月9日）

欧元

435
585
215
285
150

正式代表 – 国际图联会员
正式代表 – 非会员
学生
随行人员
单日注册代表

520
695
250
345
175

单日注册代表的注册费包括注册当天所有会议的参会
许可，参观注册当日举办的展览和海报展（如果有的话），
参加注册当日举办的大会招待会（如果有的话）。
国际图联的所有会员可按已公布的会员费率进行注
册。如果您不是国际图联的个人准会员或机构会员，但您
所属的国家图书馆协会是国际图联会员，请您与您的国家

现场注册费 （2012年8月10日起）

欧元

正式代表 – 国际图联会员
正式代表 – 非会员
学生
随行人员
单日注册代表

615
810
275
410
205

* 注册费含19%的荷兰增值税（Dutch VAT）。

图书馆协会或国际图联总部联系以获取正确的会员号码。
该号码在填写注册表格时将会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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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芬兰赫尔辛基

注 册 信 息

大会材料

邀请函

如果在提前注册截止日（2012年5月15日）之前收到

需要官方邀请函的个人可以通过大会网站申请。该邀

注册表且全额支付注册费，则参会代表、学生、发言人以

请函对大会组织者不具有任何形式的财务约束。与大会相

及媒体代表均可获得一个大会纪念包。如果二者有一项晚

关的所有费用均由参会者自行承担。

于提前注册截止日提交，则大会秘书处不能保证您获得大
会纪念包。所有大会材料将会在现场注册点发放。

签证要求
参会者唯一需要关注的是办理签证的要求。参会者获

支付方式

取入境签证需要预留足够的申办时间。最好能够联系最近

注册时要求支付注册费。只能以欧元支付，请使用下

的大使馆或咨询申请签证的大致时间。建议您至少在大会
开幕前3个月即申请办理签证。

述方式之一：
信用卡（Visa, Master/Eurocard, AMEX）：参会者
需填写注册表中的相关内容
2
银行转账：应以欧元支付给下述账户：
1.

.
K.I.T. Group GmbH Association & Congress Management
Commerzbank AG, Kurfürstendamm 237, DE-10719 Berlin

银行代码：
K.I.T. 集团账号：
SWIFT-CODE:

如果您已经为注册支付了费用，也及时申请了签证，
而大使馆不能发放签证，只要将相关证明转给大会秘书处，
扣除50欧元的手续费之后，您的注册费可以退还。

100 800 00
05 140 018 00
COBADEFFXXX

国际银行账号:
DE77 1008 0000 0514 0018 00
备注:
参会人数、 名称、代码（如：WLIC 2012）

参会证书
正式代表和学生的参会证书只能在会议中心指定区域
领取。参会证书不能在会后发放。

请注意所有转账费用需由转账方预付。不接受支票。
.

确认函/收据
大会秘书处在收到填写完整的注册表和全额支付的注
册费后会通过邮件的形式发送确认函/收据。参会者届时需
在注册台出示该确认函/收据以证明其提交过注册表并支
付了注册费。

变更注册姓名
已注册名单中每变更一个名字收取50欧元的手续费。
变更后的参会者应当提交新的注册表，如果有必要还需提供
费用削减的证明。变更姓名只在标准注册截止日之前受理，
需明确表明新参会者的姓名和原参会者的姓名。标准注册截
止日（2012年8月9日）之后必须到现场变更姓名。,

基本信息
姓名牌丢失
除收据之外，城市/大会基本信息将在大会开幕前六周
左右通过邮件形式发送给所有参会代表，同时也会在大会

大会期间必须全程佩戴姓名牌。没有姓名牌则不能使用

网站上提供。以便帮助您了解当地的信息，为赫尔辛基的

大会的配套设施。如果参会者丢失、错放或忘记携带姓名牌，

旅程以及参加2012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做好充分的

补做一个新的姓名牌需收取50欧元的手续费。新的姓名牌

准备。请确保注册的时候提交电子邮箱地址。

一旦发放，丢失的姓名牌即失效。

www.ifla.org

13

图书馆行动起来！——激发灵感…超越想象…赋予力量

2012年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芬兰赫尔辛基

注 册 信 息

取消注册
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取消注册，并通过邮件或传真的
形式发给大会秘书处注册服务部。通知必须包含银行账户
的所有相关信息，以便退款。
如果在提前注册截止日之前收到取消注册通知，已支
付的注册费将在减去50欧元的管理费之后如数退还。该日

图书馆参观的一般条款
全天图书馆参观，区域周边
区域周边的全天图书馆参观至少需15人参加才可成
团。这些参观均会有一名英语志愿者做导游。如果没有达
到最少参观人数，大会秘书处有权取消观光并退还已支付
的费用。大会秘书处可控范围之外的特殊原因可能导致价
格变动。

期之后取消注册的将不予退款。
取消参观
缺席或提前退场的不属于退款范围。

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取消参观，并以邮件或传真的形
式发给大会秘书处注册服务部。通知必须包含银行账户的
所有相关信息，以便退款。

大会议程调整
如果在提前注册截止日（2012年5月15日）之前收到
大会秘书处与大会组委会有权修改议程，公布的大会
议程仅作参考。

取消注册通知，已付费用将如数退还。该日期之后取消的
将不予退款。
缺席图书馆参观的不属于退款范围。

大会取消
全天图书馆参观的客车发车和终点均在赫尔辛基会
展中心的入口处。
由于不可控因素（不可抗力）或不是出于主观故意或
重大过失造成大会不能如期召开或因故推迟，大会组委会
没有义务承担参会者的任何损害、费用或由此产生的损失，
如交通费、住宿费、财务损失等。此类情况下，大会组委
会有权保留注册费并将其用于以后的大会，或将扣除组办
会议的成本之后的余款偿还给参会者，这些成本无法由第
三方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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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芬兰赫尔辛基

酒 店 预 订

预订

确认信息 & 发票

请注意赫尔辛基的酒店客房需求向来很旺盛。为避免
客满，建议您提前预订。酒店不接受电话预定。酒店根据
实际情况提供预订，并依据先到先得的原则分配。价格中
包含早晨、增值税和客房服务。所有预订必须使用官方登

一旦收到您的住宿要求以及完整的信用卡信息，我们
将立即为您确认酒店预订情况。您支付费用后，我们会在
2012年6月10日之后出具发票。

变更或取消

记表，并提交信用卡的完整信息，否则无法预订。如果您

必须以书面形式（传真、信件或电子邮件）通知大会

选择的酒店已经订满，大会秘书处住宿服务部有权为您改

秘书处住宿服务部变更或取消您的预订。请注意，不能直

订同等类别同等价位的另一家酒店。如果您将在18:00之后

接向酒店提出变更或取消预订的要求。2012年6月10日之

到达预订的酒店，请提前告知大会秘书处预订服务部
wlic2012-hotel@kit-group.org

前收到取消预订的通知，大会秘书处将从退款中扣除35
欧元的费用。6月10日至7月10日期间收到的取消通知，
大会秘书处将扣除一整晚的住宿费。7月10日之后取消预
订的将不予退款。该日期之后，无论何种情况都将按酒店

支付

预订表中注明的价格收取全额订房费。对于提前退房或没
有如约入住的不予退款。将按照酒店预订表中经大会秘书

大会秘书处住宿服务部接受酒店预订时将收取35欧元

处住宿服务部核对过的住宿天数收取费用。未如约入住的

订金。余下的住宿费将在2012年6月10日收取，大会秘书

房间将于次日上午9点解除预订，已支付的住宿费不予退

处将为您寄出住宿费的发票。也可在该日期之前用银行转

还。如果该房间能有新的客人入住，将在会后处理退款事

账的方式支付全额住宿费。请注明“收款账户不支付任何

宜。

费用”。2012年6月10日之后只接受信用卡支付已提交过
预订的住宿费。大会秘书处收到全额支付之后才会寄出发
票。如果大会秘书处直到2012年6月10日仍未收到付款或

.

