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全国数学建模竞赛培训与应用研究研讨会

第一次通知（新）
（2018年7月28-31日，哈尔滨）
为了更好地推动数学建模活动的开展，提高数学建模教学、竞赛和应用研究的水平，促进广
大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的提高，加强数学建模教师的经验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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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数学建模竞赛培训与应
用研究研讨会”。本次会议将于2018年7月28日至31日在哈尔滨举行，由哈尔滨工程大学和哈尔滨
工业大学共同承办，黑龙江赛区组委会、哈尔滨师范大学和哈尔滨理工大学协办。会议将邀请全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委会领导、组委会专家组成员和数学建模同行专家做专题报告和讲座，
并就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培训、数学建模案例教学和应用研究等问题进行经验交流。会议的
主题内容与具体安排如下：

一、会议内容
1.数学建模竞赛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
2.数学建模的理论、方法与实践专题报告；
3.数学建模的应用研究与案例分析的报告；
4.数学建模竞赛培训与指导方法专题讲座；
5.数学建模的教学研究与实践经验交流；
6.数学建模竞赛题赛后研究与成果交流；
7.数学建模的资源与工具软件专题报告；
8.全国数学建模微课竞赛现场授课决赛。

二、会议程序委员会
主 任： 陈叔平（浙江大学）
副主任：谢金星（清华大学）
委 员：（按照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白峰杉（清华大学）
蔡志杰（复旦大学）
韩中庚（信息工程大学）
李艳馥（高等教育出版社）
刘继军（东南大学）
吕跃进（广西大学）
沈继红（哈尔滨工程大学）
杨 虎（重庆大学）

鲁习文（华东理工大学）
边馥萍（天津大学）
但 琦（陆军勤务学院）
贺明峰（大连理工大学）
刘保东（山东大学）
陆立强（复旦大学）
吴孟达（国防科技大学
谭 忠（厦门大学）
周义仓（西安交通大学）

三、组织委员会
主 任：鲁习文（华东理工大学）
副主任：韩中庚（信息工程大学）
沈继红（哈尔滨工程大学）
成 员：（按照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陈东彦（哈尔滨理工大学）
陆立强（复旦大学）
王希连（哈尔滨工业大学）
么焕民（哈尔滨师范大学）
张 洁（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

吴勃英（哈尔滨工业大学）
吴孟达（国防科技大学）

计东海（哈尔滨理工大学）
王立刚（哈尔滨工程大学）
宋 文（哈尔滨师范大学）
张达治（哈尔滨工业大学）
朱 磊（哈尔滨工程大学）

四、会议安排与报到地点
1、会议安排：2018年7月28日～31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7月28日报到，29-30日大会
报告和分组报告，31日交流。
2、报到地点：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南岗区 红旗大街301号 华旗饭店大厅。

五、会议注册与住宿费用
1、会议注册与费用：参会代表6月30日（含）之前注册并交费，CSIAM会员注册费1200元/人，
非CSIAM会员注册费1300元/人；6月30日之后注册（含之前注册未交费的），注册费统一为1500
元/人，请拟参会代表尽早注册。
注册方式与说明请见附件1:“会议注册须知”，注册网址http://csiam.org.cn/submission/。
2、住宿安排：住宿标准为220元～540元/天/间，请拟参会代表务必在7月10日前填写“回执
表”（见附表）发送邮件到两个邮箱：hrbeumcm@hotmail.com和124481529@qq.com，并须提交
一天、一个房间相应的预订金（用于宾馆床位订金）。具体的住宿宾馆、房间类型与费用，以及
预订方法详见附件2:“住宿预订须知”。
会议期间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六、会议注册与会务组联系方式
如果您拟参加本次会议，请务必在在7月10日前详细填写参会“回执表”（见附表），将其发
送至指定邮箱，并提交相应的住房预订金；同时，请务必7月20日前完成网上在线注册。二者都完
成后才是成功的注册。您需要时，可以直接电话或者email联系会务组相关人员：
有关会务安排：QQ群 717640709，邮箱 hrbeumcm@hotmail.com
朱 磊老师：电话 0451-82519384，手机 13613655693
王立刚老师：电话 0451-82519384，手机 19904516921
有关注册交费：张 洁老师：电话 010-82541629，邮箱 zhangjie@csiam.org.cn
有关住宿安排：周 杰经理：手机 13351000733，邮箱 124481529@qq.com

七、注意事项
1、因7月份正值哈尔滨的旅游旺季，票源紧张，请与会代表根据自己的行程计划，提前预
订好往返飞机（或火车）票，以免影响行程。
2、本次会议不安排接站，会议具体详细的到达路线将在第二次通知中告知。第二次通知将
于6 月25 日左右发布，届时请关注。
真诚希望本次会议的安排能令您满意，希望您度过一个充实和愉快的2018盛夏哈尔滨之旅！
要了解更多会议信息，可登录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委会网站：http://www.mcm.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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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协办单位：黑龙江赛区组委会，
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
2018年3月31日

附表：“2018年全国数学建模竞赛培训与应用研究研讨会”注册回执表
姓名

性别

手机

出生年月

职务/职称

单位名称

Email 地址

通信地址及邮编：

住宿

1、宾馆名称：

2、□标间

□单间

要求

4、住宿天数：

5、起止日期：

3、□合住

□单住

注：1、由于住房紧张，建议相约熟悉的代表合住； 2、住宿要求务必认真填写；
3、请务必尽早将此回执表发送到两个邮箱：hrbeumcm@hotmail.com和124481529@qq.com

