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赛题讲评与经验交流会
第二次通知
为了提高各高等学校数学建模教学与竞赛的水平，加强广大数学模型的任课教师和数学建模竞赛指导教师之
间的交流，研讨数学建模竞赛的发展趋势，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委会和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数学模型
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2017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赛题讲评与经验交流会。会议将由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云南赛区组委会承办，将邀请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委会领导和专家组专家及竞赛命题负责人作专题报告，
将就2017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赛题进行解析与讲评；通报今年全国竞赛的参赛、评奖和获奖的有关情况；
举办数学建模教学研究方法专题讲座；组委会和专家组专家及命题人与指导教师进行座谈交流等。

一、会议时间：2017年11月24-26日（24日下午13:00-21:00报到，25日全天大会报告，26日交流）
二、会议报到地点：昆明云安会都酒店（云安会堂大厅）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石安公路马街路口 电话：0871-68171666

三、组织委员会
主席：鲁习文（华东理工大学） 谢金星（清华大学）
委员（按拼音顺序）：蔡志杰（复旦大学）
韩中庚（信息工程大学）
李 锋（云南师范大学） 吴孟达（国防科技大学）

四、会议内容安排
1.2017 年竞赛的基本情况介绍，报告人：谢金星（清华大学）
2.2017 年竞赛 A 题解析与讲评，报告人：蔡志杰（复旦大学）
3.2017 年竞赛 B 题解析与讲评，报告人：邓明华（北京大学）
4.2017 年竞赛 C 题解析与讲评，报告人：崔恒建（首都师范大学）
5.2017 年竞赛 D 题解析与讲评，报告人：薛 毅（北京工业大学）
6.数学教学研究方法讲座，
报告人：鲁小莉（华东师范大学）
7.数学建模教学研究方法讲座， 报告人：谢金星（清华大学）
8.数学建模教学和竞赛问题的座谈与经验交流。

五、注册方式与费用
1.注册与交费：拟参会的代表，必须通过登录注册网站：http://cumcm.xdhy.net 完成注册和预定住房。注
册费可采用网上支付、转账支付或现场刷卡支付。若会前网上支付和转账支付的代表，报到时可以直接领取纸质
发票；若报到时现场支付，电子发票或纸质发票会后统一提供。
银行转账： 户名：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开户行：北京银行清华园支行
账号：0109 0334 6001 2010 5034 670
备注：银行转账前务必完成网上注册，附言务必标注建模昆明+个人姓名，发票抬头，纳税识别号。
2.会务注册费/培训费和资料费： 11月10日前注册的代表800元/人；11月10－20日注册的代表900元/人；注
册代表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未注册的代表不负责安排住宿，原则上不接受现场注册。

六、会议联系方式
如有会务相关问题，请联系会务组人员咨询；建议加入会议QQ群，以便及时交流，QQ群：298341435
会务组联系人：李 锋 13708761605
531932341@qq.com；
邢红英 13521100135
hongying.xing@163.com
张洪波 13888082111
金朝光 13708890812
住宿接待：
董国伟 13888565633
13888565633@126.com

主办单位：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委会（代章）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数学模型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云南赛区组委会
2017 年 10 月 26 日

附件一：会议回执信息表
“2017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赛题解析与经验交流会”

报名回执表（此表只是说明，请在网上注册回执）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手 机

固定电话

Email 地址

所属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是否带家属

纳税识别号

单位详细地址

如果不清楚，请仔细询问财务

贵宾楼：

单间（50单）

标间（120标）

清华池：

单间（40单）

标间（50标）
标间（80标）

水晶宫：
苑：

单间（20单）

标间（40标）

清莲池：

单间（10单）

标间（140标）

云

房间类型
（选中打勾）

住宿日期

1.贵宾楼：480 元/天/间（含：贵宾楼西餐厅自助早餐）
2.清华池：460 元/天/间（含：贵宾楼西餐厅自助早餐）
3.水晶宫：380 元/天/间（含：贵宾楼西餐厅自助早餐）
4.云 苑：380 元/天/间（含：聚贤堂或回味堂自助早餐）
5.清莲池：320 元/天/间（含：聚贤堂或回味堂自助早餐）