备选酒店

无法从提供的信用卡中划转费用，预订的酒店将根据退订
条件取消预订。请在支付时注明参会人员的姓名、人数以
及“2012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酒店”。

欢迎参会代表自行预订大会秘书处提供的住宿服务
以外的其他酒店。

只能以欧元支付，请使用以下方式：
1.
2.

信用卡（Visa, Master/Eurocard, AMEX）
银行转账：应以欧元支付给下述账户：

K.I.T. Group GmbH Association & Congress Management
Commerzbank AG, Kurfürstendamm 237, DE-10719 Berlin
银行代码：
100 800 00
K.I.T. 集团账号：
05 140 018 00
SWIFT-CODE:
COBADEFFXXX
国际银行账号：
DE77 1008 0000 0514 0018 00
备注：
参会人数、 名称、代码（如： WLIC 2012 酒店）

请注意所有转账费用需由转账方预付。不接受支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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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 店 预 订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酒店名称
赫尔辛基斯特兰德希尔顿酒店
赫尔辛基皇冠假日酒店
赫尔辛基市中心假日酒店
赫尔辛基假日酒店（会展中心）
赫尔辛基瑟尤拉胡内酒店
斯堪迪克斯蒙肯塔酒店
斯堪迪克马斯奇酒店
索考斯瓦库娜酒店
索考斯赫尔辛基酒店
索考斯托尔尼酒店
库姆鲁斯哈卡捏米酒店
库姆鲁斯奥林匹亚酒店
赫尔斯滕艾斯堡酒店
斯堪迪克洲际酒店
索考斯帕西拉酒店
索考斯总统酒店
芬兰人旅馆
欧美娜埃里克伽多旅馆
欧美娜勒若第伽多旅馆

星级

单人间 *

双人间 *

5

159 欧元

194 欧元

4

160 欧元

185 欧元

4.2km / 14分钟路程

4

160 欧元

185 欧元

该酒店在会场旁边

4

170 欧元

195 欧元

4.0km / 16分钟路程

4

145 欧元

165 欧元

4.3km / 20分钟路程

4

149 欧元

159 欧元

4.3km / 19分钟路程

4

135 欧元

145 欧元

4.1km / 17分钟路程

4

135 欧元

155 欧元

4.2km / 18分钟路程

4

130 欧元

150 欧元

4.3km / 21分钟路程

4

145 欧元

165 欧元

4.1km / 17分钟路程

3

129 欧元

149 欧元

2.9km / 15分钟路程

3

110 欧元

135 欧元

9.4km / 29分钟路程

3

123 欧元

133 欧元

3.9km / 18分钟路程

3

125 欧元

135 欧元

1.6km / 10分钟路程

3

120 欧元

140 欧元

4.4km / 21分钟路程

3

115 欧元

135 欧元

4.3km / 20分钟路程

2

80 欧元

6.6km / 31分钟路程

2

90 欧元

4.6km / 25分钟路程

2

80 欧元

距离会场**4.3km / 20分钟路程
4.0km / 16分钟路程

* 所有标价都是一个房间一晚的住宿费用，其中包含增值税和早餐，可能略有变动。请在线预订时确认最终价格。
** 距离与时间均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为依据计算。参会代表可以使用免费的HSL旅游票乘坐公共交通前往会场。所用时间有所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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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辛基地图

万塔机场
约13km

13
约7km

赫尔辛基会展中心
4

15
15

火车站
帕西拉博乐

12

2
14

11
1

主火车站

3
8

16
6

5
17
10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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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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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行动起来！...激发灵感...超越想象...赋予力量

随同人员观光活动

在随同人员的注册内容里包含了为期半天的观光活动。国际图联和国家委员会非常高兴为随同人员提供两种行程
选择。您可以在网上注册过程中预定为期半天的导游观光巴士车票，或是在大会现场登记时预定。请注意这些旅行服
务均视具体情况而定。

随同人员观光活动 1
赫尔辛基观光旅游
日期：2012年8月13日
时间：10：00
这次由导游陪同的赫尔辛基市巴士观光游览将为您呈现赫尔辛基的缤纷亮丽。我们将前往著名的“岩石教堂”—
—坦佩利奥基奥(Temppeliaukio)教堂内部进行参观（视服务开放情况而定）。教堂由坚硬的岩石建造而成，内壁保留粗
糙未打磨的表面，冠以坚实的铜制穹顶。在西贝柳斯公园将离开观光巴士参观西贝柳斯纪念碑，随后前往举办1952年
奥运会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接下来游览城市的主干道马内海姆(Mannerheimintie)大街，沿途有许多精美的建筑，如现代
歌剧院、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设计的芬兰大厦、国家博物馆、奇亚斯玛(Kiasma)现代艺术博物馆。附近是主火
车站这一建筑体系。之后是设计考究的滨海大道，道路两旁有许多专卖店，中心则是一个枝繁叶茂的公园。这里是一
个很受欢迎的休闲区，时常会有现场音乐会和街头艺人。滨海大道通往热闹的集市广场和海港，旁边矗立着雄伟的红
砖洋葱圆顶的乌斯别斯基俄罗斯东正教教堂。最后，您将有机会参观议会广场，欣赏城市标志建筑绿色穹顶的路德大
教堂(Lutheran Cathedral)，圆满完成此行。
包含项目：
 赫尔辛基市区导游陪同参观3小时

随同人员观光活动2
赫尔辛基设计之旅
日期：2012年8月14日
时间：10：00
这一私人的巴士导游之旅将为您呈现2012年世界设计之都赫尔辛基的缤纷亮丽。赫尔辛基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很多
方面都体现了设计元素，像家具和日常用品，涵盖了古老的芬兰设计、现代都市方案和极具现代感的室内设计。从大
会会场出发开始城市观光，侧重于赫尔辛基的设计亮点，并从中体会芬兰人民如何将设计融入日常生活。游览过程中
将在赫尔辛基设计园区作停留。届时也将有机会到伊塔拉（Iittala）、玛丽马克（Marimekko）和阿尔泰克（Artek）等
商店购物。此行还包括参观赫尔辛基设计博物馆。该博物馆成立于1873年，是一家甄选并保存设计作品的专业博物馆。
其主要负责设计领域的研究工作及文献收藏，并举办有关设计史和当代设计作品的展览。展览会随时间变化，但常设
展览旁边一般会有临时展览。设计博物馆全面和多样的馆藏讲述了芬兰的设计历史及其发展。
包含项目：
 导游陪同参观3小时
参观设计博物馆
 商铺停驻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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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参观

