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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
第73届IFLA大会
南非 2007年8月19－23日
简介
本期是2007年度IFLA 快报的第一期。IFLA 快报 的变更、选举详情和其它的相关信息。第二，我们
是一种免费的大会通讯，它有两个作用：第一，IFLA 计划对代表们感兴趣的主题提供简短的背景文章。
快报登载的基本信息，会使作为代表的您从大会中获 IFLA 快报第二期将于2007年5月至6月间出版。从8
得最大的收获。它不仅包括详细的活动安排，例如： 月19日起，其余五期将在大会期间每天早晨发放到
会议日程、大会发言人和卫星会议，还包括活动安排 您的手中。最后一期是对大会的总结篇。
面向未来的图书馆：
进步、发展与合作

欢迎到南非来

亚力克斯·伯恩（Alex Byrne）
IFLA主席
欢迎您参加在南非德班这座流光
溢彩、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举办的2007
年度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

南非艺术与文化部部长

帕洛·乔丹博士（Z.Pallo Jordan）
我十分高兴地欢迎“图书馆世界”
即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WLIC）：
第73届国际图书馆联合大会在南非召
开。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这个国家和地

借此机会，我还要祝贺南非图书

区在世界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经碳同位素测

馆与信息协会（LIASA），南非图书馆和信息学界专业人

定德拉肯斯堡山（Drakensberg）洞穴中发现的艺术品表明，

员的机构赢得了今年在德班举办这次大会的殊荣。

早在10万年前就有人从北方来到这里。随后，伟大的祖鲁民

南非政府已经意识到，图书馆在构建知识经济、促进

族在此居住。从距今510年前的1497年瓦斯科·达·迦马

终身学习以及培育社会凝聚力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

(Vasco da Gama)来到这里开始，其他殖民者和世界各地移民

宪法中的《权利法案》赋予每个人获取信息的权利。议会

纷沓而至。各种不同的历史赋予了德班特殊的风情与美味佳

还通过了《促进信息获取法案》，进一步从法律层面上保

肴，在会议的一周时间内我们都能充分体验到。

障了此项权利。在我们全民致力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维

德班不仅是座引人入胜的城市，它更是一座历史文化名

护公民权利时，信息共享是必不可少的。

城。正是在这里，甘地开始了第一次非暴力抵抗运动，这个

我坚信，通过图书馆和其他渠道获取信息，对更深层

城市也因此在历史上处于重要的地位。它的重要性还体现在

次的民主化进程、促进人权和南非的人类发展将起到重要

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以及为实现本国人民和合作伙伴

作用。民主的建立依赖于有知识的公众群体。让公民获取

的使命而创建一个进步与发展的现代南非等方面。

全部必要的信息并做出明智的决定，这将有利于推动民主

对2007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而言，德班和南非是最

进程。无论对青年还是成年的学习者而言都是必要的。脱

合适的主办方。在IFLA成立80周年到来之际，我们从世界各

离开图书馆，终身学习的理念很难实现。

地汇集到这里，共同探讨图书馆与信息专业以及全球信息社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信息的时代，我们在南非所面临的

会的发展等重要问题。我们要以一种合作的精神来完成这些

挑战在全世界也同样存在，这就是电子信息技术和互联网

工作：既要得到别国同行和其他相关领域及相关专业人员的

的发展。全世界的图书馆馆员和档案工作者都在争论这场

合作，也要有来自我们所服务的社区和政府的支持。

深刻的革命如何改变他们的职业生涯。其中最大的一个挑

多方位的合作精神一直是我作为IFLA主席的工作宗旨。

战就是在电子环境下对信息的保存。众所周知，这个复杂

我相信它将在本届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期间被大家接受并

的问题对知识产权、版权、法定缴存、存档以及其它国家

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我们将集中探讨那些有关本行业进步

事务都会产生影响。我国的相关机构包括南非国家图书

和发展并有益于世界人民的最基本问题。

馆、盲人图书馆、全国图书馆与信息服务委员会和法定缴

我欢迎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的所有参会者来到南非的
德班。同时，非常感谢南非全国委员会及南非图书馆与信息

