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高校联合国知识竞赛比赛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备注

5月 5日

(星期五）
18:00-20：00

京外参赛队

签到

国交中心

一层大厅
领取文件袋，登记用餐情况

5月 6日

（星期六）

8:00-8:30
京内参赛队

签到

求是楼

一层大厅
领取文件袋，登记用餐情况

8:30-9:00 开幕式
求是楼

综合报告厅

9:00-9:10 合影 求是楼前
嘉宾评委及全体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9:20-9:45 全体选手抽签
求是楼

综合报告厅

1.分组抽签

2.情景模拟题抽签

10:00-11:30

全国高校联合

国知识竞赛

预赛

求是楼 507

（第一组） 三个会场

预赛题型为必答题（单选、

多选、判断题）和抢答题

（单选）

求是楼 509

（第二组）

求是楼 510

（第三组）

全国高校联合

国问题教学

研讨会

求是楼 113

会议室
指导教师参加

11:40 午餐
求是楼 511

领取工作餐

12:10 预赛成绩公布 求是楼 511



12:20
晋级代表队

抽签
求是楼 511 8 组队伍进入决赛

13:00-13:10 决赛选手签到 综合报告厅

13:10-15:30

全国高校联合

国知识竞赛

决赛

综合报告厅

决赛题型

1.必答题

2.即兴演讲（顺序抽签）

3.情景模拟

15:30-16:00 统计决赛结果 综合报告厅

16:00-16:30
闭幕式

暨颁奖仪式
综合报告厅

16:30-18：00 晚餐
翔宇楼一层

学生食堂

备注：请各参赛队按指定位置就坐，全程参与闭幕式、预赛、决赛、闭幕式颁奖环

节。



全国高校联合国知识竞赛

开幕式

2017 年 5 月 6 日 8:30-9:1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求是楼 综合报告厅（109）

8:30-8:35 主持人介绍出席开幕式嘉宾及参赛队伍

8:35-8:40 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卢树民致词

8:40-8:45 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员罗世礼致辞

8:45-8:5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顾晓园致辞

8:50-8:55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副院长申险峰

宣读比赛规则及比赛流程

8:55-9:00 参赛队指导教师代表 外交学院副教授牛仲君致辞

9:00-9:05 参赛队学生代表 浙江大学参赛队学生代表致辞

9:05-9:10 合影



全国高校联合国知识竞赛颁奖典礼

暨闭幕式

2017 年 5 月 6 日 16:00-16:3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求是楼 综合报告厅（109）

16:00-16:05 主持人介绍出席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嘉宾

16:05-16:10 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张丹致辞

16:10-16:1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志民致辞

16:15-16:20 颁奖仪式

二外政党外交学院副院长申险峰宣读获奖名单

16:20-16:25 二外国政党外交学院党总支书记王政红致辞

16:25-16:30 合影



全国高校联合国知识竞赛

大赛组织机构

赛会组委会：

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卢树民

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张丹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党总支书记王政红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副院长申险峰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郭依峰

赛会专家评委组：

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 张 丹（专家组组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王志民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何 兰