图书馆参观计划
图书馆参观活动将于2012年8月17日（星期五）展开。
所有图书馆参观活动的集合地点在赫尔辛基会展中心正门外面（如有变化，另行通知）。每个小组都会由持有图
书馆名称标志的志愿者组织接待答疑。赫尔辛基市区半天的图书馆参观乘坐公共交通即可抵达。偏远地区为期一天的
参观则需要前去的人员支付少量的包车费用。芬兰以外地区的全天图书馆参观可以现场预约，但是与会代表必须自行
安排交通和签证事项。大会网站将提供完整的图书馆介绍，以及更多的资料和信息。

为期半天的图书馆参观：赫尔辛基市区
半天的图书馆参观活动只能现场预约，参观安排依情况而定。可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参观赫尔辛基市区的图书馆，
与会代表可使用免费的公共交通票前去。唯一的例外是到 “赫尔辛基13”号地点西普（Sipoo），必须买票搭乘区域
公交到达。（上午参观：约9：00—13：00；下午参观：约13：00—16：00）
地点

图书馆名称

时间

赫尔辛基 1

阿拉力斯(Aralis)图书馆和信息中心：
阿尔托(Aalto)大学沙特阿拉伯校区图书馆
赫尔辛基应用科学大学
艺术和文化资源图书馆
赫尔辛基流行与爵士音乐学院图书馆
赫尔辛基市图书馆/ 阿拉比亚(Arabianranta)图书馆
http://www.aralis.fi/en | http://lib.aalto.fi/en/

上午

赫尔辛基 2

希利亚(Celia)图书馆

下午

赫尔辛基 3

www.celia.fi
赫尔辛基市图书馆
·密吕布罗(Myllypuro)阅览室
赫尔辛基市图书馆
·卡里欧(Kallio)分馆

上午

www.lib.hel.fi/fi-FI/kallio
赫尔辛基市图书馆
·瓦里拉(Vallila)分馆

赫尔辛基 4

www.lib.hel.fi/fi-FI/vallila
赫尔辛基市图书馆
·奥龙古拉(Oulunkylä)分馆

下午

www.lib.hel.fi/fi-FI/oulunkyla
赫尔辛基市图书馆
·沃萨里(Vuosaari)分馆

赫尔辛基 5

www.lib.hel.fi/fi-FI/vuosaari
赫尔辛基市图书馆
·图书馆 10

上午

www.lib.hel.fi/fi-FI/kirjasto10
赫尔辛基市图书馆
·集合点
www.lib.hel.fi/fi-FI/kohtaamispaikka

www.if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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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参观

地点

图书馆名称

时间

赫尔辛基 6

赫尔辛基市图书馆
·图书馆 10 | www.lib.hel.fi/fi-FI/kirjasto10
赫尔辛基市图书馆
·集合点 | www.lib.hel.fi/fi-FI/kohtaamispaikka
赫尔辛基市图书馆
·瑞卡丁卡图(Rikhardinkatu)分馆 | http://www.lib.hel.fi/fi-FI/rikhardinkatu/
赫尔辛基市图书馆
·泊黑约斯-哈格(Pohjois-Haaga)分馆

下午

赫尔辛基 7

上午

www.lib.hel.fi/fi-FI/pohjois-haaga
赫尔辛基市图书馆
·卡佩拉(Käpylä)图书馆

赫尔辛基 8

赫尔辛基 9

赫尔辛基 10

www.lib.hel.fi/kapyla
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
·昆普拉(Kumpula)校区图书馆| http://www.helsinki.fi/kirjasto/viikki/
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
·维伊克(Viikki)校区图书馆 | http://www.helsinki.fi/kirjasto/kumpula/
赫尔辛基市图书馆
·维伊克(Viikki)分馆 | http://www.lib.hel.fi/viikki
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
·市中心校区图书馆
·米涅瓦(Minerva)行为科学大学
http://www.helsinki.fi/library/citycentre/about/libraries.html#minerva
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
·瑞典社会科学学院学习中心
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
· 美拉蒂(Meilahti)校园图书馆

下午

上午

下午

赫尔辛基 11

http://www.helsinki.fi/kirjasto/terkko/
国家图书馆

上午

赫尔辛基 12

www.kansalliskirjasto.fi
国家图书馆

下午

www.kansalliskirjasto.fi
西普(Sipoo)市图书馆
赫尔辛基 13
去西普的巴士不能 ·索代古拉(Söderkulla)分馆
使用公共交通票
www.sipoo.fi/fi/palvelut/kirjasto/soderkulla
赫尔辛基 14
芬兰文学学会图书馆

下午

上午

www.finlit.fi
芬兰瑞典文学学会

赫尔辛基 15

www.sls.fi
穿过索拉纳尼(Sörnäinen)的艺术图书馆
·戏剧学院(TeaK) ·芬兰美术学院(KuvA) ·国家音像资料馆(KAVA)

上午

www.teak.fi | www.kuva.fi | www.kav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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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参观

地点

图书馆名称

时间

赫尔辛基 16

阿尔托(Aalto)大学图书馆，德勒

上午

http://lib.hse.fi/EN/
汉肯(Hanken)经济学院图书馆
www.hanken.fi/library/en
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
赫尔辛基 17
·凯撒分馆
艾斯堡和考尼亚宁 艾斯堡 (Espoo)市图书馆
·欧米纳(Omena)分馆

上午
上午

http://www.espoo.fi/default.asp?path=1;28;11866;17273;17362;17422
艾斯堡市
·伊麦斯达(Ymmersta)学校图书馆
www.ymmerstankoulu.fi
考尼亚宁(Kauniainen)市图书馆

艾斯堡 1

http://www.kauniainen.fi/kirjasto/
阿尔托大学图书馆

下午

http://otalib.aalto.fi/fi/
艾斯堡市图书馆
·塔皮奥拉(Tapiola)分馆
艾斯堡 2

http://www.espoo.fi/default.asp?path=1;28;11866;17273;17362;17435
艾斯堡市图书馆—恩特赛(Entresse)分馆

上午

http://www.espoo.fi/default.asp?path=1;28;11866;17273;17362;104382
艾斯堡市图书馆—赛洛(Sello)分馆

赫尔辛基和万塔

http://www.espoo.fi/default.asp?path=1;28;11866;17273;17362;17370
万塔(Vantaa)市图书馆
·庞恩特(Point)分馆

下午

www.vantaa.fi/point
赫尔辛基法文—芬兰文学校

万塔

www.hrsk.fi
万塔市图书馆
·路莫(Lumo)分馆

上午

www.vantaa.fi/kirjasto/Lumo
万塔市图书馆
·米若马其(Myyrmäki)分馆
www.vantaa.fi/kirjasto/myyrmaki

www.if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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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参观
全天图书馆参观：偏远地区
国际图联和国家委员会非常高兴能为参会代表提供偏远地区的图书馆参观活动。与会代表务必于会前登录国际图
联网站进行预定。请注意，参观者需要支付前往目的地的巴士费用。参观者也可以在现场预定参观，但具体要视情况
而定。
地点
于韦斯屈莱
25 欧元

