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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邀请函 -

尊敬的各校模拟联合国社团指导教师、负责人和各位模联同仁：

您好！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阅读这份邀请函，以及您与贵校模联社团长期以来对于汇文

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的关注与支持。在此，请您与贵校接受本次大会组委会的诚挚邀请：欢

迎您携贵校模联社团参加 2020 汇文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

汇文模联是面向国际学生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在过去的十年里已成功举办十四次会议，

累积参与人数超过 8000 人。汇文模联将培养具有思辨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世界公民当作自己

的责任与使命，希望通过传统委员会和创新特色会场的设立引导代表关心社会与世界，从模

拟走向现实。汇文致力于传播这样一种精神：希望通过模拟联合国这一公民教育平台，让代

表收获成长，向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汇文，开拓创新的步伐从未停止，我们在中国模拟联合国社团发展的洪流中，不忘初

心、不断前进。如今的汇文模联，其组织运作已趋于成熟，会议理念也愈发国际化多元化，

会议质量亦较为优质。2016 年的夏天，我们成功将汇文模联的服务范围拓展至夏季，在寒

暑两季去和更多青年交流。如今，2020 年汇文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即将召开。汇文模联的

十周年，我们将再次以“Hold�the�future�把握未来”作为办会宗旨，充分利用汇文专业化、

国际化的平台优势，以模拟联合国大会这一公民教育的形式给予青年人独特而丰富的参会体

验，培养一批有理想有责任的世界公民，以传递心怀世界的精神。

2020 年汇文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将于 2020 年 1 月 18 日召开，届时预计有来自世界各

地约 200 所高中的 1600 余名代表共赴金陵。我们期待在南京与您相遇，与您一同“Hold�

the�future”。

汇文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组织委员会

201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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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联合国活动概述 -

模拟联合国（Model�United�Nations）是模仿联合国及相关的国际机构，依据其运作方

式和议事原则，围绕国际上的热点问题召开的会议。青年学生们扮演不同国家的外交官，作

为各国代表，参与到“联合国会议”当中。代表们遵循大会规则，在会议主席团的主持下，

通过演讲阐述“自己国家”的观点，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进行辩论、游说，（她 /）他

们与友好的国家沟通协作，解决冲突。

模拟联合国活动在 20 世纪 50 年代起源于美国，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和普及，目前每年

有 400 多个模拟联合国会议在世界上 35 个国家中举行，每年全球参加模拟联合国活动的高

中生、大学生共有 40 多万人。

模拟联合国活动是一项教育意义极高的学生活动。近年来，随着模拟联合国活动的发展，

模拟联合国会议不再拘泥于传统联合国委员会。更多创新而具有特色的特殊会场的出现，丰

富了模拟联合国活动的内容。着眼当下，放眼世界——从现代当局面临的热点问题到贴近生

活的现实发展问题，从曾经真实存在的历史问题，到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冲突与改革问题，

模拟联合国会议为青年学生提供了一个思辨与交流的平台。参会代表需要运用多学科知识，

考量分析各种信息的联系，形成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此外，参会代表需要查阅大量相关资

料，了解并积累大量有关知识，充分了解一个历史或社会问题的形成过程，理性判断发展趋

势，理性探索解决方案。另外，模拟联合国活动号召青年学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关注与自

己息息相关的生活和世界；会让参与者通过实践锻炼自己研究和写作的能力，演讲和辩论的

能力，解决冲突、求同存异的能力，与他人沟通交往等多方面能力。从现实中走进模联，再

从模拟到现实，模拟联合国是这样一次机遇，让我们发现并承担这样一种心怀社会与世界的

使命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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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筹办理念介绍 -

作为国际性的模拟联合国会议，汇文国际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从办会之初，始终以

“Hold�the�future�把握未来”为理念，旨在推动模拟联合国活动的发展，加强世界各地高

中生的交流，为广大高中生提供学习探究与提升自我的平台。汇文从不同角度的国际社会的

热点问题出发，致力于培养代表的人文精神与思辨能力，鼓励胸怀理想的青年朋友们不断前

行，在开拓创新的同时，胸怀世界。

公民教育是模联永恒的主题，唤起代表“世界公民”的意识是汇文模联不变的追求。我

们通过富有强烈现实意义的议题逐步引导代表们关心社会民生，关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挑

战；我们通过模仿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议事规则讨论社会议题，鼓励他们用身体力行去挑

战贫穷与不公义，维护自身与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尊严与权利，最终担负起创造未来

的责任。汇文模联通过设置具有中国特色的议题与中国系统会场，着眼于对国内事务的探讨

与分析，从而培养具有思辨精神的世界公民。

汇文模联同样十分注重代表们对世界重大事件的关注、分析、讨论，以及解决的思辨能力。

我们致力于通过一系列批判性思维的训练，让代表们认识到独立思考的重要性，最终拥有自

由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追求思想的理性化。与此同时，对代表们创造性与批判性思维，以

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亦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历经了十年的发展，汇文模联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特色与理念，那就是每一个汇文人

都应该拥有把握未来，“敢为天下先”的先驱精神，更应该有敢于即刻行动，“来吾导夫先

路”的过人魄力。十年光阴，汇文模联捧着初心风雨兼程，不断地进行变革与创新，走在了

模联发展的第一线。

�����现在，汇文模联寒假会议将迎来新来机遇与挑战。我们将引入更加新颖的议题，采用

更加创新的会场设计，继续我们的多元化进程，进一步实现主席团与代表的国际化，巩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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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特色。

从模联走向现实，代表们将更加关心身边的生活及周围的世界，学会思考与分析，承担

自己的那份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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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文模联会议特色 -

学术严谨

为了保证会议的专业性，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并邀请了一批拥有一定模联经验、学术

能力优异且认真负责的模联人来组建学术团队，充分保证了本次会议学术上的严谨与专业，

为会议的学术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会各委员会议题的选择既有传统的联合国系统下的常规委员会，也一直鼓励创新，做

出有强可行性的特殊委员会。中国系统关注于中国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其运行也日趋成

