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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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3-25日，海南海口，海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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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主办2018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赛题讲评与经验交流会。本次会议将由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数学

模型专委会、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委会和海南大学承办，由海南省数学学会和全国大学生

数学建模竞赛海南赛区组委会协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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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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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内容  

 

1. 2018 年竞赛基本情况介绍， 

2. 2018 年竞赛A 题解析与讲评， 

3. 2018 年竞赛B 题解析与讲评，  

4. 2018 年竞赛C 题解析与讲评，  

5. 2018 年竞赛D 题解析与讲评， 

6. 数学建模教学和竞赛问题的经验交流 

 

二、 程序委员会 

主任：鲁习文（华东理工大学） 谢金星（清华大学） 王志刚（海南大学） 

委员：（按拼音顺序）：蔡志杰（复旦大学）    韩中庚（信息工程大学） 

李志林（海南大学）     吴孟达（国防科技大学）  

三、 组织委员会 

主任：鲁习文（华东理工大学） 

副主任： 吴孟达（国防科技大学） 韩中庚（信息工程大学） 

 王志刚（海南大学）     沈有建（海南师范大学） 

委员：  尹建华（海南大学）      李胜军（海南大学） 

  何文峰（海南大学）      王浩华（海南大学）               

  郭  锦（海南大学）      欧宜贵（海南大学）            

舒兴明（海南大学）      王  鑫（海南大学）              

  蔡白光（海南大学）      吴语来（海南大学） 

        



四、会议安排与报到地点  

1、会议安排：2018年11月23日～25日在海南省海口市海南大学思源学堂举行，11月23日报到，

24日全天大会报告，25日交流。  

2、报到地点： 

11月23日 10:00-21:00  海南大学中日友好交流中心一楼大厅（海南大学东门入口处） 

11月24日 7:30-10:00   海南大学思源学堂门口（会场入口） 

五、会议相关费用  

1、会议注册费用：参会代表11月1日（含）之前注册并交费，CSIAM会员注册费800元/人，非

CSIAM会员注册费900元/人；11月1日之后注册并交费（含之前注册未交费的），注册费统一为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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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费用：住宿标准为350元～650元/天/间，请拟参会代表务必在11月18日前（我们将于

19日统计住房预订情况并汇总）填写“回执表”发送邮件到邮箱：haikouhuiyi2018@126.com，

并须提交押金500元（用于宾馆床位预订，报到入住后退还，每个酒店都安排专人退还押金，请及

时要回）。具体的住宿宾馆、房间类型与费用，以及预订方法详见附件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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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前完成网上在线注册（之后注册的现场将不能领取

发票）。您有问题时，请联系会务组相关人员： 

有关会务安排：QQ群 761527539或539628141，邮箱haikouhuiyi2018@126.com 

李胜军老师：电话 0898-66272863，手机 13158917098  

杨丹丹同学：电话 0898-66272863，手机 18876010764  

王志刚老师：电话 0898-66272863，手机 18889765718 

有关注册交费：李胜军老师：手机 13158917098.    

有关住宿安排：何文峰老师：手机 13016251707，邮箱 haikouhuiyi2018@126.com 

七、注意事项  

1、因11月份正值海口的旅游旺季，票源异常紧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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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自行到达会场（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离海南大学东门约28.2公里，

出租车80元左右。乘21路公交车到绿岛家园站下，到达海口华彩华邑酒店；在海大北门站下，

到达海南大学；在金海岸酒店下，到达金海岸罗顿大酒店。乘坐41路公交车，在省彩票中心下，

转乘44路公交车，在银谷苑下，步行487.0米到海彤路，转乘203路公交车，到达新燕泰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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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冬海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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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 

承办单位：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数学模型专业委员会 

中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委会 

海南大学 

协办单位：海南省数学学会 

海南省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委会 

2018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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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018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赛题讲评与经验交流会”注册回执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务/职称 单位名称 

     

手机 Email 地址 通讯地址（邮编） 

   

合住人（选合住者填） 姓名  单位  

住宿 

要求 

1、宾馆名称：               2、□标间  □单间       3、□合住  □单住     

4、住宿天数：               5、起止日期： 

注：1、由于十一月份海口住房异常紧张，建议相约熟悉的代表合住，要求合住但没有邀约同伴

的代表，组委会将根据交押金次序随机安排，敬请谅解；  

2、请务必在系统上注册，预订房间，发送回执表，并按要求缴纳500元押金，我们将按照收

到押金次序安排住房，敬请谅解。 

3、请尽早将此回执表发送到邮箱 haikouhuiyi2018@126.com，邮箱主题请设置为：单位+

姓名+宾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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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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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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 日（含）之前注册并交费，CSIAM 会员注册费 800 元/人，非 CSIAM 会员