图书馆名称
介绍
于韦斯屈来(Jyväskylä)应用科 于韦斯屈来应用科学大学图书馆容纳了该地区最为瞩目的专业领域
的信息和资料。图书馆信息检索指导已纳入了学士学位课程。该图
学大学图书馆
www.jamk.fi/english/library 书馆与其他地区的图书馆及信息服务也开展了大力合作。
于韦斯屈莱大学图书馆

于韦斯屈莱大学图书馆是一个公共科学图书馆，支持和促进大学研
究和教育，并为每个人提供优质的图书馆和信息服务。该图书馆提
https://kirjasto.jyu.fi/
升了大学的学术形象并推动其领域的专业研究。作为芬兰中部地区
homepage?set_language=e
首要的科学图书馆，该图书馆也是国内和国际上公认的该领域的顶
n
尖的专业机构。此外，该图书馆对区域文化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拉赫蒂
20 欧元

波尔沃

拉赫蒂市地区图书馆为10万市民提供图书馆和信息服务，同时推动
区域图书馆的合作惠及20万人。主图书馆使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提供自助还书、借书服务，其中包括专门针对儿童的服务。莫古拉
图书馆位于一栋教学楼内，2008年把一间教室翻修成为舒适的图书
http://kaupunginkirjasto.lahti. 馆空间。莫古拉图书馆也提供自助借书、还书机服务。
fi/
english.htm
费尔曼尼亚(Fellmannia)—从
除提供多种高等教育图书馆服务外，费尔曼尼亚为学习、研究和开
学习中心到学习的风景线
发提供其他丰富的服务。它致力于学习设施和服务、区域协同及可
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符合成本效益的开发和创新意识的培育。
www.fellmannia.fi
拉赫蒂(Lahti)市图书馆
·图书馆总馆
·莫古拉分馆

波尔沃(Porvoo)市图书馆

波尔沃市图书馆成立于1861年。自2000年搬入新建筑起，一直作为
东乌西玛(Uusimaa)的区域图书馆。该图书馆还拥有一个移动图书馆
和两个分馆。

www.porvoo.fi/en
15 欧元
波尔沃健身图书馆

波尔沃健身图书馆成立于1728年。在18世纪，它已发展成仅次于奥
布学术大学图书馆的芬兰第二大公共科学图书馆。就其悠久的历史
以及高校图书馆的馆藏来说，它依然是芬兰最受瞩目的图书馆。馆
藏大部分书籍来源于17和18世纪。

哈格—赫利尔应用科技大学和劳瑞尔应用科技大学新建了图书馆。
波尔沃校区是一个新型的学习和竞争力中心，校区建筑依照未来的
www.porvoocampus.fi/en
学习需求而设计。在波尔沃校区，两所大学共用设施和图书馆。教
www.haaga-helia.fi/en/library 育领域包括旅游学，国际商务和医疗保健。
波尔沃校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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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参观

地点

图书馆名称
塞纳公共图书馆 –
塞纳（Seinäjoki）
省级图书馆
*重要信息*
代表必须自行乘坐
www.seinajoki.fi/kirjasto
交通工具前往塞纳
图书馆参观。推荐
乘坐火车前往。

塞纳学术图书馆，
健康科学分馆
http://kirjasto.seamk.fi

坦佩雷市
（Tampere）
20欧元

坦佩雷(Tampere)市图书馆
·麦素(Metso)总馆
·赫万塔(Hervanta）分馆
·萨姆博拉(Sampola)分馆
·奈卡拉(Nekala)分馆
·奈提尼斯(Netti-Nysse)分馆
http://kirjasto.tampere.fi
坦佩雷大学图书馆
www.uta.fi
图尔库市图书馆

图尔库市（Turku）
和萨罗市（Salo）
20欧元
www.turku.fi/kirjasto

图尔库大学图书馆
http://kirjasto.utu.fi/en/

埃博学术大学(Åbo Akademi
University)图书馆
www.abo.fi/student/en/library

萨罗图书馆
http://www.salo.fi/en/

www.ifla.org

简介
塞纳公共图书馆由两部分建筑组成。图书馆新馆由芬兰JKMM建筑
事务所设计并于2012年春天对公众开放，这是当今芬兰最新的图书
馆建筑。图书馆旧馆开放于1965年，它是塞纳行政文化中心的一部
分；也是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
一。该建筑还设有咖啡厅、阶梯式阅读区、展览空间、安静的自习
室、成人专区，音乐和青年专区以及文化活动空间。

塞纳学术图书馆建于1996年，是塞纳应用科学大学(UAS)的图书馆。
该图书馆由七个分图书馆组成。健康科学图书馆坐落于塞纳中心医
院和塞纳应用科学大学医疗保健和社会工作学院附近。它为塞纳应
用科学大学的师生、研究人员以及塞纳中心医院的工作人员提供服
务。
麦素总馆——拥有不凡的建筑群。瑞玛（Reima）和莱利·皮提拉
（Raili Pietilä）附近的赫万塔分馆是较大的活动中心的一部分。萨
姆博拉分馆有奈特广场（Netsquare），是为培养居民的媒体素养而
建造的图书馆的实例。奈卡拉分馆是一个位于学校的普通小型图书
馆，它在2008年重新装修。此行还会参观互联网巴士（Internet Bus
Netti-Nysse）。
坦佩雷大学图书馆是芬兰最大的高校图书馆之一，它包括三个研究
型图书馆：主图书馆、健康科学图书馆和人文与教育图书馆。这些
图书馆都有新的馆舍并且是拥有众多读者的研究图书馆。
图尔库图书馆是芬兰新建的大型图书馆之一。这一建筑阐释了该馆
的宗旨：成为读者共享的居室以及信息和文化的交流中心。除了新
馆舍，它还包括1903年开始启用的旧主馆以及1818年启用的前总督
办公室。它既提供以图书和其他媒体为载体的传统图书馆服务，还
通过虚拟与现实服务提供多领域的信息和文化服务，并且举办丰富
多彩的活动、展览和项目。图书馆与许多参与者开展系统合作：大
学、学校、协会、业余团体等。
图尔库大学图书馆（建于1921年）坐落于芬兰西南海岸，是芬兰最
古老、最大的高校图书馆之一。我们的三个特定学科图书馆延伸到
整个校园，为六个学部及经济学院提供服务。而坐落于图尔库大学
中心位置的主图书馆拥有大量的法定呈缴本，为更广泛的读者提供
服务。图尔库大学图书馆是芬兰最重要的以及最引人注目的科学图
书馆之一，藏品包括大量的传统纸本书籍和最新的具有前瞻性的在
线电子资源。
埃博学术大学建于1918年，是为了满足芬兰瑞典语人群的高等教育
和研究需要而建的。该图书馆于1919年对外开放，除向大学学生、
老师、学者以及科学家提供服务外，它还致力于建设芬兰-瑞典文化
的重要遗产。
游览萨罗（Salo）是参观传统的、备受欢迎的公共图书馆的好机会。
2008年，萨罗公共图书馆的借阅量是人均40册。2009年初市政合并
后，萨罗公共图书馆扩大了下辖范围，包括主图书馆、9个分馆、2
个移动图书馆和2个医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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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参观
全天图书馆参观：芬兰以外地区
与会代表只能现场预约这些图书馆参观项目。与会代表需要在旅行前自行安排交通，并且确保已办理签证和其他
旅游手续。
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需要办理签证。.
地点