熟完善。经贸委员会是近年来汇文学术主要的创新，致力于在仿真的商业环境中做经济贸易

教育的先行者。

人文关怀

汇文不仅仅是个模联会议，它更是个集高质量博雅讲堂和青少年医疗互助基金于一体的

富有人文关怀的全人教育平台。汇文在自身发展与影响力日趋扩大的同时，积极思考青年需

要怎样的教育。人类如何共生、共存、共荣、共长也是我们始终思考的问题。

世界视野

汇文从 2016 年从汇文中国更名为汇文国际之后，进一步明确了会议国际化的定位。

2015 开始，我们陆续邀请到了多名外籍主席参与汇文模联的学术工作。2019 年暑期峰会，

汇文第一次吸引到了二十余位海外代表的参会。汇文也一直鼓励我们的代表关心国际社会动

态，积极思考国际事务，鼓励青年拥有世界视野并对这个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多元与包容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支持每个人发声的权利，支持在同一个世界

里不同的想法可以共生，同时也鼓励汇文人多听听不同的声音，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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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思考。在汇文我们尊重并维护少数群体的正当权益，营造一种包容的环境让持有不同意见

的青年人自由地交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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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内容介绍 -

大会学术介绍

英文委员会

回顾·反思·展望，是今年英文会场的几大特点。联合国在 2018 年重申了和平与安全、

经济发展、人权以及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经典全球议题，这些议题也是本次英文

联合国系统会场将贯穿在议题讨论和最终决议中的。同时，在今年，联合国大学发挥学术研

究特长，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出谋划策。本次联合国系统也会从细小的议题切入，放眼未

来。在特殊委员会方面，“创新”是贯穿始终的理念，主要体现在会议内容的创新、会议规

则创新和角色扮演创新这三方面。特殊委员会一向很锻炼代表们的学习能力，需要代表们去

接触一个在联合国框架之外，运用一个全新的会议规则，去剖析发生在当下或者是比较陌生

时代背景的议题，让代表去反思历史和展望未来。

中文委员会

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环境，这一秒在身边的人、事、物可能下一秒就会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如何应对改变成为了萦绕在我们脑中的话题。作

为公民教育的一种载体，我们始终相信模拟联合国能够担负起这样的职责，去引领各位学会

应对改变，学会在复杂变化的时代里独立思考。我们认为以“开放、多元、包容”来描述汇

文模联的中文会场，是再贴切不过的。在这里，我们欢迎不同角度的思考模式，欢迎不同立

场的博弈思路，欢迎不同时代的观点交换。2020 年，我们期待着更加多元化的会场设置，

能让代表、主席、全体会议的参与者一同享受自由的思维风暴，无论你是热爱政治的纵横捭

阖，或是文化的融合发展，亦或是经济的宏观计算，战争的浩大磅礴，这里，都有你施展拳

脚的舞台。每一粒星辰，都能释放自我的光芒，欢迎加入我们，2020，我们在金陵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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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系统

中国系统是模拟中国社会体制、聚焦中国社会热点的联动会议体系。在讨论内容上，中

国系统尽可能关注宏观政策的体制改革，在不同立场的相互碰撞中汇集各界声音；在运行模

式上，中国系统致力于还原公共政策的制定流程，于多个会场的有机联动里凝聚社会共识。

而在此过程中，代表在实践个人理念、积极建言献策的同时，也具有了理性而辩证地思考社

会问题、分析利害关系的能力，从而达到了公民教育的目的。

本届中国系统在充分继承历年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我们将打破会场设置的固有模式，

通过増设平级行政单位以増加矛盾、竞争与妥协，使代表在维护自身与兼顾整体二者间寻求

平衡；我们将完善联动的规则设定，力图增加会场间的高效、自主联动，让系统更好地还原

中国上下紧密、沟通协调的政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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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闭幕式

汇文模联在开闭幕式上继续延伸了以往的宗旨，带领代表走入一个国际化的世界。开幕

式除常规的秘书长致辞、学术总监致辞与会场介绍外，汇文每年都会邀请优秀的青年学者作

为致辞嘉宾，旨在培养与会代表思辨精神，倡导多元与包容，鼓励大家从多元角度思考世界。

会场介绍环节中，主席团会给代表介绍会场的基本情况，同时传达多元的思考方式和严谨的

学术态度。

闭幕式将代表重新带回几天的会议中，各会场总结是对几个会期代表们表现情况的重温，

而闭幕式视频的温情更使代表们心怀不舍。闭幕式的结束不仅仅意味着这一届汇文的结束，

更意味着下一届汇文的开始，依依不舍，也饱含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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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座

汇文模联人的眼光不仅仅局限于会议中纵放雅远的议题，更着眼于人们身边的现实问题。

汇文成立至今已经开展几十场具有深刻意义的学术讲座。每一场学术讲座都由邀请相关议题

的专业人士精心筹备，其中不少来自于国内外顶尖大学的教授、专家以及知名艺术家，它不

仅是一场学术上的饕餮盛宴，更是一场精神与灵魂的畅游之旅。汇文模联愿做那个让你看见

世界的窗子，带给广大青年人更多于自我认识的思考、于社会责任的思考。2020 年冬天我

们也精心准备了多样化的学术讲座，希望所有汇文人能够在此有所收获，有所感悟。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莅临 2019 汇文模联暑期峰会，开设主题为“建设高效且宜居的大城市”的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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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周濂教授铭莅临 2019 汇文模联，开设主题为“什么是政治哲学”的学术讲座

昆曲名家石小梅老师莅临 2018 汇文模联，在学术讲座中向代表们介绍昆曲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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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晚会

这里有音乐，有舞蹈；这里有娇艳欲滴的玫瑰，有琳琅满目的汇文独家纪念品；这里是

每一个人展现自己的舞台，更是所有情绪的积累与释放。这里，便是汇文的 Social�Event。

在这儿，你可以在签名板前，写下你想对汇文，对代表，对主席，对自己想说的话；你可以

吃着甜甜的蛋糕，与朋友一起谈笑风生，纵览古今。我们有充满创意的暖场游戏，精彩纷呈

的节目表演，还有多才多艺的小哥哥与小姐姐。签名墙，奇思妙想箱，更多有趣的玩法只等

你来发掘。每一帧欢笑，都在这里定格；每一丝感动，都在这里凝聚；每一秒心动，都在这

里珍藏。这里是汇文，这里，是属于你和汇文的独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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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会议基本信息 -