存委员会为国家处理这些重大问题提供决策支持上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协会的热情款待。我们将在这里进行精彩的专业对话，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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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地的同行们交流切磋，分享不同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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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IFLA总部
大会期间，IFLA的工作人员将竭诚为您服务，提供有关IFLA
的工作情况，如何加入IFLA并积极参与其中等广泛信息。这是
解答您所有问题的一个绝好机会。IFLA秘书处或IFLA展览处都
将安排IFLA的工作人员。

提交大会论文
大会日程中包括多个开放式会议，这些会议由
不同的专业团体（包括组、核心活动、讨论小组）
举办。请注意所有的论文必须提交给这些专业团

网站

体。但也请注意绝大多数的会议日程已经确定。大

IFLA拥有自己的网站www.ifla.org，这是了解大会事宜的第

会期间所有批准发言的论文都必须由IFLA总部登

一个便捷渠道。您可以在首页上找到德班的标志，点击它即可

记编号。只有IFLA在2007年6月1日前收到的论文才

链接到有关会议注册、宾馆、旅游、图书馆参观、展览等相关

能发到大会代表的手中。IFLA对应邀出席世界图书

信息网页，也可获得网上注册表及活动概要。我们希望4月份在

馆与信息大会并发言的个人不提供任何补助，出席

网上能够看到大会日程。

会议的费用自理。

配合2007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举行的卫星会议
1.非洲大学图书馆的IT与研究
8月17日
夸祖鲁－纳塔尔
(KwaZulu-Natal)
大学，德班

联系人： 麦克雷雷 • universitylibrarian@mulib.mak.ug
（Makerere）• mmusoke@med.mak.ac.ug
• alisonk@med.mak.ac.ug
德班： • Buchanan@ukzn.ac.za

主办方：学术与研究图书馆组
协办方：麦克雷雷（乌干达）大学图书馆及合作伙伴

2. 图书馆面临的新问题：灾难、应急准备和突发疾病
8月18日
德班

联系人：Paivi Pekkarinen • paivi.pekkarinen@helsinki.fi

主办方：卫生与生命科学图书馆组
协办方：非洲卫生信息与图书馆协会(AHILA)

3. 面向大众的、创新的、多元文化的图书馆服务，尤其强调其扫盲、学习与语言的多样性功能
联系人：
8月15—17日
比勒陀利亚
（Pretoria）
网址：

A.J. Swanepoel:
• SwanepoelAJ@tut.ac.za
Ann Katrin Ursberg:
• ann.katrin.ursberg@kommun.alvesta.se

主办方：多元文化人群的图书馆服务组与阅读组以及
儿童与青少年图书馆组

协办方：CSX客户服务部
http://www.csx.co.za

https://lib.tut.ac.za/ifla/

4. 吸取教训的最好实践
8月17日

联系人： Theo Bothma: • tbothma@up.ac.za

主办方：知识管理组

夸祖鲁－纳塔尔大
学德班校区图书馆

5. 连续出版物与其它连续性资源的管理
8月15—16日

联系人：

主办方：连续出版物与其它连续性资源组

6. 霉变、虫害与灰尘：保存政策与管理
大会前1—2天
德班

联系人：Johann Maree: • jmaree@hiddingh.uct.ac.za

主办方：保存与保护组
协办方：出版物的保存与保护核心活动组、善本与手
稿组、报纸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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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7届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绩效评估国际会议：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的质量保证及
成果评价
8月13—16日

联系人： Karin de Jager: • kdejager@ched.uct.ac.za
网址：www.lib.sun.ac.za/Northumbria7/Index.htm

Spier饭店与会议
中心，位于开普
敦国际机场附近

主办方：统计与评估组
协办方：开普敦大学
斯坦陵布什大学
诺森布里亚会议处

8. 技术管理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开放资源与商业选择
8月14—16日
谢赫·安塔·迪奥
普大学（UNIVERSITÉ
CHEIKH ANTA DIOP），
达喀尔，塞内加尔

