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七届全国数学建模教学和应用会议第一次通知 

（2021.8.2-8.5，贵州·贵阳） 

“第十七届全国数学建模教学和应用会议”将于 2021 年 8 月 2 日-5 日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会

议由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主办，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数学模型专业委员会、全国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组委会、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教育委员会、贵州大学共同承办，全国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贵州赛区组委会协办。 

一、会议主题  

1、大数据时代的数学建模；             2、人工智能与数学建模应用研究； 

3、数学建模与问题驱动的应用数学；     4、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课程教学； 

5、数学建模微课程（案例）教学；       6、数学建模竞赛培训与经验交流。 

二、会议程序委员会   

主  任：陈叔平（浙江大学）   

副主任（按照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鲁习文（华东理工大学）   向淑文（贵阳学院） 

谢金星（清华大学）       杨顶辉（清华大学）  

委  员：白峰杉（清华大学）       蔡志杰（复旦大学） 

邓明华（北京大学）       冯国灿（中山大学）  

韩中庚（信息工程大学）   胡支军（贵州大学） 

刘保东（山东大学）       刘继军（东南大学） 

陆立强（复旦大学）       杨  虎（重庆大学） 

  杨  辉（贵州大学）            

三、会议组织委员会 

主  任：鲁习文（华东理工大学）    杨  辉（贵州大学）   

副主任（按照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韩中庚（信息工程大学）    胡支军（贵州大学）    陆立强（复旦大学） 

委  员（按照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范馨月（贵州大学）        冯国灿（中山大学）           

胡  尧（贵州大学）        李  通（CSIAM 办公室）    

刘继军（东南大学）        邢红英（CSIAM 办公室） 

四、会议内容  

1、大会报告：将邀请相关专家、教授作专题报告； 

2、分组报告：将围绕会议的主题进行专题分组报告与学术交流。欢迎广大教师就会议主题内容

从教学研究、应用科研、赛后研究等方面的论文踊跃投稿（论文格式参见《数学建模及其应用》杂

志要求，可从 http://jmmia.sdust.edu.cn 下载中心下载），并请于 2021 年 7 月 20 日前发至投稿邮箱：

xyfan@gzu.edu.cn，优秀论文将推荐到《数学建模及其应用》杂志发表。 

3、数学建模微课竞赛：会议期间将进行“第四届全国数学建模微课程（案例）教学竞赛”的决赛，

具体的竞赛办法与要求参见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网站（http://www.mcm.edu.cn） 关于“第四届全

国数学建模微课程（案例）教学竞赛的通知”及相关文件。 

4、专场报告：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知网、MathWorks 等。 

http://jmmia.sdust.edu.cn/


五、会议安排与报到地点  

1、会议安排：2021年8月2日-5日在贵阳市举行，8月2日报到，3-4日大会报告和分组报告，8月

5日交流。  

2、报到地点：贵州群升豪生大酒店 

             贵阳市贵安新区大学城思雅路与思孟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0851-88919999 

六、会议注册与住宿安排  

1、会议注册与费用：参会代表7月20日（含）之前注册并交费，CSIAM会员1200元/人，非CSIAM

会员1300元/人；7月21日－7月31日（含）注册（含之前注册未交费的），注册费统一为1500元/人，

请拟参会的老师尽早注册。鼓励参会代表先注册CSIAM会员后，再进行会议注册并交费。 

注册方式与说明见附件1:会议注册须知，注册网址： https://csiam.org.cn/submission/。 

2、住宿安排：住宿标准为310元～450元/天.间(会议价格)。由于8月份是贵阳的旅游旺季，请拟

参会老师务必在7月25日前自己电话联系预定所需酒店，具体的住宿宾馆、房间类型与费用以及联系

方式见附件2。 

如果您拟参加本次会议，请务必在在7月31日（含）前完成网上在线注册。 

会议期间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七、会务组联系方式  

有关会务安排：邮箱 653036785@qq.com 

李  通 手机 15111387375，邮箱 math-model@csiam.org.cn 

李永釵 手机 13984086324   

吴妍妍 手机 18300862219   

      有关注册交费：邢红英 手机 13521100135，邮箱 hyxing@csiam.org.cn 

      有关住宿安排：请直接联系酒店（详见附件2）。 

八、注意事项  

1、因7-8月份正值贵州的旅游旺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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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3。  

要了解更多会议信息，可登录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网站：http://www.mcm.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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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盛夏贵州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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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章）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委会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教育委员会 

              贵  州  大  学 

协办单位：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贵州赛区组委会 

 

https://csiam.org.cn/submission/
http://www.mcm.edu.cn/


附件 1：会议注册须知

1．注册费交纳标准

（1）7月 20 日（含）之前注册并交费，CSIAM 会员 1200 元/人，非 CSIAM 会员 1300 元/人；

（2）7月 20 日之后注册（含之前注册未交费的），注册费统一为 1500 元/人。

如果拟参加本次会议，必须在 7 月 31 日（含）前完成网上在线注册，并按标准交纳注册费。

2. 注册费交纳方式

注册费交纳方式：会前银行公对公转账、会前注册系统个人在线支付、报到现场刷卡支付。

（1）会前银行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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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姓名+PIN（即注册号）。