会议名称：二〇二〇年汇文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

英文名称：Nanking Inter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2020

会议时间：2020 年 1 月 18 日至 1 月 22 日（暂定）

会议地点：中国 南京

会议规模：共设立个 7 中文委员会、5 个英文会场及 1 个经贸会场，预计国内有 250 所

高中 逾 1600 名代表参与，海外有近 10 个国家约 50 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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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预览 -

I. 学术概览

本届汇文国际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共设置 17 个分会场，除了汇文历年特色中国系

统外，本届大会还延续了 2017 年开设以来都大获成功的创新设计汇文经济贸易高峰会。

另外，我们共设置六个中文委员会——美欧局中弈、世界土著人民大会、联合国大会第一

委员会、世界海关组织、中国文联第十届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第�72�届国际足联大会。

设置英文委员会共五个，包含有 Historical�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United�

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United�Nations�Educational,�Scientific�and�Cultural�

Organization,�New�Zealand�Parliament,�The�Six�Party�Talks�on�North�Korea’s�Nuclear�

Program。

本届会议使用“Hold�the�Future, 把握未来”的主题。在会场设置上，在保留了传统的

联合国系统以外，也保留了汇文特色的中国系统，同时今年创新会场的设计也独具特色，美

欧局中弈聚焦美欧关系，足联大会力求定下 2030 年世界杯主办权的同时改革现有体制。本

届会议，我们延续了汇文经济贸易高峰会，竭力打造一个真实完整的商业发展环境，将眼光

投向经贸与商业领域。我们期待这样的会议设置能够为代表带来更新的模拟联合国活动的参

会体验。

II. 学术团队名单

学术总监		 	 	 	 	 	 学术总监助理

陈丹露��University�of�Toronto� � � 刘昱圻��天津市天津中学

刘香宁��辽宁大学

刘招纬��南京审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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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分会场介绍

汇文经济贸易高峰会

中文�单代表制

主席团负责人：

朱光晔� � Emory�University

特日格勒��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龙昱辰� � 南京艺术学院

资源的稀缺性是现代经济学立论和现代商业体系运作的根本原则之一。现代商业社会的

运作离不开各类个体对有限资源的分配和利用，即使得现代商业社会逐渐变为各方机构对于

有限资源互相角逐的角斗场，而这其中用于衡量资源多寡的最常见的符号就是大家耳熟能详

的金钱。

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生来就是用于交换一切资源，而任何一方市场的参与者都无法凭

空获取有限的资源。而资本则是能够扶持和促进企业成长最重要的养料。OFO 和摩拜可以

在短短数月之间遍布大街小巷；瑞辛咖啡 Luckin�Coffee 可以成立短短一两年内让他的门店

遍地开花；人们可以不断欣赏到“投资过亿的电影”和“千万巨制的综艺”；房地产企业可

以用十几亿的资金建出上百亿的住宅。这些和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项都和金融体制以

及商业运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资本这把双刃剑可以让一家迟暮的企业在短时间内重获生

机一飞冲天，也可以让一座如日中天的摩天大厦一夜间彻底倾倒。大家也许平时会因为各种

契机而在脑海中闪现出关于资本和商业的各种问题，企业是如何成长 / 破产的？银行是如何

运作的？投资是如何盈利的？风险是如何爆发的？金融是如何运作的？如果你对这些有过疑

问，如果你对这些有过好奇，那么欢迎你走进经贸的会场来体验一场对于现代商业社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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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的拟真体验。

汇文十周年之际，在汇文经贸，你可以成为公司高管讨论数以亿计规模的投资、也可以

扮演银行金主掌控各个企业的资金命脉、更可以尝试作为投资机构用你的慧眼识别出最有价

值的企业和项目进行投资。在这里，我们和你们一起经历什么叫风险与机遇并存。请各位带

着你们勇敢的心踏入商界的战场，和你的团队一起来证明你们自己是否可以成为经贸腾飞的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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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局中弈

会议议题：2015 美欧关系再检讨

中文�混合代表制�内设三个分会场

主席团负责人：

刘一燊� � 南京大学

麻元泽� � 合肥工业大学

秦子宁� � 南京大学

国内对于“Game�theory”的翻译可谓多种多样，中国大陆译为“博弈论”，取弈棋之

智斗意，而在台湾则被译为“赛局论”，取“田忌赛马”之竞赛意。虽形式各异，却含义相近：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两位棋手坐而论道，便是在赛局之内再做博弈，是为局中弈。

2015 年的世界局势看似风云诡谲，其脉络却不难把握：“重返亚太”意味着美国将中

国的“和平发展”视为头号威胁，为此甚至不惜在中东与其主要盟友进行妥协，以实现战略

重心的转移。至于欧洲，在俄罗斯业已衰落的背景下，欧盟能够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至少美

国人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俄罗斯眼中的世界图景则截然不同：中国转移了美国的注意力，而欧盟的东扩直接威胁

到俄罗斯战略崛起的关键：乌克兰。对于心存复兴苏联之理想的俄罗斯，容忍欧盟与北约吞

并乌克兰不啻于自杀，更何况美国无暇顾及欧洲事务。于是，克里米亚与乌克兰东部正式宣

布加入俄罗斯，乌克兰危机拉开序幕。

危机的爆发固然令欧盟焦头烂额，却也是一次天赐良机：欧洲的外交官们游走于华盛顿，

希望以北约之名说服美国帮助欧洲抵御俄罗斯。英国与波兰将目光投向了美国，希望以外交

谈判见长的奥巴马意识到军事威胁的严重性。法德则若有所思：如果美国放弃承担自己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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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欧盟是否可能借此推进其一体化的关键议题：共同防务与安全政策呢？

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之下，谈判与决策同样重要。有人说外交是一门“戴着镣铐跳舞”的

