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广东省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 

                    参赛指南（快速检索版） 

1. 地点：广东大厦 

2. 奖项设置： 

英文组：8个最佳国家代表奖（8“Best Delegate” awards）;       

        24个优秀国家代表奖（24“Outstanding Delegate” awards）; 

        赛人数百分之十的荣誉提名奖“Honorable Mention” awards）; 

        8个最佳立场文件奖（8 “Best Position Paper” awards）; 

       12个优秀立场文件奖（12“Outstanding Position Paper ”awards） 

中文组：8个最佳国家代表奖（8“Best Delegate” awards）; 

        24个优秀国家代表奖（24“Outstanding Delegate” awards）; 

         决赛人数百分之十的荣誉提名奖（“Honorable Mention” awards）; 

         8个最佳立场文件奖（8“Best Position Paper” awards）; 

        12个优秀立场文件奖（12“Outstanding Position Paper ”awards）; 

        优秀学术指导教师奖（“Excellent Academic Advisor” awards）若干（所

属学校有两人以上参加决赛并有一人以上获得最佳立场文件奖或者优秀代表奖

以上奖项）； 

团体奖若干（积极组织学生参赛的学校和单位）； 

3. 评奖标准： 

• Quality of position papers;(立场文件质量) 

• Knowledge of committee topics（委员会话题熟悉程度）; 

• Knowledge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nation’s interests and policies 

（是否代表分配国家利益及对所代表国家利益及政策熟悉程度，从代 

 国家国情及立场参发表意见）; 

• Skill and effectiveness in caucusing, writing amendments and resolutions, and debate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磋商、撰写文件及辩论技巧）; 

• Ability to work with and persuade other delegates through in-depth explanations and 

convincing arguments（与其他代表有效沟通、协作；高效及深入的解释及说服

能力）; 

• Ability to develop pragmatic and actionable solutions（提供切实可行解决方案的

能力）。 

4.立场文件提交： 

立场文件提交截止日期为 9月 27 日 23:59pm, 请于此时间前将立场文件按指定

格式发送至： 

英文委员会：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Assembly 请将立场文件提交到 mun_cn001@163.com 

The UN Development Programme 请将立场文件提交到 guoshuang092126.com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请将立场文件提交到

gdmolian@163.com 



 

中文委员会： 

非洲联盟的代表请将立场文件提交到 1508771002 @qq.com; 

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代表请将立场文件提交到 1508771002 @qq.com; 

经济与金融委员会的代表请将立场文件提交 1508771002@qq.com; 

因任何个人原因逾期递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文书将自动不予采纳。立场文件格

式要求详见英文版 Delegate Guide P13 或中文版大会参会指南 P9提交方式为各

学校模联指导老师按照：“xxx 学校 xxx 委员会 xxx 国家+xxx 国家一共 xxx 份立

场文件”的打包文件格式和邮件标题形式统一发送。 

5. 重要日期及时间： 

日期/时间 事件 

8月下旬  发布背景文件、国家分配、指南（Delegate Guide）          

9 月 27 日 立场文件（Position paper）提交截止 

10 月 5 日上午 8：00 至上午 12：00现场签到注册 

10 月 5 日 12：30 -13：30 开幕式 

10月 5 日—10月 6日 会议 

10月 6 日下午 16：30-17：10闭幕式及颁奖仪式 

6. 文件清单及用途： 

a. Guide to Delegate Preparation/代表参会指南：介绍会议流程，会议规则，奖

项设置，评分标准等重要事项及引导与会同学做好会议前期调研及准备； 

b. Background Guide/背景文件：介绍各委员会话题及话题基本情况，供与会同

学参考，以形成初步立场，作为后期调研的基础，形成立场文件及国家立场； 

c. Delegates Arrangements/ 国家分配，介绍每位代表所在的委员会、所代表的

的国家及委员会内的国家分配； 

d. Reference Materials/参考资料，供各位老师在指导参赛学生及参赛学生在进

行议题调研时参考，对所讨论的议题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7. 重要提醒及注意事项： 

a. 截止日期：任何因个人原因超过截止日期的（决赛注册、立场文件提交）将

不予处理，请各位参赛选手及带队老师详细阅读参会指南。 

b. 国家分配不换不改：各个参赛学校及参赛选手的国家分配由综合考察学生初

赛、复赛成绩决定，组委会及主办方不接受任何调换国家或调换代表的申请。如

学校或参赛选手私下调换国家或代表，将被取消参赛资格，所在代表团所有成员

及导师不参加任何奖项的评选。 

c. 格式: 本次大会的所有文件（立场文件，决议草案，工作文件）及上交邮件

标题、附件均有格式要求，请各位代表及带队老师仔细阅读并遵循。不符合格式

要求的文件将不被组委会及主题团采纳，不参与任何奖项评选。立场文件格式要

求： 

1） 字体：英文组为 Times New Rome，中文组为宋体 

2） 字号：10-12 号字， 

3） 行距：单倍行距， 

4） 长度：一篇不超过两页 A4 纸，两篇不超过四页 A4 纸，两篇立场文件放在

一个文档中； 

5） 格式：转存为 PDF 格式 

6） 国家名及代表名在页面上方清晰标注（可参考范文格式） 

mailto:1508771002@qq.com


7） PDF 文档命名格式： 

英文范例：Country-Position Paper-Delegate Name(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School Name(in Chinese). 

For example: China-Position Paper-ZHANG XIAO 张晓--XXX 中学； 

中文范例：国家名-立场文件-代表姓名（中文）-代表所在学校，如： 

中国-立场文件-张晓-XXX 中学 

9） 立场文件上交截止日期：2019年 9月 27日 

d. 抄袭/引用：本次大会严谨任何形式抄袭（抄袭他人及自我抄袭），请各位代

表在攥写文件（特别是立场文件时）注明数据、事例及文件出处，否则将做抄袭

处理。 

e. 礼仪: 请各位国家代表及学术指导老师、带队老师在参赛全程遵循模联相关

规定，尊重他人习惯及文化，尊重主席团成员及评委；注意会议期间着正装参会。 

                                  

 

2019年广东省中学生模联组委会 

      2019年 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