注册费 900元/人；11月 1日之后注册（含之前注册未交费的），注册费统一为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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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 日前完成在线注册，并支付了注册费的代表，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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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姓名+PIN（即注册号），发票抬头以及税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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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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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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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退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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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0日（含）前提出退费申请，则将全额退款，无手续费； 

⚫ 如果在 11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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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ikouhuiyi2018@126.com 和 hyxing@math.tsinghua.edu.cn，电话或口头提出均视为无效，会后一

个月内办理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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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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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关于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会议系统及相关问题的解答     

 

1. 会议报名系统无法登录。 

可以改为登录csiam.org.cn/submission 

2. 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会员、能否享受注册费减免优惠？ 

在会议注册页面，CSIAM 会员选择“是”，如果您是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会 

员，下面一行的方框中会自动调出8 位的会员号；如果不是，可以点击“查找会员号” 

进行会员注册。 

3. 在线网银支付时提示有限额限制。 

学会和首信易支付平台均没有对交易进行限额。请联系您的发卡行查询银行卡是 

否有默认的额度限制，可以进行修改。如果依然提示限额限制，需要换其他银行卡。 

4. 单位需要刷公务卡及刷卡小票才能报销，如何提前交费享受注册费优惠？ 

可以先用其他银行卡在线交费，在会议期间刷公务卡，然后凭借刷卡pos 单、本 

人的PIN 号码和相关信息登记，我们会退回会前支付的注册费。 

特别提醒，如果您要现场重刷公务卡，请尽量使用在线支付，方便退款操作。 

5. 汇款附言有字数限制怎么办？ 

为保证准确核对您的汇款信息，请务必在附言中至少注明“海口+姓名+PIN” 

字样。如果实在写不了，请单独与会务组沟通。 

6. PIN 是什么？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会议系统面向学会及分支机构的各种会议。使用时首先 

要进行系统注册，注册成功后会为每个注册邮箱生成唯一识别码，是一串五位数字， 

即PIN。该码为您在系统中最重要的识别依据，请务必记牢。 

特别说明：进行系统注册取得PIN 不等于进行了会议报名。使用PIN 或注册邮箱 

登录后，选择您要参加的会议，点击“会议注册”，填写基本信息和缴费信息并提交 

成功后，才算完成会议报名。 

7. 因为平台按照国家要求现在对支付宝和微信收费进行整顿，所以这两项收费方式暂 

时无法使用，只能通过银行卡网银或银联在线支付。 

8. 提前交费可以在报到时领取发票。现场交费可以在一周内收到电子发票；如果一定 

要纸质发票，需要在会后一个月后寄出 

 

 

 

 

 

 

 

 

附件3：住宿预订须知 

由于会议期间正值海南旅游旺季，预计参会人员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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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交押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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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交押金的代表，会务组将不负责住宿安排，敬请谅解。 



1.住宿宾馆信息 

宾馆名称 宾馆地址 房间类型 房间数

量(间) 

价格(元) 

海口华彩华邑

酒店 

美兰区碧海大 21 号(距海南大学新

南门约 1公里，可步行) 

双标房 
 

79 500（单早） 

570（双早） 大床房 20 

海南新燕泰大

酒店 

美兰区海甸五东路 18 号（距海南大

学东门 3 公里，有车接送） 

双标间 200 470（含早） 

大床房 10 470（含早） 

行政双标套房 

（两房，每房一床） 

10 618（含早） 

海南金海岸罗

顿大酒店 

人民大道 68 号（距海南大学东门约

1 公里，有车接送，可步行） 

双标间 180 350（含早） 

大床房 60 350（含早） 

海南大学中日

友好交流中心 

海南大学校区内，东门入口(早餐需

步行 5分钟到邵逸夫中心就餐) 

双标房 125 370（含早） 

大床房 60 370（含早） 

2．由于 11 月份是海南的旅游旺季，宾馆房源异常紧张，为了确保与会代表顺利参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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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位老师理解

并积极配合。 

3．承办方已经与相关宾馆签订了预订协议，并交付了定金,否则宾馆不能保证房源。每位代

表必须在发送回执后缴纳500元押金，如期报到入住后将如数退还押金（会务组将在报到时组织人

员退还押金，请与会代表及时要回押金）；如未能按时报到入住，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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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海口龙昆南路支行 

户  名： 何文峰 

帐  号：6222601110005428457 

（2）微信支付  账号：13016251707， 

          户主：何文峰  

    

（3）支付宝支付  账号：13016251707 

  户主：何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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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和电话。 

4.海口11月份属于旺季，按有关规定住宿费最高标准：部级为1040元/人/天，司局级为650

元/人/天，其他人员为450元/人/天（仅供参考），请老师根据自己单位报销标准选择合适的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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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自己约

好合住对象，并能同一天到达、同一天离开，若自己不约定合住对象，组委会将根据押金交付时

间随机安排合住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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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