艺术，此言非虚：如何在重重条件的制约下取得最优解本就是外交官应当思考的问题。但我

们可曾想过：镣铐会成为一种独特的优势么？毕竟，在镣铐的束缚下翩翩起舞固然可贵，将

镣铐转化为舞姿的一部分，才是外交官能力的展现。

欢迎来到 2015 美欧局中弈会场，在本次会议中，我们将以美欧高峰会谈为核心展现美

欧在乌克兰危机后的谈判，并设置欧盟（部长）理事会与美国国会两院外交委员会联席会议

会场模拟国内决策过程。在本会场中，代表不仅需要与谈判对手进行博弈，也需要通过内部

博弈争取对谈判结果的认可与批准。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在本会场，“一力降十会”或将处处受阻，

比起横冲直撞到头破血流，不如想想如何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期

待各位在这里体验到谈判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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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土著人民大会

会议议题：土著人民的权益保护与落实

中文�单代表制�

主席团负责人：

戴歆航� � 华侨大学

3 亿，76 亿。看上去不均衡的数字，代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之于这个世界的比例，土著

人民。

说到土著人民我们会想到什么？并不现代的装束，却代表着一个部落最为高贵的礼节；

未曾消毒的驯鹿奶，是经常吃的食物；略显粗暴的舞蹈，却是一个部落的精神灵魂。我想，

你一定能感受到他们与我们一样，对于这个世界的热爱。

然而，他们却经历着管理者的迫害，就业的抵制，低廉的农牧产品收购价格，社会的排斥，

社会保障的不公，甚至政权的迫挟。他们希望能幸福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以他们自己世世

代代的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渴望能有一个平台，听取他们的声音，感受到他们作

为这个世界主人的存在。

这是土著人民的搏斗，也是他们为自己争取到了让世界听到他们声音的机会。本次世界

土著人民大会将聚焦土著人民的切身权益，从医疗、卫生、文化、环保、教育等多方面去了

解并尝试去提出解决目前现有问题的相关措施。

土著人口正在渐渐的消亡，而保护土著人民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权以及土著人民所流传

的文化都是国际社会所无法推卸的责任。望诸君携手，共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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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

会议议题：军备控制与国际安全秩序

中文�双代表制

主席团负责人：

周辛羽� � 吉林大学

王宜扬� � 南京大学

2018 年 10 月美方谴责俄方多次违法两方的《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

约》相关规定，美方宣布拟退出《中程导弹条约》；2019年2月2日美方暂停履行《中导条约》

相关义务，正式启动为期 180 天的退约进程，同天俄方也暂停其义务以回应美方；2019 年

3月 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暂停履行《中导条约》法令；2019年 8月 2日该条约全面失效。

随之，有消息称美方也不再考虑续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是美俄间唯一的军控

条约。如果此情况成真，将标志着世界上两个核超级大国自 1972 年以来可能第一次不再受

任何军控协议的束缚，或许冷战期间的美苏核竞赛又将再一次上演，全球又将被恐怖、冷峻

的氛围所笼罩，世界目前的安稳还能否继续维持下去吗？

环看近来的全球局势，英国更换首相加速其脱欧进程，美国接连退出其先前加入的国际

组织和条约，俄罗斯、日本、韩国多方冲突也在暗潮涌动，中东北非依旧矛盾重重……在未

来，世界的国际秩序又将何去何从，我们又将面对怎样的局面，一切都从未得知。军备控制

和国际安全秩序将是各位的立足出发点，力争维持我们目前来之不易的稳定。

欢迎大家来到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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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海关组织

会议议题：对新型商品的关税标准重新审定

中文�双代表制

主席团负责人：

唐诗雯� �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杨丰屹� � 武汉音乐学院

各位代表欢迎来到 2020 年汇文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 WCO 会场，在这里，你们将体验

别开生面的会议内容。WCO 是唯一世界范围的专门研究海关事务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它的

使命是加强各成员海关工作效益和提高海关工作效率，促进各成员在海关执法领域的合作。

从二十世纪初以来，国际上就一直在不懈的努力促进海关制度标准化和协调化，便利国际贸

易发展。1947 年 9 月 12 日，在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毁坏的欧洲，13 个国家在巴黎

签署了联合声明，为实现促进海关制度标准化和协调化及便利国际贸易发展的目标，开始研

究在布鲁塞尔建立一个负责研究协调海关制度的专门机构的可能性。此后，欧洲关税联盟成

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负责此项研究工作。

海关关税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体现，近代中国的屈辱正是由丧失海关

关税开始的，所以，海关、海关关税及关税主权这一系列内容，构成了当今世界评判一个国

家强大与否，发展水平高低的标杆，而本次会场将要模拟的内容，正是海关大会关于商品关

税的审定。

2017 年前后，关于中国的无人机产品究竟属于飞行器还是摄像设备，在欧洲掀起了一

场轩然大波，在技术壁垒的控制下，被欧洲海关认为是飞行器的中国无人机将面临非常严苛

的关税，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无疑是前进路上的一大障碍，为此，中国代表在 WCO 会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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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理力争，终于时隔一年之后在全会上通过了对中国无人机商品的关税修改，中国的无人机

商品被修改为摄影设备，享受相关商品关税，不再受限制于技术壁垒。设计本作的初衷，就

是让代表了解在亚宏观背景下的贸易、关税和经济内容，海关关税不像 WTO 所研究的贸易

框架这么宏观，也不像普通市场交易那么微观，他是一个亚宏观的经济状态和贸易缩影。本

会场设计的宗旨，就是让与会者研究和了解海关关税的重要性，理解海关工作的性质以及

WCO 对于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影响。

代表们，新的经济常态已经确立，海关的职责正在逐步细化，贸易上的不输人，经济上

的不怯人，原则上的不让人成为商品关税审定工作者们的新名言，海关关税代表了一个国家

对外经贸的诚意和威信，一切都不容有失！ WCO，等着你们来开创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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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联第十届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

中文�单代表制

�

主席团负责人：

陈怡霏�� � 南京农业大学

段依含�� � 南京大学

各位代表你们好，2020 年，一个曾经遥远的年份，如今近在咫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一直萦绕在我们耳边的口号，如今终将实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伟大

