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通告

敬启者，

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由外交学院主办的“青年携手，大道同行·2019
北 京 国 际 模 拟 联 合 国 大 会”（Young Partners for a Bright Future • Beijing
Inter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 2019）拟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至 26 日在
外交学院沙河校区举行。

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BIMUN）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模拟联合国活动，
每年都受到了外交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中国联合国协会和联合国驻华系统
等部门和机构的大力支持。大会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能够让学生们加
深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和对联合国运作模式的了解。作为将模联活动引入中国的先
锋，外交学院有着多年光辉的模联历史。每年由外交学院主办的北京国际模拟联
合国大会，标志着中国模拟联合国顶级的学术水平，是全国模联活动的一面旗帜。
自 2002 年以来，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一直实行邀请制，不公开对外招
募大会代表。此次 2019 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旨在为参会代表带来更好的学
术氛围和会议体验，将邀请国内外 115 所知名大学和模联组织及 52 所知名中学
参加。大会共设立 13 个委员会，包括 5 个英文委员会、4 个中文委员会、2 个
法文委员会、1 个西班牙文委员会和 1 个主媒体中心（混合工作语文）。本次大
会议题设置新颖广泛，紧跟时代步伐，鼓励青年人发扬伙伴精神，同舟共济，为
阻止冲突、实现变革、促进包容、建设和平并进一步实现联合国 17 项可持续发
展目标群策群力。

随着模联活动的不断发展与普及，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选择参与
到这一活动中，让世界听到来自青年的声音。为使更多优秀学生能参与到北京国
际模拟联合国大会，今年将继续开放少量代表名额供未获邀请的学校进行申请。
拟邀请名单和申请办法随通告附上，正式邀请函将于近日发出。
此外，大会拟对外邀请若干来自德国、俄罗斯、美国、英国、日本、韩国、
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外籍主席，我们也将公开对外招募若干名
主席助理，具体内容请查看《主席助理招募》部分。

•

主要会议信息

会议主题：青年携手，大道同行
举办日期：2019 年 5 月 23 日至 26 日
举办地点：外交学院沙河校区
参会人数：700 人左右
官方网站：https://bimun.org.cn
微信公众平台：外院模联 CFAUMUNA
Facebook：@bimun.cfau
联系方式：contact@cfaumun.org

•

议题及委员会介绍

委员会

Committee

议题

Topic

A. Promotion of Fuel Cell Vehicles and
Hydrogen Society
B.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Future
Housing and Community
A. Reducing Plastic Pollution in the Oceans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and its Knock-on Effects
Programme
B. Restor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Mangrove
Ecosystem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A.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under the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B. Application for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A. Education for Justice against Organized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Crime
Drugs and Crime
B. Crackdown on Illicit Trafficking of Opiates
from Afghanistan
A. Reform of the Dispute-solving Mechanism
of the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B.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Global
Trade System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工作语文

代表制

议事规则

Working
Language

Delegation

Rules of
Procedure

English

Single Delegate

Motion-oriented

English

Double Delegation

Paper-oriented

English

Double Delegation

Paper-oriented &
Application

English

Double Delegation

Paper-oriented

English

Single Delegate

Paper-oriented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

议题一：消除侵害妇女暴力行为
议题二：确保女性获得平等教育机会

中文

单代表制

动议导向型

世界卫生组织

议题一：传统与现代医学的结合与发展
议题二：改善全球初级卫生保健状况

中文

双代表制

动议导向型

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
危机联动委员会

马里和平建设进程
2000 年东非局势

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alimentation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l’agriculture urbaine
l'agriculture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Les emplois verts et l’avenir du travail
du Travail
Organización Internacional Retorno Voluntario Asistido y Reintegración
para las Migraciones
en América Latina

