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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简介
威海地区联合模拟联合国大会（W4MUN）是由北京交通大学（威海）模

拟联合国协会主办，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校区）、山东大学（威海）、哈尔滨
理工大学（荣成）的模联精英们戮力齐心，强强联手共同组织的一项面对全国

大学生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全国性会议。旨在拓宽代表视野 , 锻炼代表的综
合性能力为宗旨 , 以培养国际性人才为目标，增强代表们对于联合国组织的结
构、程序和功能的认识，促进代表们对于当前的重大国际议题的理解。本次会

议结合了四家协会的模联资源和威海当地的模联优势，积极调动各协会的力量，
设置中英文两种工作语言，特设联动等机制丰富会议内容，让代表们在释放自
己对模拟联合国活动的热情之余，表达自己对于国际事务的看法以及对人类未
来发展的期望。

大会紧围绕着 " 冷战后 70 年后的世界格局 " 的主题进行反思和思考，为那

些有着共同兴趣的模联人提供一个沟通与交流的平台，锻炼代表们公开发言和
辩论的能力，解决冲突、求同存异等诸多方面的能力。

除常规会议内容之外，我们特别安排了丰富的社交晚宴及城市参观活动，

为代表们提供了解北京交通大学（威海）、了解美丽海滨城市威海的机会。社

交晚宴与开闭幕式上丰富的节目与才艺表演，旨在促进代表们交流与成长，展
示自身优势，更促进代表们感受北交文化和威海模联文化。

而城市参观则是让代表们在感受北交大 ( 威海 ) 浓厚学术气息的同时还感

受着威海当地的美好景色。在温暖的海滨小城威海，在活力四射的北京交通大
学，代表们不仅享受到周到体贴的会务服务，更感受到交大友善开放的校园文
化。集威海四校之力，发扬求同存异，开拓创新的模联精神。这个春天，与你
相约红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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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会基本信息
1. 会议名称
2017 年威海地区联合模拟联合国大会

2. 会议主办单位
北京交通大学（威海）

北京交通大学（威海）模拟联合国协会   
北京交通大学模拟联合国协会

山东大学（威海）国际交流协会模联工作部
哈尔滨理工大学（荣成）模拟联合国协会

3. 会议举办时间及地点
举办时间：2017 年 4 月 1 日 - 4 月 4 日

举办地点：北京交通大学（威海）学术交流中心

4. 代表注册报名会费
参会代表 248 元 / 人，领队 198 元 / 人（不参会）
费用包含会议资料、茶歇、社交活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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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场设置
会场

议题

SPECPOL

The
Aftermath of
the Islamic
State

CCPCJ

Finding
Ways to
Ameliorate
Drug
Trafficking

印巴分治
联动体系

工作
语言
English

English

印巴分治

中文

代表制
Double Delegates
25 Countries
50 Delegates

Double Delegates
20 Countries
40 Delegates

单代表 / 内阁制 38 人
土邦会议 20 人
英属印度内阁 6 人
全印穆斯林联盟 6 人
印度国民大会党 6 人
24 人

MPC
主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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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MPC
6 News Agency
2 Delegates / News
Agency
12 Delegates in total
中文主新闻中心
6 报社
每报社 2 代表
共 12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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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委员会及议题介绍
SPECPOL (The Fourth Committee of General Assembly
- Special Political and Decolonization)
Dais Head: HE Wenting (University of Macau) 何文婷（澳门大学）
Language: English

Topic: The Aftermath of the Islamic State
Countries: 25 Countries

Delegation System: Double Delegates
Introduction:

The Islamic State (IS), also known as ISIS (the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
ISIL (the Islamic State in the Levantine), or Daesh, formed in June 2014

when the group formally declar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aliphate", a state
governed in accordance to Islamic law (Sharia) by God's deputy on Earth
(caliph).