胜利。是中华儿女最需要戮力同心的时代。这富有历史性的一刻，在多少年后会被深情回望，

感佩。

近代以来，中国文艺便于中华民族同喘息，共命运。以文学为例，五四时期中国文学文

化运动掀起了全面深刻的创新风潮。对于筚路蓝缕的前辈来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

是现代中国文艺的初心。

与此同时，信息时代的我们无时无刻不身处于海量资讯和影像的包围中，这让我们比任

何一个时期的人都知晓更多。但是老子所言：“五色使人目盲，五音使人耳聋。”当越来越

多的人在纷繁无序的信息、观点和意见中茫然漂流，当我们混淆智慧与知识，混淆经济与人

生，混淆娱乐和精神。我们也失去了对世界和生活本质的认识 ......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社会在迅速的发展与变化，亿万农民进入城市、人们的工作生活

形态出现很多变化、这让中国文艺界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这“新”不是标新立异，而

是现实的，不会回避矛盾，而是在矛盾中淬炼并形成精神，去接受，去探索这种“新”是中

国文艺在此时此刻需要承担的艰巨责任。

在汇文 2020 的中国文联会场上，每一位代表，无论是文学界还是艺术界的代表，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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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媒体，甚至文化传播事业的同事，都将深知，中国文艺并不只是创作本身，而是一

种声音，是这个民族最深沉美好的声音。此时此刻站在新时代，中国文艺不是个体的简单集

合，而是共命运的星海，肩负重任，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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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2	届国际足联大会

会议主议题：指定�2030�年世界杯的主办足协（集团）

会议副议题：讨论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改革方案

中文�混合代表制�

主席团负责人：

徐思慧�� � 广东金融学院

张华宇�� � 横滨国立大学

“最美丽的运动就该配得上一首最美丽的诗。”——梁文道

足球，世界第一运动，体育的心脏，地球时常奔涌如注的血脉，全世界数以十亿计的

大众曾经享受过这一运动带给他们的欢乐。曾有人如此描述足球带给人们极高的愉悦这一

感觉：“玩乐的疯狂感觉能够将踢球的大人瞬间变成正在玩耍气球的小孩，如同一只正在

玩弄毛线球的小猫；这种疯狂也能够使他变成一位围绕着足球欢快跳跃的芭蕾舞者，那足

球也仿佛变得像气球和毛线球一般轻盈，他尽情嬉戏而浑然不觉自己是在踢球，没有动机，

没有裁判，忘却了时间。”但是拉美著名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却在半个世纪前便无情指

出：“足球的历史是一段从美丽走向职责的伤感历程。当这项运动变为一项产业，绽放在

玩耍乐趣之上的足球美丽之花便被连根拔起。在这个处于‘世纪末’的世界，职业足球将

所有非盈利的行为斥为无用。”诚如他所言，足球运动从张扬个性播撒快乐的游戏日益沦

为机械的程式化的商业现象，但不可否认，职业化和商业化不断地为这项古老而充满激情

的运动注入澎湃的活力。世界杯，正是当今可以将无限激情和庞大商机融合协调得至臻完

美的体育盛事。

国际足球联合会作为足球这一运动的最高国际体育组织，其最主要的一项活动便是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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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本次会场围绕着 2030 世界杯主办方申请而展开，设置来自全球四

个主办申请团队及庞大的审核决策代表团，各位代表将开启一系列的商讨斡旋，并最终决定

2030 年世界杯举办地。同时加入世界国家联赛方案设计议题，充分激发代表的参与度和思

辨能力。

南美大陆能否迎来“百年世界杯”的荣光？

英伦三岛能否延续现代足球起源地的无上辉煌？

地中海沿岸能否奏响足球之歌？

巴尔干半岛能否获得大力神杯的眷顾？

这一切，都把握在诸位的手中。

欢迎来到第 72 届国际足联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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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系统

会议议题：汇文省湾区规划的协调与发展

中文�单代表制

国务院汇文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主席团负责人：

胡骥远�� � 深圳大学

汇文省推进汇文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主席团负责人：

邓国庆�� �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6+2”城市群市政府联席会议

主席团负责人：

刘宇浩�� � 中国人民大学

“到 2035 年，汇文湾区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经济实力、科

技实力大幅跃升，国际竞争力、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显著提高，对周边地区

的引领带动能力进一步提升，并最终促成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的国际一流湾区全面建成。”——

《汇文湾区规划发展纲要》

湾区经济是海洋经济和陆地经济模式的一种巧妙结合，其两者兼具而不冲突的特色与传

统的单一海滨经济截然不同。从美国的纽约、旧金山，到日本的东京，不难发现，规划良好

的湾区经济是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的强心针。以过往的经验看，从产业的布局规划与整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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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研院所密切的“产学研”结合，再加上金融产业这一催化剂，有着便利的陆地和海洋交

通的湾区便有着资源整合的无限可能。在人类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最高效率的配置并

运用各种资源，应当是政策决策者必须关注到的核心问题。在党中央做出决策全面部署深化

改革的当下，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增长点——汇文湾区的规划和发展已然进入了日程。

汇文湾区内，城市总体规划、城际交通网络、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应急管理体制建立、高等

教育的合作引进、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传统产业的转型整合 ...... 大大小小的问题用发展倒

逼改革，促使湾区资源在新时代下亟待于在更高层次下的合理规划与优化部署。在这股浪潮

中任何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都是从地市到中央各级政府结合自身情况和长远利益下的

产物。国务院希望站在国家层面以中央规划打通壁垒整合地区资源，汇文省则需要依据中央

的整体规划具体协调各地市，各地市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应当积极融入改革的浪潮，另一方

面也要积极结合自身情况，乘着改革的春风前行。

本次中系不同于以往的，我们将更为聚焦于单一制政府体制下的三个层级的协调与运作，

尝试引领诸位代表“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世界之中，以公共部门的角度领略公共政策

问题的全过程。行百里者半九十，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今天，坚持和加强党全面领

导，为人民的利益万难不辞万险不避，让我们与全党、全军和各族人民还有两岸三地心向中

华的同胞们紧密团结在一起，为建设一个更好的湾区推动地区协调发展，助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走向更美好的新时代，让湾区乃至中国迸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汇文十周年，中国系统将以崭新的面貌，在金陵与君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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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Topic:�1948�Arab-Israel�conflict