主媒体中心

Main Press Centre

——

中文

双代表制

文件导向型

中文

混合代表制

危机导向型

Français

Seul délégué

Motionorientation

Français

Seul délégué

Motionorientation

Español
混合语文
Multilingual

Delegado Simple Moción-orientado

媒体代表团制

Press Delegation

——

*2019 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所有委员会均采用《北京议事规则》的不同版本，因委
员会特质可能有特殊修订，应以会前发布的正式规则文件为准。
** 法文委员会与西班牙文委员会建议能较熟练使用法文和西班牙文的学生报名参加。
*** 您可以访问官方网站获取全中文版本的委员会与议题介绍。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Topic A: Promotion of Fuel Cell Vehicles and Hydrogen Society
Topic B: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Future Housing and Community
Working Language: English
Delegation: Single Delegate (45 delegates in total)
Rules of Procedure: Beijing Rules of Procedure (Motion-oriented)
Introduction to the Committee and Topics:
As one of the six main orga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has been at the hea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to advance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ever since 1945.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traditional vehicles,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face potential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crisis.
Meanwhile, hydrogen is a clean, efficient, saf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source
and is believed to be the most potential alternative in the 21st centur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lenty of challenges for the promotion of hydrogen
society, especially in terms of technology. Besid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ydrogen socie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housing and
community. It is of crucial importance to upgrade the existing housing with
regards to the needs of urban expansion, and provide systematic assistance
for future community plann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ublic spaces.
Through promoting hydrogen societ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communities, we will help promote the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and contribute to the achievement of 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Topic A: Reducing Plastic Pollution in the Oceans and its Knock-on Effects
Topic B: Restor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Mangrove Ecosystems
Working Language: English
Delegation: Double Delegation (60 delegates in total)
Rules of Procedure: Beijing Rules of Procedure (Paper-oriented)
Introduction to the Committee and Topics:
With the rapid growth in demand and consumption of plastics, large amounts
of plastic debris enter the ocean every year from both land- and sea-based
activities, such as fisheries and tourism, and poor waste management. This
poses a huge threat to the plants and animals, including human beings as
well. In addition, the fishery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n many coastal and island
countries are economically affected by the presence of plastic debris. Growing
on the land-ocean boundary zone, mangrove forests are protecting the coast
under harsh conditions with their complex biological structure. Unfortunately,
mangroves in intertidal zones are disappearing from our planet at an appalling
rate, thus exerting an enormous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livelihoods. The marine plastic pollut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mangrove
ecosystems pose a series of formidable challenges for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Reducing plastic
pollution in the oceans and its knock-on effects, and protecting mangrove
ecosystems ensure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patterns,
while protecting and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use of territorial and marine
ecosystem and resource. In turn, we can bring health and well-being to all.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Topic A: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under th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Topic B: Application for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Working Language: English
Rules of Procedure: Beijing Rules of Procedure (Paper-oriented & Application)
Delegation: Double Delegation (60 delegates in total)
Introduction to the Committee and Topics:
Cultural heritages, regarded as the conduits to achieve cultural diversity
worldwide with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re of vital significance. Not
only could they docum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societies, but also
kindle human ingenuity and creativity. Nevertheless, cultural heritages are still
subject to natural disasters, armed conflicts, looting and illicit trafficking.
The developing world, in particular, are more plagued with these challenges.
As the local government lacks sufficient technical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vide personnel training and regular maintenance, the situation has become
unprecedentedly severe.
Having recognized the urgency of these problems,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has been also
devoted to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under th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More significantly,
the Centers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f UNESCO, specializing in providing
scientific guidance on policymaking, will furth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eanwhile, cultural artifacts which are prone to external threats also deserve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the most internationally
authoritative catalogue of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is in action to prevent the priceless cultural artifacts from destruction.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Topic A: Education for Justice against Organized Crime
Topic B: Crackdown on Illicit Trafficking of Opiates from Afghanistan
Working Language: English
Delegation: Double Delegation (60 delegates in total)
Rules of Procedure: BeijIng Rules of Procedure (Paper-oriented)
Introduction to the Committee and Topics: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was established in 1997
by combining the United Nations Drug Control Programme and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together. UNODC is mandated to help all the
Member States to fight against illicit drug problems, transnational crime,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4 and 16, UNODC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 2019 is going to discuss the
problem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o combat crime. Education for Justice (E4J)
initiative is started by UNODC and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intention to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through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Meanwhile,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data
published by the Afghanistan Opium Survey, the regional situation of illicit
trafficking is still extremely severe. Delegates are expected to propose more
practical suggestions and solutions during the discussion of two topics and
understand better the whole procedure of combating crime.

