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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部礼宾和联络司 

S-0200 房间 ● 电话：+1 (212) 963-7181 (会议登记) ● 电子邮件：unprotocol@un.org 

  “电子登记”系统指南 

 1. 如何登入“电子登记”系统以提交联合国出入证或要人通行证的申请？ 

 (a) 登入联合国电子登记网站：https://delegate.un.int；[如果是通过大多数笔

记本电脑登入，则建议使用“google chrome”或“firefox”浏览器；如果是通过

其他电子设备登入，则建议使用“Safari”浏览器。] 

 (b) 输入登录凭证(用户名和密码)；[之前在“电子登记”系统中注册的电子

邮件地址即为用户名。如果忘记密码，请点击“forgot password”(忘记密码)按钮，

很快就会收到新密码。] 

 (c) 点击“New request”(新申请)，打开新申请表；[如果是首次使用该系统

的用户，请找到顶部菜单“Protocol”(礼宾)，从下拉菜单中选择“Registration to 

UNHQ meetings”(登记参加联合国总部会议)，进入“New request”(新申请)页面。] 

 可通过页面底部的“attach…”(添加附件)按钮，将证明文件(即代表证书、普

通照会或与会代表团正式名单)上传到在线申请当中。如果需要通行证的与会者

不是政府官员，则务必上传证明文件。 

 (d) 首先选择“身份”(Capacity)，然后在“Meeting Information”(会议信息)

项下从相应类别的下拉菜单中选择会议名称。系统会预先录入即将举行的联合国

会议，并提前设定会期。部分会议可能需要用户在空格中填写信息。 

 (e) 下一部分是“Delegate details”(与会代表详细信息)。所有带“*”的字

段均为必填字段，包括与会者照片。须正确注明职务和隶属机构，例如： 

 职务：外交部长 

 隶属机构：外交部(请勿填写 XXX 政府)。 

 请勿使用缩略词(如 FM、HS、MOFA 等)。须说明除“部委”和“总统/总理

办公室”以外的具体隶属机构，并应注明该机构是否为政府部门/机构。 

 [注：如果政府任命非政府官员(如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私营部门等方面

的代表)担任出席特定会议的官方代表，则为其提交的申请须有代表证书或与会

代表团正式名单作为证明，此类证书或名单须上传到申请表当中——见上文第

1.(c)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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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附件(护照/签证的照片/副本)(如适用)： 

 ㈠ 照片附件须符合联合国发证室提供的照片规格(见本指南的附件)。如果

是首次访问联合国总部的与会代表，须以附件形式在线提交照片。如果

是非首次访问的与会代表，而且其照片已在发证室系统中，而且是在过

去 5 年内拍摄，则可自行选择是否提交照片附件。 

  请注意，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副总统/副主席、王储及其配偶无需提交

照片。 

 ㈡ 为辅助人员、包括自由职业口译员或当地雇用的口译员提交出入证申请

时，须附上护照和签证副本，或附上外国人居留卡/美国护照副本。 

 (g) 仔细检查，核实详细信息，勾选确认框，并从以下两个选项中选择一种

方式提交申请： 

 ㈠ 如已填写完毕并需要登出，请选择第一个蓝色按钮“Submit to UN 

Protocol and Liaison Service”(提交联合国礼宾和联络司)。 

 ㈡ 如需继续为出席同一会议的代表团成员提交其他申请，请选择第二个蓝

色按钮“Submit to UN Protocol and Liaison and Create another request for 

the same meeting”(提交联合国礼宾和联络司并为同一会议创建另一申

请)。系统会打开新申请表，其中已经选中同一会议；然后选择身份，跳

过“Meeting Information”(会议信息)，跳到“Delegate details”(与会代

表详细信息)。 

 2. 提交后的流程是什么？ 

 (a) 自动生成的接收确认函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提交申请的授权用户，表

示传输成功。确认函可能一天发送一至两次，具体次数取决于申请数量。 

 (b) 在线提交的申请将由礼宾和联络司接收，并在适当时候予以审查和办理。

这一流程至少需要 48 个工作小时； 

 (c) 礼宾司予以批准后，将向与会代表签发联合国出入证。联络人和后备联

络人将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批准通知。该通知包含独有编号、与会代表姓名、国家/

组织名称、与会代表身份、授权期限、会议名称； 

 已批准申请的数据和照片附件将在下一个工作日自动传输至出入证和身份

证股；[请注意，如果是在当天办理并批准的紧急“无照片申请”，则与会代表须

前往出入证和身份证股拍照，除非其在过去 5 年内拍摄的有效照片已存入出入证

和身份证股系统。] 

 (d) 如果申请中的信息需要核实或缺失，将予以拒绝，并通过电子邮件向联

络人和后备联络人说明原因或作出解释。此类申请可与要求提供的信息一并重新

提交，供礼宾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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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联合国出入证和要人通行证将在何时何地签发？ 

 (a) 礼宾司批准在线申请后，将立即通过电子邮件通知联络人和后备联络人

(见上文 2.(c)㈠)。批准通知即为实际授权单，应当打印并向出入证和身份证股出

示，以便签发联合国出入证。 

 (b) 出入证和身份证股的地址是美国纽约州纽约市东 45 街 320 号，邮编：

10017(电话：+1 (212) 963-7533)。办公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 9 时至下午 4 时，