联系人： Réjean Savard: • rejean.savard@umontreal.ca
(会议)
Henri Sène: • hsene@ucad.sn
(会议地点)

主办方：管理与营销组
协办方：信息技术组
非洲地区组
谢赫·安塔·迪奥普大学（Université Cheikh
Anta Diop），达喀尔

9. 继续职业发展：通往占据世界图书馆与信息领导地位的道路（第7届IFLA继续职业发展与职场学习世界大会）
8月14—16日

联系人： Jana Varleys:
Ujala Satgoor:

• varlejs@scils.rutgers.edu
• ujala.satgoor@up.ac.za

约翰内斯堡

主办方：继续职业发展与职场学习组
协办方：Webjunction, 可能还有Emerald

10. 未来的非洲图书馆
大会前2天，德班

11. 将图书馆发展成为一个学习中心
日期待定
哈博罗内，
博茨瓦纳

主办方：信息素养组

联系人： Viggo Pedersen
• viggo.b.Pedersen@ub.ntnu.no

协办方：博茨瓦纳大学图书馆服务处

12. 图书馆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
8月16—17日
南非约翰内斯堡
歌德学院
www.goethe.de
/johannesburg

主办方：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核心活动组
（FAIFE）
www.ifla.org/faife/index.htm

联系人：注册：Alexandra de Fortier:
• alexdf@mweb.co.za
论文提要：Paul Sturges:
• r.p.sturges@lboro.ac.uk

协办方：约翰内斯堡歌德学院和LIASA信息自由获取
与言论自由委员会核心活动组

13. 图书馆为阅读印刷文献有障碍的读者提供的服务：扫盲的工具
8月14—15日
南非
格雷厄姆斯敦，
LJB学院

主办方：盲人图书馆组

联系人：Beatrice Christensen Sköld:
• bea.christensen@tpb.se

14. 未来国会图书馆与研究服务的合作变化
预备会议前2—3
天
南非开普顿议会

主办方：国会图书馆研究服务组
联系人：

协办方：图书馆与信息组
南非开普顿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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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安排预告
此次大会的主题是：“面向未来的图书馆：进步、发展与合作。”下面，您可以看到8月份在大会期间计划举行的
各会议概要，列表如下：
（注：此议程还可能做细微的改动）
版权与其他法律问题委员会

学术与研究图书馆组、管理与营销组

非洲的知识产权问题

引起公众关注的图书馆: 宣传与推广营销战略

版权与其他法律问题委员会

学术与研究图书馆组

传统知识

提供导师服务！需要建议吗？咨询经验丰富的图书馆馆

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卫生与生命科学图书馆组

员吧。

在非洲获取HIV/AIDS 信息与知识产权问题

国会图书馆研究服务组

国际图联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书目标准联盟(ICABS)

共同建立和加强国会图书馆研究服务：最好的成功实例

图书馆在Web 2.0中的作用（规范数据、用户互动以及与图

政府图书馆组

书馆外其他行业社团的合作等论文）

政府图书馆：多语言的馆藏及服务方法

保存与保护组

社会科学图书馆组

视听资料与传统口述档案的保存（侧重于非洲的研究）

社会科学图书馆基于实践证明的做法：利用研究成果和

UNIMARC组

实验数据改善服务

新的信息组织环境中的UNIMARC

地理与舆图图书馆组

质量问题讨论组

非洲大陆的测绘工作

图书馆的相关质量问题

科学技术图书馆组

新职业讨论组

高等教育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科学与技术信息传递的影响

面向未来的新职业发展

卫生与生命科学图书馆组

农业图书馆讨论组

开放存取：发展中国家的灵丹妙药

全球化对世界范围内小农户的影响：信息传递的意义

艺术图书馆组

发展中国家图书馆与信息学（LIS）教育讨论组

发展与记录当代本土与少数民族的文化

发展中国家的质量保证及图书馆与信息学教育

家谱与地方志组、视听与多媒体组

获取信息网络——非洲讨论组(ATINA)