图书馆名称

简介

交通方式推荐

塔林1，爱沙尼亚

努尔门努库(Nurmennuku)图书馆

该图书馆是塔林（Tallin）中央图书馆17家分馆
中最新的图书馆。该图书馆成立于2007年，位
于奥斯迈尔（Õismäe）居民区，并且与休闲中
心在同一建筑里。与所有的塔林图书馆分馆一
样，它应用自动化图书馆系统，并且采用通用
的读者卡。提供互联网、工作站以及办公软件
使用，并提供无线局域网接入服务。

船和公交

www.keskraamatukogu.ee/index.php?i
d=1761

塔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www.ttu.ee/library
哈留图书馆（Jüri Raamatukogu）
www.jyri.lib.ee/raamatukogust

塔林2，爱沙尼亚

库木（KUMU）艺术博物馆及其图书馆
www.ekm.ee/eng/ekm.php?id=7

在爱沙尼亚最新的图书馆塔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作短暂停留。
该图书馆是哈留县（Harju County）提供公众服
务的图书馆之一。哈留公共图书馆服务历史悠
久。2006年图书馆与当地学校和体育中心启用
了新的馆舍。该图书馆拥有超过2000名注册读
者以及大约40,000件馆藏。电子图书馆系统已
经启用，读者可以使用计算机等。

爱沙尼亚艺术博物馆在其近百年的历史上首次
拥有了既满足博物馆需要又满足爱沙尼亚艺术
收藏需要的建有展览大厅、多功能礼堂以及面
向各年龄儿童及艺术爱好者的教育中心。该博
物馆建有一个艺术图书馆。

船

爱沙尼亚国家图书馆和艺术中心
http://www.nlib.ee/fine-arts-reading-room/

位于罗特曼区（Rotermann Quarter）
的爱沙尼亚建筑博物馆及其图书馆
www.arhitektuurimuuseum.ee

爱沙尼亚艺术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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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参观

地点

圣彼得堡，
俄罗斯

图书馆名称

帝国公共图书馆
(现在的俄罗斯国立图书馆，
位于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国家大剧院图书馆

www.ifla.org

简介

交通方式推荐

帝国公共图书馆（现在的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位
于圣彼得堡）是由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火车，停留一夜
Great）在1725年5月27日建成的。它是第一家可
供公众使用的拥有国家书库所有职能的图书馆。
它收藏有最全的俄语以及在俄罗斯出版的书籍，
总共有3450万件。这其中主要的珍品是摇篮本和
手稿，俄罗斯藏品（海外出版的关于俄罗斯的书
籍），大思想家伏尔泰的私人图书馆（他死后由
凯瑟琳大帝购买）。国外藏书包括17世纪由艾斯
维尔家族（Elsevier family）出版的6000多卷书
籍。手稿中包括第一本俄语奥斯特罗米尔福音书
（Ostromir Gospel）（1056-1057）；圣彼得堡圣
经法典（St. Petersburg Codex of the Bible），最
早的希伯来文旧约（Old Testament in Hebrew）
（1008-1010）以及希腊国外数量最大的希腊手
稿。

圣彼得堡国家大剧院图书馆是俄罗斯最古老的
图书馆之一，是依照伊丽莎白女王1756年颁布
的一项特殊法令而建造的。它最初位于建筑师
C · 罗 西 （ C. Rossi ） 建 造 的 亚 历 山 大 剧 院
（Alexandrinky Theatre）里。1889年该图书馆迁
往一个特别建造的大厅（现在位于罗西大街
（Architect Rossi Street）2号 ）。19世纪和20
世纪之交它演变成一个戏剧档案馆，收藏圣彼
得堡上演的所有戏剧的剧本。从1917年开始该
图书馆更加平民化并在国内战争的后革命年代
艰难生存下来。目前通过个人或馆际借阅在主
阅读大厅、善本阅读大厅提供读者服务。该图
书馆采用现代计算机和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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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观光

大会观光
如果您的行程允许，您可以游览赫尔辛基及周边地区
的很多景点。大会期间和会后提供旅行服务。您可以直接
通过大会网站上旅行社的链接或者在会场设立的旅游服务
台进行预订。
* 报价是单人价格。详细的预订信息将在十月初通过大会
网站提供。
* 请注意旅行和价格随时会有变动。

游览芬兰堡博物馆包括丰富多彩的芬兰堡视觉体验。
芬兰堡博物馆位于游客中心区，在此参观者能够一览18、
19世纪瑞典和俄罗斯统治时期的官兵生活。还有一些芬兰
独立后国内革命时期的照片，那时在芬兰堡有一个关押共
产主义者的监狱，有芬兰驻军、潜艇基地以及为苏联建造
船舶的瓦尔梅特（Valmet）造船厂。入场门票还包括得到
芬兰堡体验的中奖机会，可观看一场半小时的宽银幕电
影，影片将演示海上要塞建造、海战设防、驻军、城镇里
的生活和喧闹。最后乘坐渡轮返回，然后乘坐长途汽车。

赫尔辛基（Helsinki）观光之旅
人均价格：32欧元
由导游陪同的赫尔辛基市巴士观光游将会让您领略赫
尔辛基的缤纷亮丽。我们将会进入著名的“岩石教堂”——
坦佩利奥基奥（Temppeliaukio）教堂内部参观（视服务开
放情况而定）。这座教堂由坚固的岩石建造而成，内墙保
留粗糙的表面，冠以坚实的铜制穹顶。在西贝柳斯公园
（Sibelius Park）将离开观光巴士参观西贝柳斯（Sibelius）
纪念碑，随后将前往195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地奥林匹
克体育场纪念碑。接下来是城市主干道马内海姆
（Mannerheimintie）大街，沿街有很多精美的建筑，如现
代剧院、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设计的芬兰大厦、
国家博物馆以及奇亚斯玛（Kiasma）现代艺术博物馆。附
近是主火车站这一建筑体系。接下来是滨海大道
（Esplanade），这条优雅的大道两侧有很多高档商店，中
心是一个枝繁叶茂的公园。常常会有人坐在这里倾听不定
期的现场音乐会和街头艺人的演奏。滨海大道通往繁华的
集市广场和海港，旁边耸立着宏伟的红砖洋葱圆顶的乌斯
本斯基（Uspenski）俄罗斯东正教教堂。旅行期间您还有
机会漫步议会广场（Senate Square），欣赏城市标志建筑
——绿色圆顶的路德大教堂。
费用包含：
 导游陪同的3小时赫尔辛基城市巴士游