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opic A: Reform of the Dispute-solving Mechanism of the WTO
Topic B: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Global Trade System
Working Language: English
Delegation: Single Delegate (45 delegates in total)
Rules of Procedure: Beijing Rules of Procedure (Paper-oriented)
Introduction to the Committee and Topics:
Humankind is about to enter into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In
the past three hundred years, we have undergone unprecedented changes,
and each individual is interconnected in various ways: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s being formed. Looking forward,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will inevitably bring about greater transformations which are destined to
encounter some frictions; trade breaks down the barriers to create wealth
but impair the vested interest group. When free trade is challenged by the
war of tariff, when technology sharing contradicts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when globalization destroys local economy with a flood of cheaper
goods...how should we view them? What institutional change can be made?
How can we cope with it?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could have a farreaching effect on our future.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

Th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议题一：消除侵害妇女暴力行为

议题二：确保女性获得平等教育机会
工作语文：中文

代表制：单代表制（共 45 名代表）

议事规则：北京议事规则（动议导向型）
委员会与议题介绍：

数百年来，女性权益解放运动浪潮此起彼伏。在唤起关注之余，部分地区的
进展却令人遗憾。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女性无法享受应有的权利，在经济社会
中处于劣势地位，难以获得平等经济、教育等资源，遑论司法公正与社会保护。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是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在安理会的决议下成立的，专门
致力于促进两性平等的全球性机构，同时其对联合国关于两性平权问题的活动发
挥着促进作用。
“消除侵害妇女暴力行为”和“确保女性获得平等教育机会”是本次会议着
重关注的两个议题。我们希望妇女安全保护问题得到关注，这不仅包括对基本生
存权的保障，同时也包括对妇女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的保护。这不仅涉及到个体的
自我发展，更是在鼓励广大女性参与到公民社会的决策与建设当中，引发社会对
性别议题的思考。我们真诚地希望这次会议能唤起代表对相关问题的共鸣，共同
提出促进两性平等的创造性建议，为两性平权运动描绘出美好蓝图。

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

United Nations Peacebuilding Commission
议题：马里和平建设进程
工作语文：中文

代表制：双代表制（共 50 名代表）

议事规则：北京议事规则（文件导向型）
委员会与议题介绍：

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是联合国建设和平框架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其所有
行动旨在支持冲突后国家的和平进程。本次会议中，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将采
用全新的视角审视冲突后地区重建这一传统议题，希望能够探索出一条不同以往
的冲突后地区重建的道路，为建设和平提供崭新的思路和更加深入细致的思考。
2012 年 3 月，马里部分军人在首都发动军事政变，使本已暗流涌动的马里
局势进一步恶化。长期以来，马里境内活跃着多支部族武装，其中北部地区图阿
雷格族武装更是以反对政府的立场著称。此外，各类恐怖组织或宗教极端组织也
以马里作为其主要活动地点之一。马里民族构成多元，部族利益交错，各方面复
杂的因素使得马里地区的和平建设进程举步维艰。如何在确保和平安全与地区稳
定的同时兼顾重建与发展，协调各个行为体使其共处合作，整合资源使其得到最
大效果的充分利用，建设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马里？这一系列问题等待着各
位代表的答案。

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议题一：传统与现代医学的结合与发展
议题二：改善全球初级卫生保健状况
工作语文：中文

代表制：双代表制（共 50 名代表）

议事规则：北京议事规则（动议导向型）
委员会与议题介绍：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正在经历调整与变革。其中，作
为与社区、家庭息息相关的基本一环，初级卫生保健领域的改革十分迫切。这一
领域同样面临新的挑战：老年人口的增多、不合理的城市发展和气候问题加剧了
传染病的传播；各国的初级卫生保健状况也良莠不齐；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卫生
需求仍难以得到保障。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传统医学手段以其低成本、易获取的优势得到了广泛应
用，而如何安全合理地将传统医学纳入主流卫生保健一直颇有争议。2019 年，
传统医学将首次被纳入全球医学纲要，新一轮“新旧”碰撞或将上演。

从《阿拉木图宣言》中所倡导的“社会公正和人人享有更加健康的权利”，
再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3 的“良好健康与福祉”，促进全民健康、实现卫生
公平一直是世界卫生组织努力的方向。如何满足日益增长的初级卫生保健需求，
应对新的卫生挑战，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又是否能并蒂开花，世界卫生组织期待
各位的到来。

危机联动委员会

Joint Crisis Committee
议题：2000 年东非局势
工作语文：中文

代表制：混合代表制（共 50 名代表）

议事规则：北京议事规则（危机导向型）
委员会与议题介绍：

经过三十年的独立战争，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获得独立，并且于 1993
年获准进入联合国，其独立国家地位被国际社会承认。然而，非洲之角的战火并
没有因此熄灭。1998 年 5 月，围绕着领土纠纷，战争再度在这两个最不发达国
家之间爆发。大量资金被战争机器挥霍，无数村庄被毁，生灵惨遭涂炭。水深火
热中的东非之角无不渴望和平与正义，无不渴求强大机构能够终结这场冲突。