没有书面记载的故事：无书面记载的本地与家族历史

为一个民主的非洲大陆服务的图书馆：在非洲建立一个公众

家谱与地方志组、视听与多媒体组

能够获取政府信息以及有关政府咨询的网络系统

研修参观：德班档案馆口述历史项目等与基利·坎佩尔

妇女、信息与图书馆讨论组

（Killy Campell）非洲图书馆

主题待定

法律图书馆组

电子学习讨论组

1) 知情权

主题待定

2) 一个南非的法律议题（可能是种族和解问题）

国家图书馆组

法律图书馆组

国家图书馆的未来：融合与合作

研修参观

国家图书馆组、书目组、分类与标引组

为一般公众服务的图书馆部

数字化时代中国家电子书目指南：通过合作加强书目控制以

社会融入：公共图书馆如何面对挑战，满足社区所有人

便全球书目数据共享

的服务需求

国家图书馆、书目标准联盟（ICABS）与信息技术组

儿童与青少年图书馆组
国际儿童数字图书馆——让书离孩子更近，国际儿童数
字图书馆（ICDL）在德班庆祝它的5周岁生日。儿童组是
ICDL的全球顾问与合作伙伴。在介绍国际儿童数字图书
馆后，将进行几个简短的关于如何使用的演示，例如：
怎样在ICDL中找到你最喜欢的资料，以及ICDL在公共图
书馆和学校图书馆中如何使用等。演示中还将展现不同
语言图书的封面。

国家图书馆与资源开发战略——地方、全国及全球
学术与研究图书馆组、信息素养组
改革渠道：将多种方法的教育和学习与信息素养的培养结合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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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安排预告（续上页）
盲人图书馆组、儿童与青少年图书馆组

统计与评估组

图书馆为阅读印刷文献有障碍的儿童提供服务的最好范例

特殊图书馆需要特殊的评估模式

多元文化人群的图书馆服务组、儿童与青少年图书馆组

管理与营销组、大都会图书馆组

面向多语种家庭提供的多语种图书馆服务

图书馆——复杂社会中至关重要的机构

多元文化人群的图书馆服务组

图书馆协会管理组、继续职业发展与职场学习组

多元文化图书馆宣言的解读

图书馆协会领导能力的发展

书目控制部

教育与研究部

书目控制：聚焦非洲

网络、图书馆与变化中的信息行为：研究与教育的展望

书目组

教育与培训组

国家书目——非洲的状况：加强非洲各国国家书目的合作

非洲图书馆与信息学学院的合作

编目组

图书馆理论与研究组
图书馆学信息学研究和出版物：非洲图书馆学信息学研究

合作编目：原则、标准与项目

人员的故事
图书馆历史组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发展史

分类与标引组
建立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主题检索
知识管理组

阅读组、公共图书馆组、学校图书馆与资源中心组
图书馆的健康发展：成为支持社区发展和与健康问题有关
的普及活动的资源和实践
信息素养组
有关信息素养的著作：国际IFLA/UNESCO信息素养资源目
录及当前国际信息素养的发展水平

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采用知识管理促进信息传递
采访与馆藏建设组
馆藏描述模式——新一代的创新
文献传递与资源共享组
采用新技术促进馆际互借与资源共享服务

区域活动部、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ALP）

连续出版物与其他连续性资源组

基层图书馆的发展

主题待定

区域活动部、教育与培训组
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图书馆学信息学教育：图书馆学信息学
教育工作者与实践者的见解
非洲地区组
展望未来：21世纪及未来非洲图书馆模型
亚洲与大洋洲组

报纸组
非洲报纸：获取与技术
政府信息与政府出版物组
政府与科学：未来图书馆的进步、发展与合作
政府图书馆组、政府信息与政府出版物组、国会图书馆研究
服务组
政府图书馆指南：指南初稿听取会
参考咨询与信息服务组
保持领先地位：为未来的参考咨询与信息服务做好教育工作
善本与手稿的保存与保护
非洲文献的保存：前景与案例分析