芬兰堡（Suomenlinna）观光之旅
人均价格：73欧元
由当地导游陪同乘坐私人长途汽车前往集市广场和海
港。接下来乘坐20分钟渡轮横穿赫尔辛基海湾到达群岛要
塞芬兰堡（Suomenlinna），沿途您将会欣赏到城市天际线
的美景。在此开始沿着海岛漫步。1747年在这里建立要塞，
作为芬兰军队驻扎的主要基地。一些与赫尔辛基临近的海
岛被选作要塞点，这被称作瑞典堡(Sveaborg)，即“瑞典要
塞”的意思。1917年芬兰从俄罗斯独立后，正式以芬兰语
Suomenlina（即“芬兰城堡”）取代原瑞典语名称。1991
年，芬兰堡被认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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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包含：
 赫尔辛基城市换乘: 长途汽车和渡轮
 4小时导游陪同
 芬兰堡步行之旅

维特拉斯基（Hvitträsk）之旅
人均价格：54欧元
从赫尔辛基市中心开车约45分钟车程到达维特拉斯
基，这儿是一个建筑景点也是一座博物馆。这座城市以民
族浪漫主义风格设计，用原木和天然石材建造，它是一个
共享的设计空间，也是芬兰建筑师伊利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和阿马斯·林德格伦（Armas Lindgren）的家乡。
沙里宁的家如今是一个博物馆，庭院中有一个餐馆和咖啡
厅。维特拉斯基湖（Lake Vitträsk）岸附近美丽的自然景
观环绕维特拉斯基及其英式花园。维特拉斯基的小别墅里
有一个环境优雅的咖啡馆。别墅的二层是一个顶级的餐馆
和平台。在博物馆商店你可以买到由“芬兰手工艺之友”
制作的手工艺品，维特拉斯基纪念品以及科勒瓦拉和柯尼
斯科鲁的美丽珠宝（Kalevala and Kaunis koru jewellery）。
维特拉斯基庄园坐落于湖畔，是20世纪早期由著名建筑师
盖塞留斯（Gesellius），林德格伦（Lindgren）和 萨里宁
（Saarinen）建造的。早期的时候，主楼是作为建筑办公
室和文化家园的。杰·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阿克西
里·加仑·凯莱拉 （Axeli Gallen-Kallela） 和马尔西姆·高
尔基（Maksim Gorki）等受人尊重的人物经常会来这里。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住在维特拉斯基，也是在这儿制定了
包括赫尔辛基火车站、芬兰国家博物馆以及木基涅米-哈
噶规划（Munkkiniemi-Haaga）在内的宏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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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观光活动

维特拉斯基还是世界著名建筑师艾里·沙里宁（Eero
Saarinen）儿时的家乡，他因设计了诸如密苏里州圣路易斯
大拱门（Gateway Arch）在内的建筑和纪念碑而在美国享
誉盛名。
费用包含:
 长途汽车: 赫尔辛基-维特拉斯基-赫尔辛基
 4小时导游陪同
 维特拉斯基参观票及全程导游陪同

波尔沃（Porvoo）之旅
人均价格：65欧元
赫尔辛基向东开车50分钟到达芬兰第二大古镇波尔沃
（Porvoo）。穿过中世纪的老城区，漫步在古老的、鹅卵
石铺成的街道上，欣赏两旁历史久远的木屋、咖啡馆以及
古玩店。这个小镇因河岸上赭石色的房屋而闻名。小镇主
要的历史地标是13世纪的大教堂。您可以在古镇极具气氛
的 咖 啡 馆 里 享 用 咖 啡 和 蛋 糕 。
费用包含：
 长途汽车：赫尔辛基-波尔沃-赫尔辛基，5小时旅行（50
座）
 5小时导游陪同
 咖啡和蛋糕

图尔库（Turku）一日游

赫尔辛基游船观光游览
人均价格： 156欧元
从大会中心来到海港。您可以从集市广场海港乘坐水
上巴士开始行程。游览赫尔辛基群岛的过程中您可以看到
很多岛屿，欣赏老城区的迷人海岸，著名的历史建筑，碎
冰船，别墅以及海岸桑拿室。在两小时的海上游之后将会
返回海港。
费用包含：
 当地长途汽车往返
 3小时导游陪同
 2小时私人赫尔辛基游船观光游览

图素拉（Tuusula）之旅
人均价格：108欧元
这一文化之旅将会带您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许多
芬兰艺术家居住的图素拉湖区域。我们的第一站是哈洛森
涅米（Halosenniemi），芬兰画家佩卡·哈洛宁（Pekka
Halonen）田园般的家和画室。您还可以参观阿依诺拉
（Ainola），这是芬兰作曲家杰·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
的故居，现在成为了博物馆。阿依诺拉按照西贝柳斯时期
的样子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参观完阿依诺拉之后，您将在
当地餐馆克拉碧庄园（Krapi Manor）享用自助餐。旅行将
在赫尔辛基城市中心圆满结束。

人均价格：154欧元
乘坐长途车去往芬兰最古老的城镇图尔库一日游。单
程需要大约2个小时。图尔库是位于芬兰西南海岸一个繁忙
的夏季小镇，奥拉河（River Aura）流经小镇中心。旅行包
括围绕集市广场漫步，中世纪城堡和图尔库大教堂内部参
观，以及城市观光游。此行还包括赫尔曼（Herman）餐馆
的午餐，这个餐馆以质量上乘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食物
而闻名。图尔库城堡是一个有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历史景
点。城堡博物馆以其时常举办的展览、活动和各式家具风
格的房间展现了图尔库地区从古至今的历史。
费用包含：
 长途汽车: 赫尔辛基-图尔库
 10小时导游陪同服务，3小时导游陪同图尔库之旅
 图尔库城堡门票
 赫尔曼餐馆提供的三道菜午餐（不含咖啡/茶）

www.ifla.org

阿依诺拉（Ainola）
阿依诺拉位于耶尔文佩镇（Järvenpää）风景秀丽的
图素拉湖（Lake Tuusula）岸边，距离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大约30分钟的车程。从1904年开始，杰·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及其家族便住在这里。这座木制的别墅是由著名
的芬兰建筑师拉尔斯·松克（Lars Sonck）设计建造的。
远离城市的喧嚣使作曲家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而其
他居住在这里的艺术家也为这里营造了活跃的社交圈。
克拉碧湖威（Krapihovi）
克拉碧湖威餐馆珍视芬兰饮食传统并在田园别墅环
境中烹制芬兰食物。这座珍珠灰色、有绿色点缀的主楼是
1883年由议员索兰德（Sourander）为其夏季居所和克拉碧
庄园（Krapi estate）主楼而建造的。这座矗立在公园中的
漂亮的别墅式建筑是这一时期木制建筑的代表。分布于两
层的房间和大厅营造了一种特别的氛围，这儿可以为多达
190个人提供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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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观光活动

哈勒森连米博物馆

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观光

哈勒森连米博物馆是艺术家佩卡·哈洛宁（Pekka
Halonen）的家庭博物馆，这座小木屋式的建筑就是他位
于图树拉艺术社区的家。博物馆的看点不仅在艺术作品，
其具有芬兰式浪漫风格的木质建筑也值得一看。