在本次会议中，我们将聚焦 2000 年的东非局势，试图通过代表的角色扮演
还原并平息这场冲突。在会议中，各国代表将致力于实现国家意志，两国将尝试
在博弈中谋求本国的最佳利益组合，联合国安理会也将发挥其核心作用，汇集全
球智慧，为地区冲突提供尽可能完善的解决方案。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alimentation et l’agriculture
Thème : Le développement de l’agriculture urbaine
Langue de travail : français
Représentation : seul délégué (30 délégués)
Règle de procédure : Guide de Procédure des Assemblées de Beijing (Motionorientation)
Introduction :
A la suite du développement de l’urbanisation, de plus en plus de gens se
déplacent de la région rurale à la ville, de plus en plus de gens habitent
dans de grands immeubles. Mais on a de moins en moins de contacts avec
la nature. L’agriculture, c’est la base de l’existence et du développement
humains. Cependant, à cause de l’hémorragie démographique dans des
zones rurales, le main-d’œuvre de l’agriculture traditionnelle se diminue. En
même temps, La croissance rapide des villes dans le monde apporte une
grande pression sur les systèmes d’approvisionnement alimentaires urbains.
L’agriculture urbaine donne un nouveau plan au développement urbain. Elle
est capable non seulement de satisfaire les besoins alimentaires urbains,
mais aussi de créer des emplois et d’embellir la ville. Cela permet de rendre
la ville et la nature plus étroites. Elle favorise aussi « la ville verte » et « le
développement vert » que l’on préconise aujourd’hui.
Pourtant, son développement se heurte encore à des problèmes comme
la mesure, la technique et la pollution dans certains pays et régions. Par
cette réunion, le bureau espère que les délégués peuvent proposer des
idées originales, et discuter ensemble la perspective du développement de
l’agriculture urbaine, pour que la FAO puisse jouer pleinement son rôle.

国际劳工组织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u Travail
Thème : Les emplois verts et l’avenir du travail
Langue de travail : français
Représentation : seul délégué (30 délégués)
Règle de procédure : Guide de Procédure des Assemblées de Beijing (Motionorientation)
Introduction :
L’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u Travail (OIT) a été fondée en 1919 selon le
Traité de Versailles afin de promouvoir la paix et la stabilité sociale. Elle est
devenue une institution spécialisée du système des Nations Unies en 1946.
Aujourd’hui, sous le slogan « Promouvoir l’emploi, protéger les personnes »,
L’OIT se dévoue à améliorer les conditions d’économie à l’échelle mondiale
et à réaliser l’objectif du travail décent pour tous, chez les femmes et les
homme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les influences d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deviennent
de plus en plus importantes. Visant aux défis sévères causés par les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c’est le consensus de tout être humain de
perfectionner le modèle économique actuel et de favoriser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Dans ce contexte, une évolution considérable est en cours dans
le monde de l’emploi. Le développement du travail vert, qui joue un rôle
important d’équilibrer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et la croissance
d’économie, revitalise aussi le développement du travail à l’avenir. Dans cette
conférence, on va mettre accent sur les emplois verts, étudier des problèmes
et des défis possibles dans le processus de transition professionnelle et
essayer de trouver des solutions concrètes et pratiques pour favoriser
l’économie verte et le travail décent en vue de contribuer à la réalisation des
Objectifs d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des Nations Unies.

国际移民组织

Organización Internacional para las Migraciones
Tema: Retorno Voluntario Asistido y Reintegr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Lengua de trabajo: Español
Delegación: Delegado Simple (30 asientos)
Guía del Reglamento: Guía del Reglamento de Beijing (Moción-orientado)
Introducción:
La Organización Internacional para las Migraciones (OIM) se convirtió en el
organismo de Naciones Unidas en 2016. Cuenta con 172 Estados Miembros.
Hay 8 Estados que gozan del estatuto de observador.
En la segunda mitad del siglo XX, el tema de la migr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se
fue tornando cada vez más notable. El problema de la migración se ha vuelto
cada vez más grave. Ha tenido un impacto multifacético en el proceso de
desarrollo social de los países latinoamericanos. El retorno de los migrantes
que no desean o no pueden permanecer en el país de acogida o en el país de
tránsito ya ha atraído la atención de todos los países.
La OIM de BIMUN 2019 se dedicará a realizar programas que faciliten
el retorno voluntario y la reintegración de desplazados, migrantes y
otras personas que requieran servicios internacionales de migración,
teniendo debidamente en cuenta las necesidades y preocupaciones de las
comunidades locales de América Latina. Sobre la base de respetar la dignidad
de los migrantes, nos empeñamos en elaborar relativos proyectos a través de
negociaciones, ayudar a encarar los crecientes desafíos que plantea la gestión
de la migración a nivel operativo con el fin de promover la autosuficiencia y
contribuciones a las comunidades de migrantes y de esa manera contribuir al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social de los Estados.