English,�Mixed�Delegates

Dais�Head:�

臧英钰�� � 复旦大学

Welcome�to�the�newborn�institution:�UN�security�council.�At�this�very�moment,�

May�14th,�1948,�a�vital�topic�has�been�brought�to�the�agenda�of�the�security�council,�

whose�official�name�is�the�Arab-Israeli�War.�On�that�small� land,�countless�conflicts�

and�battles�between�Arab�and�freshly�formed�state�of�Israel�have�generated�tragedy,�

refugees,�remains�and�ambition.�Beside�two�parties�directly�involved�in�this�swamp�

of�war,�the�former�mandator�of�this�area,�the�UK�is�also�actively�interfering�this�affair.�

UN�assembly,�UN�Special�Committee�on�Palestine,�Security�Council�and�other�relevant�

countries�and�parties�are�all�holding�their�own�voice�and�plan,�awaiting�proper�oppor-

tunities�to�hunt.�

Here,�we�wish�to�minimize�and�rebuild�the�real�world�in�this�small�conference�

room.�Hence,�except�for�original�security�council�members�in�history,�we�also�bring�two�

other�parties�into�this�conference.�Firstly,�the�delegation�of�Palestine�and�delegation�of�

Israel�will�be�seated�behind�the�round�table�of�security�council,�consist�of�five�members�

with�carte�blanche,�which�entitles�those�delegates�as�representatives�of�head�of�states.�

Those�two�delegations�will�be�able�to�listen�to�security�council�but�not�to�speak�during�

security�council’s�session.�However,�they�are�able�to�raise�motion�for�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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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otiation�or�starting�a�war.�Thus,�the�interaction�between�Arab-Israel�delegation�and�

delegates�of�security�council�will�be�of�great�impetus�of�our�conference.�

Another�party�will�be�brought�in,�as�we�mentioned,�is�a�group�of�countries�that�

wishes�to�join�the�UN�but�still�hesitating.�Those�delegates�are�able�to�speak�in�security�

council’s�session�but�not�vote�for�its�resolutions.�Still,�they�are�entitled�to�be�active�in�

the�secondary�topic�of�our�conference,�which�is�the�possible�adjustment�and�improve-

ment�on�structure�of�security�council.�At�that�time,�any�actions�taken�in�the�former�

sessions�will�be�reviewed�by�those�countries,�as�references�of�deciding�join�UN�or�not.�

They�will�reflect�the�principles�of�security�council�and�even�the�legitimacy�of�security�

council.�Our�agenda�is�set,�going�from�Arab-Israel�conflict�to�the�structure�of�SC.�

As�we�can�see,�delegates�obtain�agency�at�this�conference�more�than�ever.�Hence,�

more�investigation�and�research�are�expected�in�advance�of�conference.�Dais�will�give�

detailed�instructions�of�what�to�do�and�how�to�do,�however,�you�are�expected�to�finish�

preparations�on�your�own�efforts�and�thinking.�The�mechanism�of�the�conference�is�

regarded�as�an�innovation,�leading�you�to�a�brand-new�experience.�The�dais�members�

sincerely�look�forward�to�meeting�all�of�you�with�passion,�knowledge�and�courage�this�

winter�in�Nanking,�actually,�in�the�shabby�room�of�security�council�of�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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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Topic:�Marine�Protection�and�the�Sustainable�Use�of�Ocean�Resources:�A�Guideline�

for�2020-2030�

English,�Dual�Delegates

Dais�Head:�

王以琳�� � 北京大学

By�2050,�our�planet�earth�will�bear�the�weight�of�9�billion�people--------�with�the�

role�of�providing�them�all�with�food,�health,� jobs�and�energy.�As�from�the�smallest�

plankton�to�the�largest�marine�mammals�all�affect�the�well-being�of�our�ecosystem�and�

humankinds,�the�possible�success�of�such�a�grand�mission�is�only�with�a�constantly�

working�and�healthy�ocean.�The�sustainable�use�of�ocean�resources�is�central�to�main-

taining�vibrant�national�and�local�economies,�for�both�countries�with�coastlines�and�

land-locked�countries.�

However,�oceans�have�been�facing�severe�threats�from�human�activities,�including�

climate�change,�and�suffer�from�adverse�impacts�on�their�ecosystems�for�decades.�

Intensive�negative�processes�in�the�environment,�such�as�global�warming�and�sea-level�

rise,�ocean�acidification,�oxygen�depletion,�eutrophication,�loss�of�biodiversity�and�

natural�resources�depletion,�are�exacerbated�by�plastic�litter,�oil�spills�and�other�forms�

of�pollution,�unsustainable�resource�use,�and�further�over-exploitation�of�natural�

resources.�The�degradation�of�marine�and�coastal�biodiversity,�such�as�loss�of�habitat�

and�entire�ecosystems,�are�rooted�in�the�underlying�drivers�of�global�climate�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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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growth�and�increasing�demand�for�resources.�The�urgent�need�for�change�

is�especially�clear�as�the�impacts�of�resource�over-exploitation,�pollution,�coastal�de-

velopment�and�climate�change�on�oceans�and�coasts�become�increasingly�visible.���

With�the�adoption�of�the�2030�Agenda�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the�inter-

national�community�has�set�important�goals�and�targets�to�achieve�in�the�long-term�

healthy�oceans�through�conservation�and�sustainable�use.�However,�how�specifically�

can�our�world�achieve�such�targets�needs�further�discussion.�The�UN�Environment�Pro-

gram�has�always�been�actively�taking�the�lead�in�the�sustainable�management�of�ma-

rine�and�coastal�resources�process.�By�pushing�governments,�business�and�civil�society�

across�all� levels�to�better�integrate�the�foundational�principles�of�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into�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through�an�extensive�partnership�

network,�in�association�with�governments�and�multiple�institutions,�progress�has�been�

made.�But�what�can�further�be�done�in�the�future?�How�can�we�fulfill�the�goals?�Who�

will�be�doing�the�job?�How�much�should�be�done?�Only�by�pointing�out�direct�solutions�

and�tasks,�UNEP�may�effectively�support�countries�and�stakeholders�in�their�national�

and�regional�actions�to�sustainably�use�marine�and�coastal�ecosystem�services�while�

reducing�adverse�human�impacts,�and�in�the�end,�achieve�relevant�Sustainable�Devel-

opment�Goals.�

The�critical�role�of�the�oceans�in�mitigating�climate�change�means�that�every�coun-

try�and�person�in�the�world�has�a�stake�in�ensuring�its�health�and�resilience.�Maintain-

ing�the�health�of�our�ocean�is�the�foundation�of�making�the�world�a�better�place�for�the�

next�generation.�

We�must�fight�together�for�the�future,�and�the�first�step�is�the�next�ten�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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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Topic：Implementation�of�educ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