日期：2012年8月18-19日

费用包含：
大巴：赫尔辛基-图树拉-赫尔辛基，5小时行程
5小时全程导引
艾诺拉（Ainola）故居门票
午餐
哈勒森连米博物馆门票

时间：早上6点
价格/人：610欧元（每增加一人，额外支付81欧元）
*注意：在俄罗斯旅游需要持VISA卡
由当地导游接待，乘坐巴士游览圣彼得堡。沿主干道
内维斯基·普洛斯佩克特（Nevsky Prospect）大街前行，
在瓦斯列夫斯基岛（Vassilevsky Island）欣赏圣彼得堡最
古老的建筑彼得保罗要塞（Peter and Paul Fortress）的
风景。途中会看到基督复活大教堂（Church of the Spilled
Blood）的彩色尖塔，原俄罗斯主教堂——圣伊萨克教堂

会后观光
会后观光可通过大会网站链接直接预定，或在会场的
观光事务接待台预定。

（St. Isaac’s Cathedral），以及著名的“马背上的彼得大
帝”（Peter the Great on horseback）铜像。在彼得保罗
要塞，您将参观位于要塞中心建于1712年的大教堂。从彼
得大帝到尼古拉斯二世的历代沙皇以及许多皇室成员都
埋葬于此。这座高达122.5米（带有40米的尖塔）的教堂

塔林（Tallinn）一日游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圣彼得堡的最高建筑。

日期：2012年8月18日
时间：上午9点
价格/人：172欧元

费用包含：

从赫尔辛基乘船经波罗的海，2小时即可到达塔林，
这里自中世纪起便是爱沙尼亚的首都。如此近的距离便促
成了一次轻松的一日游。搭乘巴士很快便可到达码头，乘
坐快船2小时可抵达塔林。在塔林港，由当地导游带领乘
车 开 始 环 塔 林 城 游 览 。 途 经 卡 利 柯 治 皇 宫 (Kadriorg
Palace)和歌谣祭广场（Song Festival Grounds），同时
可了解一些塔林的当代生活。下车后徒步游览塔林中心老
城。走在狭窄蜿蜒的中世纪古街上，感受着悠久的历史气
息，沿街拾级而上，登上托姆比亚山顶，视线越过一片老
房子的红房顶，便可远眺大海。沿途还会经过议会大厦、
亚 历 山 大 · 内 维 斯 基 大 主 教 堂 (Alexander Nevsky
Cathedral)、圆顶教堂(Dome Church)，终点是市政大厅
广场(Town Hall Square)。中午在一家本地餐馆就餐，午
餐后可自由购物或在街边咖啡馆休息，之后随导游乘车回
到港口，乘船回赫尔辛基，之后换乘巴士回宾馆。

赫尔辛基至圣彼得堡铁路往返，二等车厢
一晚酒店住宿
 2次六小时含导游的圣彼得堡大巴游
圣彼得堡当地餐厅午餐，含3道主菜
彼得保罗要塞门票
喋血大教堂（Church of the Spilled Blood）门票
赫尔辛基-圣彼得堡傍晚的回程火车
返回赫尔辛基车站

费用包含：
赫尔辛基城市交通
全程导游陪同
赫尔辛基/塔林同日返程轮渡
5小时英语导游引导，附带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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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信息A-Z

银行与货币兑换点

饮食

银行营业时间为周一至周五9:15-16:15，机场银行网
点营业时间为每日6:00-19:30（中转区营业至23:00）。如
需使用ATM机，请寻找带有OTTO标识的机器。OTTO接
受以下几种国际ATM卡及信用卡：VISA，VISA Electron，
Euro Card，MasterCard，Maestro，Cirrus，EC等。

芬兰饮食根据季节变化采用不同的新鲜天然食材。
典型的芬兰菜中包含蔬菜、蘑菇、浆果、鱼和肉类。赫
尔辛基的特色饮食同样受到东西方的共同影响。赫尔辛
基的众多特色餐馆包含全世界的特色饮食，同时拥有多
家米其林星级餐厅，可满足多种饮食需求。芬兰的自来
水一般均可安全饮用。

气候
赫尔辛基为湿热大陆性气候。8月平均气温为16摄氏
度（60华氏）。

文化与娱乐

赫尔辛基是芬兰共和国首都，位于波罗的海，是一座
拥有超过50万人口的现代化都市，以设计和创新闻名，被
提名为2012年世界设计之都，而2012年同时也是赫尔辛基
成为芬兰首都200周年纪念。赫尔辛基在北欧城市中独具
特色。作为全球在地理纬度上第二靠北的首都，赫尔辛基
的生活方式充满差异，活动形式多样，人们也很友好。东
西方文化的交汇影响促成了赫尔辛基的特色。

健康与医疗
市内有很多药店，在芬兰语中“Apteekki”意为药店，
如 有 需 求 寻 找 此 标 志 即 可 。 位 于 曼 海 姆
（Mannerheimintie）大街96号的Yliopiston药店24小时营
业。

保险
建议参会人员购买适当的旅游及医疗保险，以应对医
疗、事故、预订取消等事件。大会组织者不承担任何相关
责任。

语言
货币

芬兰官方语言有两种：92%的人口使用第一官方语言
芬兰语，5.5%的人口使用瑞典语。在拉普兰有大约1700
人使用萨米语（Sami）。全世界大约仅500万人以芬兰语
为母语，因此对芬兰人来说掌握一门外语十分必要，这对
外国游客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很多芬兰人都可以使用英
语、德语或其它一些欧洲语言。

芬兰的官方货币为欧元。

电源
芬兰的电压为220伏（230伏也可用），50赫兹，使
用欧洲常用的欧式两脚插头。您可在机场的商店购买到转
换器。

午餐与茶点

紧急电话

您的注册费中并不包含午餐和茶点。但参会者可在会
场的食品区购买各种食品饮料。

通用紧急电话：
报警：
救护车与火警：

www.if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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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信息A-Z

护照、签证及邀请函
北欧国家（丹麦、冰岛、瑞典及挪威）公民进入芬
兰不需护照。欧盟国家、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圣马力
诺共和国、瑞士及申根国家公民可持有效护照或有效身
份证入境芬兰。其它国家公民须持有效护照入境。参会
者唯一应注意的是其签证条件。如需办理入境签证应为
申请过程预留充足时间。参会者需联系最近的大使馆或
领事馆确定签证申办时间。建议至少提前3个月办理签证

购物及营业时间
芬兰有多种出口产品并以其优良品质而受到广泛认
可，例如食品、兽皮、毛皮、皮革、皮草、纱线、织物、
鞋类、家具、玩具、体育用品及饮料等。赫尔辛基为您提
供全芬兰最好、种类最多的购物场所，包括潮流店、大型
百货商场、大型购物中心、小型精品店、物美价廉的跳蚤
市场及其它各类购物店。市中心的各家商店间均可步行到
达。红山区（Punavuori）的设计区是对时尚、设计和装
饰感兴趣的游客不可错过的选择。

申请。
参会者如需邀请函，可登录大会网站在线获取个人
邀请函。此邀请函需同注册确认信息共同提交给使馆。

公共交通——专为2012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
参会代表提供的免费交通票
免费车票信息

一张车票可乘坐多种交通工具

以下是常规营业时间，可能根据地区或季节不同而变
动。
平日：开门时间7:00-9:00，闭店时间20:00-21:00
周六：开门时间9:00，闭店时间15:00-18:00
周日：不营业；（部分商店：全年周日营业时间为
12:00-21:00）