信息提供者如何应对在亚洲和大洋洲发生的灾难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组
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建立数字图书馆；当前的发展水平
IFLA总部——斯杰德·库伯曼（Sjoerd Koopman）
IFLA 新出版物的推介
比尔及梅林达· 盖茨基金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的设立主要是帮助公众在公共图
书馆中能够使用免费的计算机和网络获取信息。基金设立
了“求知新途奖”，奖励那些成功的创新项目。这些项目
帮助公众及时有效地获得他们需要的信息。今年是该奖项
颁发的第八年。这些获奖者的项目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实践
经验和富有创造力的新思想。第73届IFLA大会的主旨是
“进步、发展与合作”。我们相信，此奖项以往获得者正
是IFLA在这三个领域所作努力的典范。他们应该有很多经
验能够与我们分享。

图书馆建筑与设备组
图书馆成功设计的诀窍：指南与案例分析
信息技术组
读者推动的图书馆服务：技术如何促使图书馆让读者决定
他们所需的服务并以此决定服务的组织模式
统计与评估组
建立新世纪新型评估模式：南非的经验是否具有普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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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参加德班大会的非洲参会者提供的资助
遴选

很高兴地告诉您，我们为参加在南非德班举办的

•

IFLA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的参会者筹集到了一些资

经费优先提供给至少有5年以上图书馆专业工作经
验的年轻人；

助。
•

资助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IFLA各组常设委员会委员及受邀在大会上宣读论文
的人员也具有优先权。请在申请表中陈述清楚。

a) 仅提供注册费
b) 注册费与300欧元的食宿费补助

申请
申请事项，包括申请表可参见IFLA 网站:

旅游费用请自理！

Word 版本:
http://www.ifla.org/IV/ifla73/contributions2007-form-en.doc
PDF 版本:
http://www.ifla.org/IV/ifla73/contributions2007-form-en.pdf

这些补助仅提供给以下国家的参会者：安哥拉、博茨
瓦纳、布隆迪、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莱索托、马拉维、马
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卢旺达、塞
舌尔、索马里、南非、苏丹、斯威士兰、坦桑尼亚、乌干
达、赞比亚及津巴布韦。
申请人须具备的条件与申请步骤：
• 必须是本国图书馆协会成员，并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 提交申请表与一份详细的履历；
• 提供专业背景与工作经历的证明材料，包括：教育程
度、职务与基本职业经历；
• 选择申请补助的类型 (a类或b类)；
• 提供一份表明申请人能够负担补助以外的其它一切费
用的证明；
• 会议结束后，需提交一份参会汇报材料。

• 请尽快将履历表与现任职务信息提交到南非图书馆

与信息协会（LIASA）办公室，截止日期是2007年3月
30日。
办公室主管
LIASA 国家办公室
P.O. Box 1598
Pretoria
0001
South Africa
电话： +27 12 337-6129
电子邮箱：manager@liasa.org.za (可以接收PDF版式)
传真： +27 12 337-6108

关于其他几种补助及正在协商中的补助，详情请见IFLA网站: www.ifla.org

通

告
详情将随后公布。

南非图书馆与信息协会（LIASA）书目标准兴趣组

请您计划参加2007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WLIC）

（IGBIS）将于2007年8月24日举办2007年WLIC会后研讨

会。发言人包括业内著名人士琼·米切尔（Joan Mitchell） 的时候记住此项活动的日期。
与芭芭拉·蒂利特（Barbara Tillett）。讨论的主题包括资

南非图书馆与信息协会（LIASA）；
书目标准兴趣组（IGBIS）；
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源描述及获取（RDA），书目记录功能需求（FRBR）以
及杜威十进分类法。
（接第1页）
图书馆与信息服务委员会是这次信息革命的核心力

我确信，2007年WLIC/IFLA大会将极大促进本地

量。南非各协会，包括图书馆与信息服务部门，正在努力

区和非洲其它大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借此机会让政

消除过去的种种不公正与不平等。图书馆与信息服务部门

府、商业和工业部门更好地意识到图书馆对本地区以

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与社区图书馆，正在面临着公众日益增

至世界其它各地在经济发展与财富增长的过程中起到

长的服务需求。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的政府正在迎

的重要作用。

接这些挑战，为促进国家民主和发展社会经济做出努力。

我预祝大家在此次大会中获得丰硕的成果！

我相信，主办这次WLIC/IFLA大会将巩固南非图书馆

帕洛·乔丹
艺术与文化部部长

与信息协会（LIASA）在非洲图书馆专业协会中的领导地
位。这将在国内以至整个非洲大陆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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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A 大会信息
宾馆／住宿