备注 1：为了便于安排，请在 2017 年 11 月 10 日前登录网站 http://cumcm.xdhy.net，录入相关参会信息、缴
纳会务费和 300 元住宿定金，完成注册。如果已注册教师来参加会议，承办方将于当天全额退还 300 元住宿定
金；如果已注册教师未来参加会议，住宿定金将用于支付酒店的空房损失,不足部分从预交的会务费中扣除。
备注 2：因房源有限，请尽早注册，以便选择所喜欢的房型。
备注 3：本次会议不安排接站，具体到达报到地点路线见附件二。
备注 4：（1）11 月 10 日前注册的会务费 800 元/人(包括报到时刷卡的)。
（2）发票内容：会议注册费（默认）。

（3）已经交会务费的，无论是否已交住宿定金，都可以提前开发票。已注册但未交会务费的，进一步核实是否已
核实是否已交住宿定金。已交住宿定金的，可以在报到当天领取会务费发票。

附件二：到达路线指南
会议报到地点：昆明市云安会都 云安会堂楼大厅
一、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线路一 ：乘空港 1 号线到西驿酒店（小西门原南疆宾馆）下车，换乘 100 路公交车到苏家村站下车，步行
428 米到云安会都（云安会堂楼）。
线路二：乘空港 2 号线到泰丽酒店站下车，民航路口换乘 51 路公交车到苏家村站下车，步行 428 米到云安
会都（云安会堂楼）。
线路三：919 机场大巴乘座到西部客运站下车，打车 5 分钟到达云安会都（云安会堂楼）。
线路四：乘地铁 6 号线到东部汽车站换乘地铁 3 号线到大渔路站下车，由 B 出口出站沿大渔路步行 1.1 公
里到达云安会都西南门。
二、昆明火车南站（高铁站）：
线路一：地铁 1 号线支线 → 地铁 1 号线 → 51 路，1 小时 35 分钟，33.78 公里，票价 5 元
昆明火车南站上车，到春融街 下车，换乘地铁 1 号线，昆明火车站 A 口 下车，步行 492 米到达昆明
站南广场换乘 51 路(菊花村--高峣)，到云安会都站下车，步行 698 米到达云安会都（云安会堂楼）。
线路二：地铁 1 号线支线 → 地铁 1 号线 → 80 路 → 17 路 1 小时 38 分钟 | 35.9 公里 | 票价 6 元
昆明火车南站上车，到春融街 下车，换乘地铁 1 号线，环城南路 B 口 下车，步行 128 米到双龙商场，
换乘 80 路，到近华浦路口(云山路) 下车，向西步行 55 米到近华浦路口换乘 17 路，到云安会都站下车，步行
698 米到达云安会都（云安会堂楼）。
三、昆明火车站：
线路：昆明站南广场乘 51 路公交车到云安会都站下车，步行 698 米到达云安会都（云安会堂楼）。

附件三：会务说明与注意事项
1.会务费用途
（1）与会代表 24 日报到当天晚餐，25 日的午餐与晚餐；
（2）会场租赁费用、会议资料费等；
（3）会议税费、会议用品费用；
（4）会议专家讲座费、往返差旅费和食宿费等；
（5）会务人员食宿费和劳务费。
2. 注册截止日期：因为需要提前预订房间，注册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11 月 20 日。
3. 提醒注册参加会议的代表，会务费请尽量选择网上在线支付或转账支付方式，便于在报到时能够拿到会
务费发票。如果要等报到时现场刷卡支付，会务费发票只能等到会后邮寄，可能会有一些麻烦。
4. 会议报到时间：2017 年 11 月 24 日下午 13：00 点到晚上 21：00 点。
5．请各位代表参见报到路线的到达方式，选择适合自己的交通路线，建议各位老师到达昆明后注意利用
手机导航的功能；会议不安排接站，请各位代表提前预定好返程票。会务组保持电话通畅，为大家提供一切便
利。
6．参加会议的代表请注意：在购买返程票时，请预留充分的时间。2017年11月26日的交流活动是自行安排，
如果与会代表没其他活动，那么11月25日下午18：00以后就可以离会。
7：请注意云南昆明的天气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