赛会秘书处：

柳思思老师、邢新宇老师 、陈伟功老师 、霍丽媛老师

联系邮箱：lhgjingsai@126.com

mailto:lhgjingsai@126.com


全国高校联合国知识竞赛参赛队伍

序号 参赛院校及队伍 指导教师

1 中国人民大学 刘天中 国际关系学院分团委书记

2 浙江大学 国懿 讲师

3 中国政法大学 孙洁琬 教授

4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佳 国际关系学院辅导员

5 上海外国语大学 汤蓓 讲师

6 外交学院队伍 1 牛仲君 副教授

7 外交学院队伍 2（二外双培生） 牛仲君 副教授

8 北京语言大学 马方方 副教授

9 国际关系学院 彭皓雁 学生领队

10 西安外国语大学 邱宏 国际政治系主任 讲师

11 四川外国语大学 谌华侨 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

12 安徽师范大学 李路根 安徽师大法治中国建设研究院研究员

13 青岛大学 韩庆娜 副教授

14 西北工业大学 刘菲 副教授

15 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 逄增珺 讲师

16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柳思思 副教授

17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事务专业 柳思思 副教授

总计 17 支队伍参赛



全国高校联合国知识竞赛规则

参赛队每队底分为 100 分。比赛采用预、决赛淘汰制，经

过预赛（必答与抢答题）后，总分排名前 8 位的代表队进入决

赛，决赛采用必答题、风险题（即兴演讲和情景模拟）的方式

进行。若比赛过程总积分出现平局时，由积分相等的代表队进

行附加赛（附加赛采用抢答方式决定胜负，加试题所获得的分

数不记入总分，只用于排名）。

一、竞赛要求

1、所有参赛选手必须于 10:00 准时入场，届时未到者视为

自动弃权。

2、各参赛队按照抽签决定自己的队伍序号和座位的位置，

坐好后就不得改变位置。

3、参赛选手不得携带任何文字材料、电子设备上场。

4、选手答题时须起立回答，严格遵守时限要求，使用普通

话答题，声音响亮，吐字清晰，答题结束时须说明“回答完毕”，

答题超过时限不得分。

5、场内领队、观众、工作人员等不得采取任何方式影响选

手比赛，如有违反，将对其提出警示，直至劝其退场。



二、竞赛题型设置及评分规则

1、必答题：第一轮按队顺序号由各队第 1号队员作答，各

队完成后，转入第二轮，按队顺序由各队第 2 号队员作答，各

队完成后，转入第三轮，按队顺序由各队第 3 号队员作答，以

此类推。

（1）必答题每题 10 分，每队 9题，每队共计 60 分。队员

回答问题时，其他队员不得代答或补答，不能做任何提示。答

对加 10 分，答错不扣分。

（2）必答题在主持人读题完毕后，须在 1分钟内答完，否

则不得分。

2、抢答题：共 20 题，每题 10 分，合计 200 分；三个分会

场使用相同的题目，确保公平。

（1）回答正确每题加 10 分，答错不扣分。

（2）主持人读完题后，说“开始”选手才能开始抢答，否

则本题作废，并扣抢答单位 10 分。

（3）答题队员应在 30 秒内答题完毕，超过时限视为无效

回答。

3、即兴演讲（每题 100 分）

先由队长抽签决定各组演讲顺序，之后第一组首先抽签取

题，准备 2 分钟后上场，演讲时间 3 分钟；演讲方式由该组自

行决定。在第一组演讲期间，第二组抽取题目准备 2 分钟；以

此类推。



4、情景模拟（每组 100 分）

先由队长抽签决定各组所代表国家，之后进行模拟联合国

大会活动。

三、评判规则

1、各赛场、分赛场各设主持人 1名，计时、计分员 2名。

2、选手答题正确与否，以主持人手中参考答案评判为准，

主观题以专家打分成绩为依据。当题目出现争议，主持人无法

独立评判时，由秘书处合议后，当场予以裁定；主持人评判有

误时，秘书处应现场予以监督、更正。

2、竞赛结束时，计分员应及时核对分数并排出名次，经专

家评审委员会审核。

四、奖项设置

本次竞赛将设置特等奖 1 名，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5 名，

三等奖若干名，并设置最佳风采奖、最佳组织奖、优秀指导教

师奖三项单项奖项。



全国高校联合国知识竞赛专家评委

张丹 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兼总干事

曾就读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获文学和法学双学士。

1990 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后，一直从事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有关

的多边外交工作，有丰富的多边外交经验。先后担任副处长、

处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人权和社会组组长、参赞、外交

部经济司领导。1997 年至 2000 年在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工

作。2006 年 1 月至 2010 年底，在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

参赞，负责人权、发展、妇女权益等领域工作。张丹多次参与

领导人会议筹备工作，多次代表中方出席有关国际会议和联合

国决议的谈判和规则制定，多次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非政

府组织委员会等国际会议，曾担任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副主

席和报告员，主持联合国决议磋商。自 2016 年 6 月起任中国联

合国协会副会长兼总干事。

王志民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王志民，教授，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

化问题研究所所长，兼任思政教研部学术委员会主任，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对外经贸大学来华留学生“一带

一路”创新发展中心导师，对外经贸大学文化与休闲产业研究

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封面智库学

术顾问，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和平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兼副主任，

北京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

理事，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北京市学科带头人，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

项目评审专家，国土资源部全国国土规划纲要领衔专家，北京

高校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中国大学生“一带一路”协同发展行动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委

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咨询专

家，暨南大学地缘战略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刊》

学术委员会委员，“胡绳青年学术奖”评审专家，文化部“一

带一路”文化规划项目评审专家，“北京学者”评审专家，“丝

路新世界•青春中国梦”全国大学生“圆梦中国”暑期实践专项

行动首席专家。

何兰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何兰，博士、教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国际新闻专

业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全国高



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理事、华中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导

师等。

出版个人专著、合著、主编等学术论著 10 余部；撰写研究

报告、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主要有：专著《政治游戏中的一

张王牌》，《新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理论》，主编《冷战后中国

对外关系》，《国际战略与国家安全研究》，合著《德国资本

主义发展史》，《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战时德国

对华政策》

负责主持和参加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主要有：主持教育

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外交与国际新闻传播研究》，2005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大课题：《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

国与世界研究》子项目：《战时德国对华政策》，2005 年；教

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中德日大三角中的德国对伪满洲国

政策研究》，2010 年；国家广电总局研究项目：《国际关系中

的首脑外交》等。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园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