IS is destroying all obstacles in its path: beheadings, crucifixions, and mass
shootings are commonly used to induce fear in its enemies. These acts are
justified by their extreme interpretation of Sunni Islam, in which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made up of non-believers who seek to destroy Islam. We also

note that IS is not the "state" that the Middle East needs as it is fueled by the
terror of its people, rather than the unity and governance of a true national
state. It is time to start thinking of solutions to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Middle East region, as well as building or rebuilding states and
governments that are capable of sustainabl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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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CJ (The Commission on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
Dais Head: SHEN Zaiyuan (Zhejiang University) 申在原（浙江大学）
Language: English

Topic: Finding Ways to Ameliorate Drug Trafficking
Country: 20 Countries

Delegation System: Double Delegates
Introduction:

Every year, thousands of people, many of them innocent bystanders are
killed in brutal clashes between police and heavily armed drug deal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Parts of Mexico are notorious for vicious cold blooded
executions between rival gangs over trading turf. Top police officials and

public officials have also fallen victim to this never ending war against the
multibillion dollar drugs trade.

A top American police officer recently said he was convinced that the only

real solution was to educate young people at infancy stage on the dangers
of becoming involved, in order to at least reduce demand next generation.

It makes sense, because a business cannot survive without customers. The
illegal drug trade will not vanish overnight as long as the demand remains.

Most would agree that this is a sensitive subject which has affected practically
every family in Bermuda. In some cases even parents have been engaged in
illegal drug activity, and this places children at greater risk. Without proper
guidance, children become easy targets.

If a massive community effort was launched to explain to every young child

in Bermuda how dangerous illegal drugs can be to the body and the mind, it
would possibly lead to a sharp reduction in customers in the years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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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as the world launched an all-out attack on the hazards of smoking which
resulted in smoking bans in just about every jurisdiction, a similar thrust

should be aimed at catching young minds early to stem the illegal drug tide.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s to assist addicts requires a great deal of

expensive care, and while there are success stories, the failure rate is still
depressingly high. In this case, an ounce of prevention really is worth a
pound of 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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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巴分治联动体系
会场主席：李骥（北京交通大学）
工作语言：中文
议题：印巴分治

代表制：单代表 / 内阁制
会场：

土邦会议 20 人

英属印度内阁 6 人

全印穆斯林联盟 6 人
印度国民大会党 6 人

议题简介：

作为大英帝国版图上的明珠，英属印度在走向独立的道路上付出了漫长而

艰辛的努力。让我们回到 1967 年 3 月，回到那个前路未定的时刻。土邦王公、

英帝国、国大党、穆盟，各方势力仍在博弈，争取在必然实现的国家独立中为
本方争取更大利益。而世界各国的目光，也聚焦在这片土地上。

是统一，还是分治？是联邦，还是邦联，还是单一共和制？世代传承土邦

权柄的封建王公们，在全新的统治体制是什么位置？在英帝国统治下拥有自治
权的各土邦王公们将在此刻聚首，共同商讨这一事关自身命运的头等大事。

代表印度教徒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与代表伊斯兰教徒的全印穆斯林联盟，彼

此既合作又争斗。到底是抛开歧见，拥抱整个印度次大陆的统一？还是坚持自
身的立场，分别建立各自信仰的国家？两党的抉择考验着领导人的智慧。

英属印度政府的官员们，此时也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切。他们此刻仍是这里

的统治者，最终的方案将由他们提出。而作为大英帝国辉煌落幕的见证人，他
们也必须充分发挥才智，在统治结束后保证母国的利益在这里得以延续。

随着二战的结束，世界格局有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外界的各种势力也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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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着南亚次大陆上正在发生的变化，并时刻准备着以各种名义插上一脚。而
媒体将作为舆论的前线，将各种声音传递到这里。

南亚次大陆被一分为二，乃至一分为三，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本次会议，我们将重温这一段 70 年前的往事，把时钟拨回到蒙巴顿方案之前。
而这一次，手握着数亿人民未来命运的代表们，是否又会有不一样的选择呢？
我们在印巴分治会场，恭候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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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程安排
日期