主媒体中心

Main Press Centre
工作语文：混合语文（英文、中文、法文、西班牙文）
代表制：媒体代表团制（共 30 名代表）
委员会与议题介绍：

主媒体中心是由世界各国主要媒体所组成的新闻报道机关。在每一场双边
或多边会晤中，在场外守候的媒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媒体，国家的一言
一行将影响全球两百余个国家的政治关切与舆论诉求。在本次会议中，主媒体
中心代表将利用媒体记者的身份，进行文字、图像、声音与视频的新闻制作，
从而影响会议进程。BIMUN 2019 的设计中，媒体代表需将工作重点从影响国
家代表转移，转而致力于制作更加精确、具有影响力和责任感的新闻作品。主
媒体中心将采取代表团制，同时利用记者招待会、记者发布会及危机发布等方
式提高媒体代表会议参与度。学习新闻制作技能，掌握运用新闻影响公众的能
力，将成为代表在会议中的第一要务。

•

拟邀请名单

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长期保持完全邀请制，邀请国内外最优秀的模拟联
合国活动参与者共襄盛会。今年，共有海内外 167 所院校或模联组织受到邀请。

请受邀单位于 2019 年 2 月 1 日 23:59 前组织填写《代表信息采集表》，
完成初步报名工作。领队应统一为包括代表、观察员和指导教师在内的每位参会
人员各填写一份表单，并注明所在院校或组织。请各单位严格按照席位分配填写
表单，否则将可能失去参会资格。
进入表单需要密码，专属密码和席位分配将通过联络专员发至受邀单位官方
邮箱或负责人处。如受邀单位在 2019 年 1 月 5 日 23:59 前尚未收到任何邮件
或信息，请直接向秘书处发送邮件以说明情况（contact@bimun.org.cn）。
拟邀请高校代表信息采集表链接：

https://bimun.org.cn/apply/view.php?id=20754

为使更多模拟联合国活动爱好者能体验会议，今年大会延续设立了申请制度，
共有 10 个代表团名额开放申请。
未在拟邀请名单上的学校如已开展模拟联合国活动超过三年，并具有较高的
学术水平，可填写《参会申请表》，秘书处将择优录取少量学校。若申请参与法
文、西班牙文委员会或主新闻中心的法文和西班牙文小组，可免除对模拟联合国
活动开展年限的要求。
考虑到各模联活动热爱者对大会的一贯支持和厚爱，本次大会将继续设置观
察员机制，观察员将采取滚动录取制 , 即优先提交优先获得资格。但受会议整体
规模限制，秘书处将根据整体报名情况确定最终观察员数量。未在邀请名单上的
学校若希望仅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也应填写《参会申请表》。

每个学校只应填写一份参会申请表。申请时间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2 月 1 日，
秘书处将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前与申请成功的学校取得联系。
参会申请表链接：

https://bimun.org.cn/apply/view.php?id=21506

请注意：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不接受任何个人代表申请，所有申请必须
获得校方同意。如希望以校际组织或其他团体形式参与会议，请发送邮件至官方
联系邮箱。以下为拟邀请名单（按拼音首字母排序）：

大学：

安徽大学
澳门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服装学院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
渤海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外国语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东北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东华大学
东南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贵州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理工大学
河海大学
河南大学
黑龙江大学
湖南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华东政法大学

华侨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吉林大学
江南大学
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
兰州大学
辽宁大学
南昌航空大学
南华大学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南京审计大学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内蒙古大学
宁波诺丁汉大学
宁夏大学
青岛大学
厦门大学
山东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
山西财经大学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政法学院
沈阳师范大学
四川外国语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天津大学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外国语大学
同济大学