附件 1：会议注册须知
1．注册费交纳标准
如果拟参加本次会议，必须在 7 月 20 日前完成网上在线注册，并按注册费标准选择交纳方式
交纳注册费。
注册费标准：6 月 30 日（含）之前注册并交费，CSIAM 会员注册费 1200 元/人，非 CSIAM 会员
注册费 1300 元/人；6 月 30 日之后注册（含之前注册未交费的），注册费统一为 1500 元/人。
2. 注册费交纳方式
注册费交纳方式包括：会前汇款支付、注册系统在线支付、现场刷卡支付。
2018 年 7 月 20 日前完成在线注册，并支付了注册费的代表，报到时即可领取到会务费发票，
否则要等会后一个月方能邮寄发票。
（1）会前银行汇款（不支持支付宝对公转账）：
开户行：北京银行清华园支行
户名：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
账号：01090334600120105034670
汇款附言务必注明：CSIAM 哈尔滨，姓名+PIN（即注册号），发票抬头及税号。
注：由于支付宝对公转账不显示汇款人及附言等信息，请勿用支付宝对公转账。
（2）会前在线支付：通过会议注册系统在线支付，可以选择银联支付。若必须要使用公务卡，
也建议采用公务卡在线支付，但请务必在支付方式中选择“银联支付”，在成功支付后可到银行
打印明细单，与发票一起即可报账。当然也可以先在线支付，报到时申请退回在线支付的费用，
重新刷公务卡交纳注册费。
（3）报到现场支付：如果在 7 月 20 日前进行了在线注册，但没有支付注册费，可以在报到
现场刷卡支付（注册费统一为 1500 元），会议期间可以领取电子发票，但不能即时拿到会务费纸
质发票。
3.会前退费政策
（1）对于已注册并支付了注册费的代表，若临时因故不能参会，需要在会前提出退费申请，
将按退费标准会后统一按支付路径退回相应费用。会前没有提出申请的代表，注册费不能退还。
（2）根据财务管理规定，申请退费可能要产生手续费，将要从已交注册费中扣除。标准如下：
 如果在 7 月 20 日（含）前提出退费申请，则将全额退款，无手续费；
 如果在 7 月 20 日后（开会之前）提出退费申请，则将扣除手续费 300 元。
（3）退费申请务必发送邮件到邮箱：hrbeumcm@hotmail.com 和 zhangjie@csiam.org.cn，
电话或口头提出均视为无效。
4. 注册费用途
注册费的用途为会场租用费、资料费、办公用品费、参会人员 28 日晚和 29-30 日中晚餐费、
茶水费、车辆租用费、邀请专家的差旅费和报告费、税费和管理费、会务公司服务费及会务人员
劳务费等。
5. 请点击此处(登录会议在线注册系统)进行会议注册。

附件2：住宿预订须知
本次会议预定了不同宾馆和不同档次的住宿房源，会务组将根据每位注册代表的回执先后次
序和住宿要求协调宾馆，统一安排住宿。对于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回执的代表，会务组将不负责住
宿安排。
1.住宿宾馆信息
宾馆名称

宾馆地址

哈尔滨华旗饭店

南岗区红旗大街 301 号

哈尔滨工程大学
交流中心

南岗区南通大街 145 号
校园内

哈尔滨港城酒店

南岗区南通大街 149 号

房间类型

房间数量(间)

价格(元)

豪华标间/单间

190/50

540

商务标间

210

420

单间

30

298

标间

30

298

豪华标间/单间

39/3

320

商务标间/单间

48/5

240

标间/单间

50/5

220

2．由于暑假是哈尔滨的旅游旺季，宾馆房源非常紧张，为了保证与会代表顺利参会，必须事
先按通知要求回执预订宾馆和床位，并提交床位预订金，否则不能安排住宿。
3．承办方已经与相关宾馆签定了预订协议，并交付了订金,否则宾馆不能保证房源。每位代
表必须在发送回执后提交一天的住房预订金，届时如期报到入住后将按支付路径如数退还预订金；
如未能按时报到入住，预定金将用于支付宾馆的房费，无法退还。提交住宿预订金的方式：
（1）转账支付
开户行：哈尔滨银行南岗支行
户 名：哈尔滨泽权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帐 号：1239012869406320
（2）微信支付 账号：13351000733
（3）支付宝支付 账号：13351000733

注意：无论采用何种支付方式，请务必在备注说明您的单位、姓名、电话和金额。
4.哈尔滨7月属于旺季，按有关规定住宿费最高标准：高级职称老师为540元/人.天，其他人
员为420元/人.天。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宾馆和房间类型，并确定是单住还是合住。如果需要合住，
务必在回执中明确告知会务组，最好自己约好合住对象，并能同一天到达、同一天离开。
住宿宾馆每天是按每间房的费用结算的，而不是按每个人。如果您选择了合住，届时出现了
合住的俩人没能同一天入住或离开的情况，请务必提前与住宿宾馆协调好房费的结算问题（如果
出现了一个人住一天情况，宾馆也将按一间房的房费结算），避免事后发生不必要的费用纠纷。
5.如果有其他的住宿要求，请提前告知会务组，会务组会尽力帮您协调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