事件

3 月 31 日

学团组委入住酒店，志愿者到位

4 月 1 日 15:00-16:30

开幕式

4 月 1 日 18:00-21:00

Session 1

4 月 2 日 8:30-12:00

Session 2

4 月 2 日 12:00-14:30

午休

4 月 2 日 14:30-17:30

Session 3

4 月 2 日 19:00-22:00

社交晚宴

4 月 3 日 8:30-12:00

Session 4

4 月 3 日 12:00-13:30

午休

4 月 3 日 下午

校园观光，城市观光

4 月 4 日 8:30-12:00

Session 5

4 月 4 日 12:00-13:30

午休

4 月 4 日 14:00-15:00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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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名注册流程
1. 初期报名阶段
第一阶段：

代表报名与代表联系渠道一同开始。代表和领队需要在公共邮箱下载报

名 表（ 邮 箱：w4mun2017@163.com， 密 码：we4mun）， 准 确 填 写 后， 于
2017 年 3 月 1 日 00：00 前发送至官方报名邮箱 w4mun@bjtumun.org，完成

申请。截止到官方报名网站上线之前，填写完成并成功发送邮件的代表享有优
先选择委员会及国家代表的权利。
第二阶段：

本次会议的官方报名网站将于 2017 年 2 月上旬正式上线，代表和领队可

以通过官方网站在线报名。报名的最终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3 月 1 日。

2. 注册确认阶段
请在收到确认报名成功的邮件后（邮件或信息会在初期报名阶段的任意时

间内发送，所以请及时关注邮箱和网站），7 个工作日内缴纳报名费用。

收到邮件或网站上缴费方式（支付宝，银行转账等）后，请及时缴纳费用。

缴费时务必注明代表姓名、学校等信息。团体报名需注明学校信息和代表团领
队姓名。若需开具发票，请另行注明。

缴费成功后，我们会发送邮件或在网站上给出通知，并保留席位。

3. 国家分配阶段
报名及注册结束后，我们会以邮件通知。在官方报名网站正式上线前通过

邮件报名的带有享有优先选择委员会及国家代表的权利。分配完成后，我们不
接受委员会及国家代表的变更，敬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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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通
志愿者将等候在威海机场及威海火汽车站接站，后乘车前往北京交通大学

（威海）。

校区距离威海火汽车站 68 公里，乘车约 1 小时；距离威海机场 50 公里，

乘车约 50 分钟。

代表们也可选择乘坐大巴至南海汽车站，从南海汽车站下车后出站北行

100 米即可到达北京交通大学（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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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术团队招募
我们诚挚地邀请海内外优秀模联人加入本次威海地区联合模拟联合国大会

（W4MUN）的学术团队。在本次会议中，学术团队将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学术
指导和学术助理。其中，学术指导将作为会议主席团参与学术工作；学术助理
将协助会场主席和学术指导完成基础的学术工作。

1. 申请要求
有至少两次会议主持经历，或至少 5 次参会经验。
曾参与过地区级或更高级别的会议。

有责任心，能按时完成各项任务，每周工作时间不少于 3 小时。
适应团队工作，具有良好的沟通协同能力。
具有良好的文字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有较高的学术能力，对国际关系和模拟联合国有自己的理解。

2. 申请流程
一、针对任一委员会，撰写一份 1000 字以上的议题分析报告，该份报告

可使用中文或英文撰写。其内容须围绕以下方面：
1. 会议进程可能的走向；

2. 与会代表可能的关注焦点；
3. 可能出现的危机情形；
4. 其他相关内容。

二、撰写一份个人模联履历。

三、将议题分析报告和个人模联履历一并以邮件附件的形式发往 w4mun@

bjtumun.org，邮件主题格式为“学术团队报名 -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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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联系我们
秘书长：刘昭炜

电话：17863070210

邮箱：liuzw.w4mun@bjtumun.org
学术总监：李骥

电话：13120310005

邮箱：lij.w4mun@bjtumun.org
大会总监：刘文博

电话：18672934317

邮箱：liuwb.w4mun@bjtumun.org
高校总监：李晨阳

电话：15863102563

邮箱：licy.w4mun@bjtumun.org
微信公众号：bjtuwhmun

大会官方邮箱：w4mun@bjtum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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