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第五届⻘青少年年模拟联合国峰会实施⽅方案

⼀一、活动主题、主办单位及举办时间

活动主题：责任·争取·理理解

活动主办单位：蒙台梭利利模拟联合国⼭山东组委会（简称“国际模联⼭山东组

委会”）和⼭山东省教育学会教育管理理研究专业委员会（简称“教育管理理研究会”）

活动参加者：本着⾃自愿的原则，我省⼩小学四年年级⾄至⾼高中⼆二年年级的⻘青少年年，

以学校为单位均可报名参加。活动分为⼩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

活动举办时间：活动于 2017年年 8⽉月 8⽇日（周⼆二）—8⽉月 12⽇日（周六）（共

5⽇日）在昌⾢邑市举⾏行行，8⽉月 8⽇日下午 13:00-17:00参会⼈人员报到, 报到地点：昌⾢邑

市昌⾢邑第⼀一中学（具体地址：潍坊昌⾢邑市院校中街 2号）。

本届峰会拟定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共五个“委员会”，每个“委

员会”⼀一个议题，共五个议题。分别是：

⼩小学组：委员会⼀一：SOCHUM联合国社会、⼈人权及⽂文化委员会
议题：促进和保护⼉儿童的权利利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Children

初中组：委员会⼆二：ECOFIN欧盟经济财政委员会
议题：农业发展、粮⻝⾷食安全与营养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委员会三：LEGAL 法律律委员会
议题：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法治 The Rule of Law a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高中组：委员会四：DISEC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

议题：裁减核武器器协定 Nuclear Disarmament

委员会五：UNSC 联合国安全理理事会
议题：叙利利亚问题Middle East (Syria)

本次峰会正式会议时的⼯工作语⾔言：初中组、⾼高中组是英语；⼩小学组要求尽

量量使⽤用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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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准备阶段

（⼀一）开展活动宣传

5⽉月 18⽇日，下发《关于举办⼭山东省第五届⻘青少年年模拟联合国峰会的通知》

和活动实施⽅方案；6⽉月 18⽇日报名结束。

（⼆二）各委员会主席团、评委团的确定

各委员会主席团，评委团成员由 4⼈人组成，分别由 1名外籍教师、3名联盟

学校教师担任，请各联盟学校教师在学校报名表中填写申请（附件 3），由组

委会统⼀一选择、分配⾄至各委员会。所有任职主席团和评委团的⽼老老师，受组委会

统⼀一管理理，不不参与本校学⽣生参会的⼀一切事宜。

（三）完成国家分配

6⽉月 27⽇日前将完成国家分配，并将国家分配表、议事规则、⽴立场⽂文件和决

议草案样本、背景⽂文件等在公共邮箱（sdmunpp@163.com。 密码：2017sdjyxh）

公布。国家分配由会议组委会完成，每个委员会中每个国家的代表由 2⼈人组成。

（四）准备⽴立场⽂文件

1．6⽉月 27⽇日之后，从公共邮箱下载背景⽂文件，认真研读；

2．参会代表要做好国家调研，包括所代表国家的基本情况和该国在本议

题上的基本⽴立场；

3．⽴立场⽂文件写作要遵循规定的格式；

4．在 7⽉月 22⽇日前，参会代表需将代表国家的⽴立场⽂文件以学校为单位发送

⾄至报名邮箱（mmunsd@163.com ），主席团审阅后，会形成⼀一份书⾯面⽂文件反馈

发给参会单位；

5．8⽉月 1⽇日以后，参会代表可以到公邮：sdmunpp@163.com。 密码：

2017sdjyxh 中查看各个国家的⽴立场⽂文件，以便便于寻找同盟国，为决议草案的写

作奠定基础。

（五）社交晚会

参会学校请在 7⽉月 20⽇日前将：①学校校徽标识（电⼦子版）；②参加社交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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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节⽬目名称、时⻓长以及表演视频⼩小样发送⾄至报名邮箱（mmunsd@163.com），

组委会审核选择后将社交晚会节⽬目单回复⾄至各参会单位，节⽬目内容⼀一旦确认，

不不得私⾃自修改和替换，否则将取消演出资格。

＊在社交晚会开始前，将增加各组别议题讨论展示环节

⼩小学、初中、⾼高中每个组别各选出⼀一个议题由国家代表发表观点，进⾏行行组

别内 10分钟的现场讨论展示（具体细节在领队及主席团会议上详细表述）。

三、正式会议阶段

时 间 内 容 具体安排

8⽉月 8⽇日

13:00-17:00 报到
1、报到；
2、请各学校领队到报到处领取会
议⼿手册、胸牌等会议所需⽤用品。

17:00-18:30 晚餐 学校餐厅

19:00-20:30 开幕式

1、⾮非参会代表（包括指导教师、
教育⾏行行政官员等）提前在指定座
区⼊入座；
2、参会代表执本国国旗（两⼈人⼀一
组）⼊入场，分区⼊入座；
3、教育部⻔门领导致辞；
4、主办⽅方代表宣布模联峰会开
幕。