联合国假日除外。 

 (c) 联合国出入证(蓝色通行证)由联合国发证室签发，最早签发时间为礼宾

司批准并在批准通知中注明的起始日期之前五(5)天； 

 要人通行证(白色通行证)由礼宾司签发，可在要人通行证起始日期之前三(3)

天在 S-0200 室领取。 

 (d) 如果是首次访问的与会代表，而提交申请时未附照片，则其本人须持批

准通知副本和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或护照前往出入证和身份证股拍照并领

取联合国出入证。 

 (e) 如果是首次访问的与会代表，而提交申请时附有照片，则其本人可持批

准通知副本和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或护照前往出入证和身份证股领取联合

国出入证。 

 (f) 如果是非首次访问的与会代表，而且照片已在出入证和身份证股系统中，

或提交申请时附有照片，则其出入证可由常驻代表团中持有有效联合国出入证的

代表代为领取，领取时需出示批准通知副本和与会代表护照个人信息页副本； 

 (g) 如果与会代表在出入证和身份证股系统中的照片并非在最近五(5)年内

拍摄，而其在线申请又未附有新照片，则其本人须前往出入证和身份证股拍照，

并出示有效的护照或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同时出示批准电子邮件的打印副

本，以便领取联合国出入证； 

 4. 特别注意事项： 

 (a) 请勿同时通过同一浏览器登入“e-deleGATE 门户网站”和常驻代表团通

用的“un.int 电子邮件帐户”。这两个应用程序具有单点登录功能，不应在同一浏

览器内同时打开。如必须同时打开这两个应用程序，请使用不同浏览器。 

 (b) 所有在线申请至少需要 48 个工作小时办理。高级别会议之前、特别是

9 月高级别周和一般性辩论之前和期间，办理时间会有延迟。在这些情况下将规

定登记截止日期。 

 (c) 电子登记系统的联络人/后备联络人有责任监控系统内自己帐户下的活

动。请注意不要与未经常驻代表团团长指定的任何人共享登录用户名和密码。 

 (d) 更新/编辑照片附件：如果在线提交的照片被出入证和身份证股拒绝，则

可在系统中更新或更改照片，重新提交给发证室。如需更新或更改照片，请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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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登记系统，在“Approved”(已批准)项下检索有关申请，点击顶部的“update/edit 

photo”(更新/编辑照片)按钮，上传新照片并保存。新照片将于次日传输至发证室。 

 (e) 取消在线申请：各常驻代表团/办事处的电子登记系统用户可取消仍处

于“Processing”(办理中)状态(礼宾司尚未批准)的在线申请。如需取消申请，请

登入电子登记系统，在“Processing”(办理中)项下检索有关申请，点击顶部的

“cancel”(取消)按钮，然后确认并提交。请在提交取消之前花片刻时间进行检查。

申请一旦取消便无法恢复。 

 (f) 请勿通过电子登记系统提交与各常驻代表团和联合国各实体举办的培

训课程、研讨会、讲习班、展览、招待会、会外活动有关的在线申请。礼宾司不

负责办理这些活动的相关申请。请联系主办方或组织者，咨询进入联合国总部参

加这些活动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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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照片规格 

• 彩色。 

• 大小为 2×2 英寸(51×51 毫米)。 

• 头部高度(下巴底部至头顶)在 1 英寸至 1 3/8 英寸(25 至 35 毫米)之间。 

• 在过去 6 个月内拍摄，可反映目前样貌。 

• 在纯白色或偏白色背景前拍摄。 

• 正对相机拍摄，可看到整个面部。 

• 面部表情自然，双眼睁开。 

• 尺寸：图片尺寸的长宽比须为 1:1(高度须与宽度相等)。可接受的最小尺寸为

600×600 像素。可接受的最大尺寸为 1200×1200 像素。 

• 色彩：图片须为彩色(每像素 24 位)，并使用 sRGB 色彩空间，即大多数数码

相机的常见输出格式。 

• 文档格式：图片文档格式须为 JPEG。 

• 文档大小：图片须小于或等于 240 KB(千字节)。 

• 压缩：可能需要压缩图片，以免超出文档大小上限。压缩率应小于或等于

20:1。 

o  拍照时应穿着平日会穿的衣服： 

o  拍照时不应穿着制服、类似制服的衣服和迷彩服，除非是平日穿着的宗

教服装。 

o  只有在平日出于宗教目的而佩戴帽子或头巾的情况下，才可在拍照时佩

戴此类头饰。须能够看见整个面部，头巾不得遮盖发际线，或在面部投

射阴影。 

o  照片中不得出现耳机、无线免提设备或类似物品。 

o  如通常会佩戴处方眼镜、助听设备或类似物品，则拍照时可以佩戴。照

片中的眼镜不得有反光。 

o  不得佩戴墨镜或带有色镜片的非处方眼镜，除非因健康原因需要佩戴

(可能需要提供健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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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头部大小模板 

 

• 照片尺寸须为 2 英寸乘 2 英寸 

• 头部高度(头发顶部至下巴底部)应为 1 英寸至 1 3/8 英寸(25 毫米-35 毫

米) 

• 应确保眼睛高度与照片底部之间的距离为 1 1/8 英寸至 1 3/8 英寸(28 毫

米-35 毫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