同声传译
大会可提供7种语言的同声传译服务，包括：英语、
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中文（普通话）及阿拉伯
语。该服务将在开幕式、闭幕会议和其它部分会议中提供。
请参见大会议程中标有SI的项目。

吸烟

赫尔辛基拥有综合的公共交通票务系统。车票在赫尔辛基、
艾斯堡（Espoo）、考尼亚宁（Kauniainen）、万塔（Vantaa）、
凯拉瓦（Kerava）和基尔科努米（Kirkkonummi）的公共交通
系统中均可使用。一张车票可以乘坐公交、有轨电车、地铁、
通勤车、火车以及到芬兰堡（Suomenlinna）的渡船。还可以
使用同一张票从一辆车换到另一辆车。

在赫尔辛基，标明禁烟的公共交通设施及部分公共建
筑内禁止吸烟。餐馆内严禁吸烟。建议您留意周围人的做
法。

我们为大会代表免费提供了一张7日有效的车票，可用于乘
坐赫尔辛基地区的公共交通设施。这张7日车票有效时间为
2012年8月11日至17日。车票在赫尔辛基、埃斯波（Espoo）、
考尼亚宁（Kauniainen）、万塔（Vantaa）有效。车票可在会
场注册处领取。

税费及小费
长期居住于除欧盟及挪威以外国家的任何人在芬兰
购物都可免税费。带有“免税购物”
（Tax Free Shopping）
标识的商店会为顾客提供增值税返还（VTA refund）支票，
可在离开最后一个欧盟旅行目的地时结算现金。

简单易用

如果对服务感觉满意，可支付小费。此费用非必须。
上车或乘坐地铁时只需将车票置于读卡器前即可，无需按
任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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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

长途客车

在非高峰期间，乘客可以很方便地打到出租车。市中
心遍布的士站台。如需乘坐，可通过电话订车，在的士站
台（遍布市中心，包括中央地铁站外、参议院广场周边、
滨海公园外及渡轮码头附近）或街头也可方便地乘坐。注
意在路灯为黄色时可乘坐出租车。通过计价器固定计费，
可付现金或刷信用卡付费。

中央长途汽车站（Central Coach Station）位于市中
心纳琳卡（Narinkka）大街3号。车站可乘坐巴士快线及
其他常规班车通往国内其它地区。
Matkahuolto旅游服务公司
电话：+358 (0)200 4000
网站：www.matkahuolto.fi
www.expressbus.com

铁路
电话及邮政服务
邮局营业时间为周一至周五9:00-18:00（部分邮局营
业至20:00）。黄色邮筒在工作日会收集邮件，邮票可在邮
局、书店、报刊经销店、书报摊及酒店购买。www.posti.fi

赫尔辛基有三条每日开行的国际铁路线：连通赫尔辛
基与莫斯科的俄罗斯托尔斯泰线，双向均发开夜班车。俄
罗斯列宾（Repin）列车及芬兰西贝柳斯（Sibelius）列车
每日运行于赫尔辛基与圣彼得堡之间。芬兰国内铁路线可
抵达境内主要城市，包括至最北部的拉普兰（Lapland）。

从国外向芬兰拨打电话，需加拨国家代码+358。在芬
兰境内如需咨询移动电话业务请拨打9800-7000。

芬兰铁路有限公司（VR Ltd，Finnish Railways）
网站：www.vr.fi

时区
芬兰本地时间在东欧时区内，为格林威治时间加2小
时。

海路交通
芬兰港位于城市中心地带。乘船可去往爱沙尼亚、瑞
典、德国和波兰。
芬兰港
电话：+358 (0)9 310 1621
网站：www.portofhelsinki.fi

旅游信息
旅游局地址：赫尔辛基北花园街（Pohjoisesplanadi）19号，
周一至周五9:00-20:00；周六至周日9:00-18:00
电话： +358 (0)9 310 13300
传真： +358 (0)9 310 13301
邮箱： tourist.info@hel.fi
网站： www.visithelsinki.fi

交通
航空
赫尔辛基万塔机场（Helsinki-Vantaa/Fanavia）距市中心
19公里（车程25分钟），距会场13公里（车程15分钟）。
机场与市区的中央地铁站之间有机场巴士。
电话： +358 (0)9 82 771
网站： www.finavia.fi

www.if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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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ies now! .....inspiring... surprising...... ..empowering

优选航空公司
最多可节省

20%
选择星空联盟网络

星空联盟网络的成员航空公司荣获2012年国际图联大会官方指定航空公司网络。

要获得星空联盟大型会议超值奖励计划的折扣及机票预售处信息，请在给任何一家星空联盟航空公司网络的成员
航空公司的机票预售处打电话订票时，报上此次国际图联大会活动的编码SK05S12。
售票处信息请见: www.staralliance.com/conventionsplus

1.

选择FOR DELEGATES

2.

在DELEGATES LOGIN中输入活动编码

3.

在列表中选择一家航空公司

4.

给列表中出现的机票预售处打电话，并
在预定机票时报上此次会议活动代码

注册人员以及一位随从人员均可享受最高20%的折扣，折扣的高低取决于舱位的等级。

加入本次大会活动的航空公司有：
亚德里亚航空公司（Adria Airways），阿根廷航空公司（Aegean Airlines），加拿大航空公司（Air Canada），中国国
际航空公司（Air China），全日空航空公司（ANA），韩亚航空公司（Asiana Airlines），澳大利亚航空公司（Austrian
Airlines），蓝天航空公司（Blue1），英国中部航空公司（bmi），布鲁塞尔航空公司（Brussels Airlines），美国大陆
航空公司（Continental Airlines），克罗地亚航空公司（Croatia Airlines），埃及航空公司（EgyptAir），波兰航空公
司（LOT Polish Airlines），德国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北欧航空公司（Scandinavian Airlines），新加坡航空公
司（ Singapore Airlines），南非航空公司（South African Airways），西班牙航空公司（Spanair），瑞士航空公司（SWISS
International Air Lines），巴西塔姆航空公司（TAM Airlines），葡萄牙航空公司（TAP Portugal），泰国航空公司（THAI），
土耳其航空公司（Turkish Airlines），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大部分国际航班的商务舱和经济舱的票可以享受折扣，在线订票、老人票、儿童票、团体票以及周游世界的联票
不能享受折扣。
友情提示：对于从日本和新西兰来的航班，特价票或折扣公布在他们各自的航空公司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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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Alliance Advert

SAVE UP TO 20%
ON GETTING TO YOUR
CONVENTION WITH
CONVENTIONS PLUS
It’s easy to save money on your flights if you fly the Star Alliance™
network. Simply quote the event code SK05S12 when you make
your booking with any Star Alliance member airline and you’ll
automatically get a discount of up to 20%.
The Star Alliance network has 27 member airlines with over 21,000
flights a day so we can offer you a lot more choice when planning your
travel.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ember airlines and contact
details,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staralliance.com/conventionsplus

www.staralliance.com
Information correct as at 09/2010

35

www.ifla.org
请通过Facebook和Twitter关注我们

36

www.ifl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