8⽉月 9⽇日

8:30-11:30

会议第⼀一期
（各个委员会
分别同时进
⾏行行）

点名，启动议题，设定发⾔言时间，
建⽴立发⾔言名单，进⼊入正式辩论（按
照发⾔言名单发⾔言）和⾮非正式辩论
（处理理问题和动议）。

11:30-12:00 午餐 学校餐厅

13:30-17:30

会议第⼆二期
（各个委员会
分别同时进
⾏行行）

1、正式辩论（按照发⾔言名单发⾔言）
和⾮非正式辩论（处理理问题和动
议）；
2、有意愿的国家开始寻找⽴立场相
似的国家结盟，着⼿手研究决议草
案。

15:00-16:30 指导教师会议
参观校园，供指导教师提供意⻅见、
交流想法，会议地点详⻅见会议⼿手
册。

17:30-18:00 晚餐 学校餐厅

19:00-21:00 撰写决议草案
1、⽴立场相近的国家撰写决议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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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寻找附议国（请注意决议草案
的起草国与附议国的数量量要求）。

8⽉月 10⽇日

8:30-11:30

会议第三期
（各个委员会
分别同时进
⾏行行）

1、正式辩论（按照发⾔言名单发⾔言）
和⾮非正式辩论（处理理问题和动
议）；
2、有意愿的国家开始寻找⽴立场相
似的国家结盟，着⼿手研究决议草
案。

11:30-12:00 午餐 学校餐厅

13:30-16:30
会议第四期
（各个委员会
合并进⾏行行）

1、正式辩论（按照发⾔言名单发⾔言）
和⾮非正式辩论（处理理问题和动
议）；
2、提交决议草案；
3、主席按照提交顺序审核决议草
案（主要审核是否有格式或语法
问题，不不符合格式要求的将不不允
许在⼤大会上介绍和表决）；
4、审核通过的决议草案由会议⼯工
作⼈人员打印，发⾄至各国家代表；
5、起草国动议介绍决议草案；
6、有修正案的国家提交修正案
（请注意修正案起草国与附议国
的数量量要求）。

17:00-18:30 晚餐 学校餐厅

19:00-21:30 社交晚会
1、19:00-21:30观看节⽬目；
2、21:45活动结束、清场。

8⽉月 11⽇日

8:30-11:30
会议第五期
（各个委员会
合并进⾏行行）

1、全体会议，各委员会依次针对
本委员会决议草案进⾏行行投票表
决；
2、颁奖。

11:45-12:15 午餐 学校餐厅

13:30-17:00 参观盐⼚厂或柽
柳柳林林

校外（⾃自愿参加）

17:30-18:00 晚餐 学校餐厅

8⽉月 12⽇日 离会 各学校组织参会代表安全离会

（注：会议期间，参会代表不不能将笔记本电脑或同类电⼦子设备带⼊入会场。）

四、活动奖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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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体奖项

1． 佳代表团（Outstanding Delegation Award ）：5个

2．突出贡献奖(Contribution Award)：10个

3．⽴立场⽂文件奖(Position Paper Award)：10个

4. 佳国家展板奖(Country Dispiay Board Award)8个

（⼆二）个⼈人奖项

1． 佳代表(Outstanding Delegate Award) ：5个

2．杰出领导⼒力力奖(Leadership Award)：5个

3． 佳演说奖(Speech Award)：5个

（三）优秀辅导教师奖：若⼲干

（四）优秀组织奖：奖励优秀代表队

（五） 佳⻛风采奖：晚会中 优秀的节⽬目 5个

附件 2：⼭山东省第五届⻘青少年年模拟联合国峰会学⽣生报名表

附件 3：⼭山东省第五届⻘青少年年模拟联合国峰会学校报名表

附件 4：⼭山东省第五届⻘青少年年模拟联合国峰会节⽬目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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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山东省第五届⻘青少年年模拟联合国峰会学⽣生报名表

学校名称

领队
领队联系

⽅方式 1

邮箱
领队联系

⽅方式 2

代表⼈人数
参会教师

总⼈人数

姓名 性别 年年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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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意⻅见

（盖章）

年年 ⽉月 ⽇日

注：此报名表请各校领队⽼老老师统计好后发送⾄至报名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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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山东省第五届⻘青少年年模拟联合国峰会学校报名表

注：请各领队⽼老老师完成填写并发送⾄至会议报名邮箱mmunsd@163.com

学校名称

参会领队 职务

学校地址 邮编

领队⼿手机 邮箱

参会指导教师

姓 名 性别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是否参与主席团

学校开展模拟联合国学⽣生社团活动情况：



9

附件三：

⼭山东省第五届⻘青少年年模拟联合国峰会节⽬目报名表

注：每所学校限报两个节⽬目，节⽬目审核及顺序编排请服从组委会的决定 7⽉月 20

⽇日前将通过所提供的邮件地址回复晚会节⽬目单

学校名称

负责教师 节⽬目名

教师⼿手机 联系邮箱

表演者信息

姓 名 性别 班级 电⼦子邮箱

节⽬目描述（⼈人数，时间，形式，是否需要伴奏，有⽆无特殊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