English,�Dual�Delegates

Dais�Head:�

吴海仪�� � The�University�of�Melbourne

Educ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empowers� learners�to�take� informed�

decisions�and�responsible�actions�for�environmental�integrity,�economic�viability�and�

just�society,�for�present�and�future�generations,�while�respecting�cultural�diversity.�It�

is�about�lifelong�learning�and�is�an�integral�part�of�quality�education.�Education�for�

sustainable�development�is�holistic�and�transformational�education�which�addresses�

learning�content�and�outcomes,�pedagogy�and�the�learning�environment.�It�achieves�

its�purpose�by�transforming�society”.�Educ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is�an�

important�part�of�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4.

There�has�been�growing�international�recognition�of�education�for�sustainable�

development�as�an�integral�element�of�quality�education�and�a�key�enabler�of�sustain-

able�development,�as�evidenced�by�references�in�key�documents�such�as�the�Education�

2030�Framework�for�Action,�the�United�Nations�Environment�Assembly�resolution�2/3�

on�environmental�education,�the�10-Year�Framework�of�Programmes�on�Sustainable�

Consumption�and�Production�Patterns,�the�SIDS�Accelerated�Modalities�of�Action�

(SAMOA)�Pathway,�the�Paris�Climate�Agreement,�the�Cartagena�Declaration�(Forum�of�

Latin�American�and�Caribbean�Ministers�of�Environment),�the�Group�of�7�Kurashiki�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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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ation,�the�Batumi�Ministerial�Statement�on�Educ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

the�Nicosia�Declaration�on�Educ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the�call�for�

action�adopted�by�the�United�Nations�Conference�to�Support�the�Implementation�of�

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14.�The�substantial�inclusion�of�education�for�sustain-

able�development�in�the�2030�Agenda�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provides�strong�

support�for�scaling�up�educ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action�in�the�coming�

years.

UNESCO�supports�partners�and�stakeholders,�raises�awareness�and�visibility,�ad-

vocates�educ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at�the�international�level�and�supports�

member�states�in�integrating�educ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into�education�

plans�and�programmes.�We�should�place�a�spotlight�on�the�central�role�of�education�

and�learning�in�the�common�pursuit�of�sustainable�development.�Its�conceptual�basis,�

socioeconomic�implications�and�environmental�and�cultural�connections�make�it�an�

enterprise�that�touches�on�every�aspect�of�life.�It�requires�far-reaching�changes�in�the�

way�education�is�often�practiced�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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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Zealand	Parliament

Topic:�End�of�Life�Choice�Bill

English,�Single�Delegate

Dais�Head:

陆婉馨�� � Hong�Kong�Baptist�University

�“We�get�this�wrong,�and�people�innocently�die.”�

---�Simon�O’Connor,�MP�for�Tamaki

Some�60�years�ago,�after�robust�parliamentary�debates�and�long-term�negotia-

tions,�the�New�Zealand�Parliament�threw�out�all�forms�of�capital�punishment,�with�

the�determination�to�not�take�an�even�single�innocent�life.�Now,�the�same�struggle�for�

progress�between�traditional�morality�and�modern�legal�system�reappears�in�the�top�

legislature�of�New�Zealand�on�the�debate�regarding�the�legalization�of�active�euthana-

sia�and/or�assisted�suicide.�

The�End�of�Life�Choice�Bill,�proposed�by�ACT�Members�of�Parliament�(MP)�David�

Seymour,�is�a�bill�before�the�New�Zealand�Parliament�that�seeks�to�give�people�with�

a�terminal� illness�or�a�grievous�and�irremediable�medical�condition�the�option�of�

requesting�assisted�dying.�This�bill�sets�out�the�conditions�by�which�a�New�Zealander�

can�request�that�a�doctor�help�end�their�life.�Furthermore,�this�bill�is�not�about�refusing�

treatment�or�receiving�pain�relief�or�other�symptom�management�at�the�end�of�life,�

but�about�either�receiving�a�lethal�injection�from�a�doctor�or�being�given�a�prescription�

for�medication�you�take�yourself.�By�a�conscious�vote,�which�means�the�Member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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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arliament�shall�not�necessarily�vote�along�the�party�line,�this�Bill�has�passed�the�

second�reading�and�Parliament�is�currently�debating�the�amendments�to�this�Bill�at�

the�Committee�of�the�Whole�House�stage.��

Since�1854,�as�one�of�the�oldest�continuously�functioning�legislatures�in�the�world,�

The�New�Zealand�Parliament�has�been�exerting�its�influence�both�on�the�domestic�and�

international�community.�And�now,�carrying�the�interest�of�the�New�Zealand�people�as�

usual,�to�achieve�the�maximum�of�social�welfare�and�the�protection�of�human�rights,�

the�End�of�Life�Choice�Bill�has�led�New�Zealand�to�a�crucial�point�of�time.�

As�a�very�emotive�topic,�the�End�of�Life�Choice�Bill� involves�interests�and�value�

standards�in�many�ways�and�death�is�not�just�a�black-and-white�issue.�Respect�for�au-

tonomy,�right�to�privacy�and�medical�integrity�all�need�to�be�carefully�considered.