武汉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北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
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湘潭大学
新疆大学
新疆石河子大学
烟台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大学
长春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
郑州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南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
中山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高中：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汇文中学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北京市第八中学
北京市第四中学
北京市第五中学
北京市月坛中学
成都树德中学
成都外国语学校
重庆市巴蜀中学
重庆外国语学校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福州第一中学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广东广雅中学
广州市第二中学
广州市第六中学
广州市执信中学
海南中学
杭州外国语学校
合肥第八中学

合肥市第一中学
合肥一六八中学
河北衡水中学
江苏省苏州中学
江苏省苏州中学园区校
景山学校远洋分校
昆明市第三中学
兰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南昌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
厦门外国语学校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深圳外国语学校
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太原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太原外国语学校
武汉外国语学校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长春外国语学校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郑州外国语学校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Cavendish University Uganda

Moscow Inter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

Kyoto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Gadjah Mada

Eberhard Karls Universität Tübingen
London Inter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
Melbourne Model United Nations

Royal University of Phnom Penh
Waseda University

•

主席助理招募

2019 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将公开向国内外招募若干名主席助理，主席
助理将参与学术团队工作，包括但不仅限于撰写学术文件、进行会前沟通、主持
会议等。我们诚挚地邀请各地优秀模联人加入大会学术团队。申请要求如下：
中文委员会：

·有充足的会议经验，并至少主持过两次全国或国际级会议；
·母语为汉语，或已达到汉语水平考试六级水平；

·具有良好的文字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

·有责任心，能按时完成各项任务，每周工作时间不少于 5 小时；

·曾经参与过以《北京议事规则》为议事规则的会议，熟悉议事规则者优先。
·有相关专业学术背景或对相关委员会与议题充分了解者可酌情放宽要求。
英文委员会：

·有充足的会议经验，并至少主持过两次全国或国际级会议；

·母语为英语，或已达到大学英语专业八级水平，或有效托福成绩 105 及以上，
或有效雅思成绩 7.5 及以上；

·具有良好的英文写作能力和口语水平（有效单项托福成绩不低于 25，有效单项
雅思成绩不低于 6.5）；
·有责任心，能按时完成各项任务，每周工作时间不少于 5 小时；

·曾经参与过以《北京议事规则》为议事规则的会议，熟悉议事规则者优先。
·有相关专业学术背景或对相关委员会与议题充分了解者可酌情放宽要求。

西班牙文委员会：

·有充足的会议经验，并至少主持过一次全国或国际级会议；

·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能熟练使用工作语文进行写作、对话；
·有责任心，能按时完成各项任务，每周工作时间不少于 5 小时；

·曾经参与过以《北京议事规则》为议事规则的会议，熟悉议事规则者优先。
·有相关专业学术背景或对相关委员会与议题充分了解者可酌情放宽要求。
主媒体中心（中文、法文、西班牙文）：

·有传媒行业实践经验，具有相应的学术背景，熟悉新闻学理论；

·团队协作能力良好，能熟练使用工作语文进行写作，文字水平较高；
·有责任心，能按时完成各项任务，每周工作时间不少于 5 小时；
·主持过一次以上全国或国际级模联会议者优先；
·能熟练使用法文和西班牙文者可酌情放宽要求。
·有新闻学、传播学等专业背景者优先。
申请流程

本次主席助理名额有限，招募将采取滚动录取制，即优先申请，优先录取，
满额即止。请申请者于 2019 年 1 月 20 日 23:59 前填写并提交《BIMUN2019
学术团队申请表》，秘书处将及时与申请者联系。
学术团队申请表：https://bimun.org.cn/apply/view.php?id=19912

•

联系方式

大会事务邮箱：contact@bimun.org.cn

本邮箱由 2019 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秘书处管理，如有任何会议问题，
均可发送邮件至本邮箱，秘书处将负责处理相应事宜。邮件请注明代表个人姓名、
电话、邮箱及其他必要的信息。
秘书长邮箱：secretariat@bimun.org.cn

如有任何重大事项亟待解决，可发送邮件至秘书长邮箱。秘书长同时接受关
于任何大会工作人员的投诉及建议，并在核实有关情况后进行处理。投诉者的个
人信息将被妥善保密。
技术顾问邮箱：tech@bimun.org.cn

如在报名系统使用等方面遇到技术问题，可联系技术顾问进行处理。

官方网站：https://bimun.org.cn

微信公众平台：外院模联 CFAUMUNA
Facebook：@bimun.cfau

协会联系邮箱：contact@cfaumun.org
通信地址：

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秘书处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高教园高教园南三街 5 号院外交学院
邮编：102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