观光项目

大会秘书处在会议网站上设置了预定专区，提供大量

在2007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期间有一份关于

宾馆住宿的预定，有价格不等的各类旅馆可供选择。如果

观光旅游的详细清单。如果需要为您和（或）您的同伴

您想通过大会秘书处预定房间，请登陆www.ifla.org浏览

预定大会观光旅游，请登陆大会网站www.ifla.org查找

大会网页，您可以从中找到更多的信息。

更多的信息以便预定。

如果您已经直接联系过大会指定的宾馆并被告知预

机场班车

订已满的话，请您发邮件至wlic2007reg@congrex.com与大

在会议召开的前后几天里，有会议班车往返于德班

会秘书处联系，或许我们在这家宾馆还有预留的房间可以

机场和会议正式指定的宾馆之间。代表们可以事先预定

给您安排。

并支付这项服务的费用，并将得到一个凭证以便上车时
向司机出示。更多详情请参见IFLA网站www.ifla.org。

图书馆参观
在2007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期间可以选择图书
馆参观，请您登陆网站 www.ifla.org 获得更多的详细信
息。请注意，因为参观图书馆的名额有限，为避免失望请
您尽早预定。

重要地址和截止日期
2007年WLIC德班全国委员会

大会秘书处

南非图书馆与信息协会(LIASA)
P.O. Box 3668
Durban 4000
South Africa

Concorde 服务有限公司 / Congrex UK
4b, 50 Speirs Wharf
Port Dundas
Glasgow, G4 9TH
UK
电话：+44 (0)141 331 0123
传真：+44 (0) 207 117 4561
邮件：wlic2007@congrex.com

重要截止日期
2007年5月15日

IFLA 总部
P.O. Box 95312
2509 CH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电话： +31 70 314 0884
传真： +31 70 383 4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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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宾馆预定

2007年5月15日

早期注册费提交截止日期

2007年6月1日

取消／更改注册可退款

2007年8月1日

预先注册截止日期

德班：亚洲与欧洲齐聚非洲
作为非洲重要的会议举办地之一的德班，是一座充满
活力的城市。在这里，形成了非洲、亚洲与欧洲各地的文

会议组织者、旅游者和运动爱好者选择来此地的原因，因
为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城市。

化融为一体的本地文化，反映在风格迥异的建筑风格，各
种传统的大熔炉以及丰富多彩的美味佳肴。

德班的交通十分便利，乘飞机从约翰内斯堡出发不到
一个小时就可抵达。一旦到达德班，您就会发现您的一切

它地处非洲东海岸，地理位置极佳，是非洲唯一一个

需求似乎都唾手可得。

冬暖夏热的城市——一年中320天阳光普照，显然这也是

更多的信息请访问：http://durban.kzn.org.za/durban

综合信息
银行
南非的银行可办理各项国际交易。营业时间

安全
尽 管 德班不像以往举办IFLA/WLIC

为星期一至星期五9:00至15:30；星期六8:30至 大会的那些国际大都市一样，但我们还是
13:00。大多数城镇和城市都设有自动取款机 建议参会代表们注意安全问题，做好预防
(ATM)，为您提供24小时服务。

措施。

旅行支票和所有主要的外国货币在任何一 外出活动
家商业银行都可以进行货币兑换。同时，美国运 • 尽量做到财不外露，如相机、珠宝等。
通公司办公室与许多宾馆也可以为客人提供外 • 尽量使用信用卡，如果没有信用卡，请
币兑换服务。