In�this�committee,�Dais�will�dedicate�to�construct�an�immersive,�realistic,�and�ro-

bust�parliamentary�process�of�a�bill�becoming�legislation�through�the�House�of�Repre-

sentatives�by�simulating�the�very�stage�of�the�bill,�this�includes�First,�Second,�and�Third�

readings�of�the�Bill,�as�well�as�the�specific�selective�committee�(Justice�Committee)�

session�for�all�signed-up�delegates�to�experience�the�interactions�and�interdependence�

among�MPs�and�their�constituencies�and�to�understand�and�practice�the�democratic�

process�under�the�British-inherited�constitutional�mon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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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ix	Party	Talks	on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Topic:�The�7th�Round:�The�aftermath�of�the�second�nuclear�test�

English,�Mixed�Delegates

Dais�Head:�

贾煦祺�� � 外交学院

�

It�has�been�four�years�since�the�first�underground�nuclear�test�of�North�Korea�was�

conducted,�yet�the�situation�of�the�peninsula�showed�no�sign�of�détente.�After�6�rounds�

of�unsuccessful�talks,�Democratic�People’s�Republic�of�Korea�announced�its�formal�

withdraw�from�the�Six�Party�Talks�on�April�2009,�leaving�the�denuclearization�treaty�

with�South�Korea�behind�and�de�facto�possessed�Weapons�of�Mass�Destruction.�Soon�

after,�North�Korea�conducted�its�2nd�underground�nuclear�test,�astonishing�not�only�

neighbouring�and�related�countries�but�also�the�whole�world.�The�leaders�of�the�Six�

Party�all�realize�that�this�must�to�an�end�before�irrational�and�hostile�actions�taken�by�

certain�states�lead�to�Mutual�Assured�Destruction.�Now�they�have�sent�their�highest�

delegations�gathered�in�Beijing,�China.�Under�the�fierce�of�wind�of�Zephyrus�and�the�

storms�ahead,�they�must�come�to�a�consensus�before�it’s�too�late�for�everything.

This�conference�consists�of�two�parts�and�each�will�have�their�own�focus.�One�is�

the�General�Conference�(GC),�which�will�have�no�major�difference�with�Model�United�

Nations�Committee�of�the�UN�System�except�a�a�number�of�delegations.�This�part�of�

the�conference�will�be�using�MUN�Robert’s�Rules�of�Procedures�with�crisis�involved.

The�other�one�is�what�we�called�the�Parallel�Negotiation�Chamber�(PNC),�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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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room�that�delegations�can�hold�bilateral�or�multilateral�negotiations�in�it.�Each�

negotiation�will�be�noted�and�recorded�by�the�Dais�and�the�outcomes,�no�matter�

whether�it� is�treaty�or�convention,�will�be�considered�as�valid�once�the�signatories�

approve�it.�This�part�of�this�conference,�which�is�one�of�our�major�characteristics,�

is�designed� to�simulate� the� real�diplomatic�negotiations�and� to�strengthen� the�

importance�of�making�consensus�with�other�delegates,�and�therefore,�create�the�chain�

effects�of�the�reflections�of�diplomacy�in�multilateral�talks.�Any�delegation�could�send�

a�request�of�holding�these�negotiations,�as�along�as�the�participating�personnel�meet�

the�principle�of�diplomatic�reciprocity.

Speaking�of�the�delegations�in�this�conference,�in�order�to�provide�you�with�real�

diplomatic�experience�at�the�highest�possible�level,�the�sizes�of�them�are�rather�big�

compared�with�those� in�standard�UN-based�committees� in�MUN,�consisted�of�5-7�

delegates�in�each�one�of�them�depending�on�different�seats.�This�also�means�that�the�

role�of�each�delegate�is�not�the�cliché�type�of�the�general�delegate�of�a�certain�country,�

but�a�real�specific�position�with�a�real�name�behind�it.�Each�of�the�delegates�will�bear�

the�names,�the�burdens,�the�powers�and�responsibilities�of�the�country’s�Foreign�

Ministers,�Defense�ministers�and�various�levels�of�diplomats�specialized�in�different�

fields.

The�outcome�should�be�a� joint�declaration� signed�by�all� sovereign� states�

participants�and�witnessed�by�all.�This�means�that�the�document�itself�could�be�a�little�

shorter�compared�with�Draft�Resolution�in�terms�of�length�but�needs�to�more�accurate�

and�subtle�just�like�real�conventions�in�terms�of�words.

Nevertheless,� the� fate�of� the�Korean�Peninsula� is�at�your�hands,�my� 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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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rable�delegates�of�your�countries.�Do�what�you�must�do�but�be�aware�of�the�

gathering�st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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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刻报名 -

- 代表选拔建议 -

建议各校在选拔参会代表时，充分考虑代表的主观意见，在本校模联社团中选取出愿意

在本次会议中接受锻炼的，有一定模联经历的模联成员，建议同时选出几名候补参会人员。

- 会议准备建议 -

关注大会官方网站（nkmun.cn），大会官方微信平台（微信号：汇文国际），大会官

方微博（汇文国际）及大会官方 QQ（账号：1907370239�汇文国际）。按照大会代表选拔

建议积极选拔参与本次大会的代表 , 并建议督促参会代表积极参与会前准备和磋商。

- 报名方式 -

本次大会暂仅接受学校代表团报名。代表团报名仅向所属学校的学生开放。如贵校有意

愿以学校代表团身份参与本届大会，请登录大会报名网站：https://hi.nkmun.cn，点击绿

色“报名”按钮。根据网页说明按要求确实填写，并于北京时间 2019 年 10 月 6 日（含）

前填写完毕。

请各学校谨慎提交所申报的代表人数，大会秘书处与学术团队将在综合考虑后为各学校

分配名额，并在后续通告中发布。为保证贵校参会权益，请务必确认所填写指导教师与学生

领队联系方式真实、畅通。

每所学校原则上需要至少一位指导教师及一位领队学生代表。指导教师不得由学生兼任，

学生领队可选择是否以代表身份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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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我们 - 

官方网站�【nkmun.cn】� � � 报名网址�【hi.nkmun.cn】

微信平台�【汇文国际】� � � 官方 QQ�【1907370239】

官方 QQ 交流群�【757156058】� � Instagram【@nkmunc】

Facebook�【@NKInternational】� � 组委邮箱�【staff@nkmun.cn】

学术咨询�【academic@nkmun.cn】



Hold the fu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