天气

您携带少量现金。
• 在晚上，尽量避开黑暗的地方。

本地区8月份平均最低温度13°C；最高温度 • 如需要任何信息，请找警察或当地官
23°C；降雨量58mm。

信用卡
大部分主要的信用卡包括主要流通的旅行
支票在南非都可以使用。

货币
南非现行货币为10进制，单位为兰特。1兰

员，他们会竭诚帮助您。
• 如需搭乘出租车，您的宾馆或者最近的
旅游信息机构可以帮您推荐可靠的服
务人员。
• 如果外出散步，请您结伴而行，至少要
两人以上。

特相当于100分。纸币分200兰特，100兰特，50 • 离开会场后，请您摘下代表徽章。
兰特，20兰特，10兰特；硬币分5兰特，2兰特， 乡村游览

小费
不是所有的饭馆和酒吧的服务员都有
工资，他们的收入来源是靠小费。如果您对
他们提供的服务很满意，10% 的小费是很好
的奖励。

交通：如何到达德班
国际机场有多班国际和国内的航班通
往南非和世界各地。此外，城际列车和火车
的票价也很合理，每天都来往于南非各地。
南非征收乘客离境税，一般这笔费用都
包含在机票里。

签证
以下信息由内务部2007年1月提供。
该部门将授权南非驻外使馆为参会者
办理相关的签证事宜。只要出示邀请函，并
按照2002年移民法有关条款的规定证明不
是禁止入境或不受欢迎的人即可。
来自签证控制国家的旅客，进入南非前

1兰特，50分，20分，10分和5分。汇率是浮动的。 • 请确立详细的旅游行程。

请到南非驻外使领馆提出申请办理签证。护

电源

照有效期必须在30天以上，并留有一张空白

• 参观传统地区要选择正规的交通工具。

电压为220/230伏特，50赫兹交流电。使用 • 雇用注册的专业导游。
美国生产的电器时需要用变压器。大部分参会者 住宿
需要携带转换插头。

餐饮

• 与其它任何地方一样，请您随身看管好
自己的行李。

页以备签证或签发通行许可之用。
来自非洲或南美洲黄热病传染区的旅客
须办理免疫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汇编的名
单，传染区包括以下一些国家和地区：非洲

德班的美食从半片面包加咖喱的小食兔三 • 将贵重物品寄存在宾馆的保险箱里。

——安哥拉、布隆迪、贝宁、布基纳法索、

明治的快餐和路旁小摊食品，到寿司、路边咖啡、 • 无论是否在屋，都请您将房门锁好。

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赤道几

小酒吧以及非洲传统烤肉等应有尽有。

防疫

• 如果有人敲门，请您确认来者身份后再
开门。

进入南非不需要接种疫苗。不过，对于刚从 机场须知
疫区来到南非6天内的游客，在海关需要出示接 • 请将行李放在视线范围内。
种黄热病疫苗的证明（请参见护照信息）。祖鲁 • 如果您发现有可疑的人在您身边，请您
地区有些地方易感染疟疾。在前往这些地区之

立即到最近的警察局。

前，最好向医生或药剂师咨询一下并准备好必要 购物
的药品。

语言

非洲的商品既有世界一流精品的精
致，又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情。游客既能买

在南非有11种语言：英语、祖鲁语、科萨语、 到非洲工艺品，如独特的祖鲁珠饰，也能
阿菲利康语、恩德贝勒语、斯威士语、北索托语、 从市集商人和传统巫医处挑选到别致物
南索托语、聪加语、茨瓦纳语和文达语。英语是 件。或是参观维多利亚购物街，一座亚洲
南非商业用语也是全国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因此 风情的大型商场，这里是除印度以外最大
对于使用英语的游客来说没有任何语言问题。

的香料、丝绸与黄铜器皿市场。

内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加蓬、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加纳、科特迪瓦、肯尼
亚、利比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圣
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
马里、苏丹、卢旺达、坦桑尼亚、多哥、乌
干达和扎伊尔；南美——玻利维亚、巴西、
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法属圭亚那、圭亚那、
巴拿马、秘鲁、苏里南和委内瑞拉。
需要签证的国家列表和签证申请表请
见：http://www.home-affairs.gov.za
关键词： visum
邀请函请登陆大会网站：
http://www.ifla.org/IV/ifla73/ 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