提示：由于支付宝对公转账不显示汇款人相关信息，财务无法识别，请勿用支付宝转账。

（2）会前注册系统在线支付

1）通过会议注册系统在线支付，可以选择银联支付。若必须用公务卡支付，建议先用公务卡绑

定支付宝、微信，直接进行在线支付。

2）网上支付的参会代表，可以在注册现场领取《网上交费说明》作为报销凭证。

（3）报到现场刷卡支付

如果在 7 月 31 日（含）前进行了在线注册，但没有支付注册费，在报到现场刷卡支付（注册费

统一收取 1500 元）。

提示：7 月 20 日（含）前完成在线注册并支付了注册费的代表，可选择 “电子发票” 或 ”纸质

发票“（建议选择电子发票，纸质发票每月限额较少）。如选择电子发票报到前即可收到；如选择纸

质发票报到时即可领取。所有现场支付注册费的代表，待会议结束十日内可选择领取电子发票，或

待一个月后邮寄纸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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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x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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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 日晚和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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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s://csiam.org.cn/submission/)。



附件2：住宿预订须知

1、本次会议安排预定了4家不同档次的酒店，数量有限。由于8月份是贵阳的旅游旺季，请拟参

会代表务必在7月25日前自己电话联系所需酒店，报“全国数学建模会议”预订8.2－8.5的住房可以

享受会议价格，按酒店要求须向酒店方提交住房预订金，也可直接用公务卡（或信用卡）刷预售权。

若因代表自身原因不能按时入住，酒店方将扣除一天的房费。由于各酒店房间类型、费用、收取订

金的方式不同，请务必与所订酒店联系确认。

附表：住宿宾馆信息表

酒店名称
单间数

量

标间数

量

距主会场距

离（步行）
价格(均含早) 订房联系人及电话

贵州群升豪生大酒店 130间 190间 10米 450元/间.天 0851-88919999 余奇东

贵州群升花园酒店 20间 100间 15米 360元/间.天 0851-88919999 余奇东

多彩贵州酒店 60间 60间 150米 360元/间.天 15885512696王云鹏

麗枫酒店（贵阳花溪

大学城店）
70间 50间 850米 310元/间.天 0851-88910888裴迎利

2、各酒店地址与预订方式：

贵州群升豪生大酒店，贵州群升花园酒店：贵州省贵安新区大学城思雅路与思孟路交叉口；

预订电话：0851-88919999-销售部（工作时间），或前台（非工作时间），联系人：余奇东

多彩贵州酒店：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大学城东盟会议中心旁；

预订电话：15885512696，联系人：王云鹏

麗枫酒店（贵阳花溪大学城店）：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思杨路群升大智汇6栋。

预订电话：0851-88910888，联系人：裴迎利

备注：花溪大学城与贵安新区大学城为同一地点，以前叫花溪大学城，现在称贵安新区大学城。

3、按有关规定，贵阳住宿费最高标准：高级职称老师为470元/人.天，其他人员为3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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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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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因暑期贵阳的会议较多，酒店床位紧张，会议预订的床位只保证会议期间（8月2日-5日下午2

点）代表的住宿,并享受会议价格，如果有代表想提前或延迟住宿，请自行与酒店协调联系。



附件 3 到达路线

1.贵州群升豪生大酒店、贵州群升花园酒店、多彩贵州酒店：

(1) 龙洞堡机场：乘坐机场巴士 5号线，经过 5站，到达花溪公园站，乘坐 808路，经过 6站，

到达贵安新区管委会(大学城)，步行约 250米，到达终点。

(2) 贵阳北站：乘坐轨道交通 1号线，经过 4站，到达北京路站，步行约 170米，到达北京路，

乘坐 806路，经过 10站，到达贵安新区管委会(大学城)，步行约 250米，步行约 250米，到达终点。

(3) 贵阳北站：步行约 500米，到达贵阳北站东广场, 乘坐 60路，经过 3站，到达三桥, 步行约

550米，到达改茶, 乘坐高校定制专线一号线，经过 6站，到达贵安新区管委会(大学城), 步行约 250

米，到达终点。

(4) 贵阳东站：步行约 10米，到达贵阳东站, 乘坐航铁 1号线，经过 1站，到达贵阳北站, 步行

约 240米，到达贵阳北站乘坐高校 2号线，经过 4站，到达思雅路(北), 步行约 1.0公里，到达终点。

(5) 从龙洞堡机场或贵阳北站乘出租车到群升豪生大酒店的费用大概都在 100 元左右。

2. 麗枫酒店（贵阳花溪大学城店）

(1) 龙洞堡机场乘坐机场巴士 5号线，经过 5站，到达花溪公园站，乘坐 810路，经过 5站，

到达思雅路(北)，步行约 530米到达麗枫酒店。

(2) 贵阳北站：乘坐高校 2号线，经过 4站，到达思雅路(北)，步行约 530米，到达麗枫酒店。

(3) 贵阳东站：步行约 10米，到达贵阳东站，乘坐航铁 1号线，经过 1站，到达贵阳北站，步

行约 240米，到达贵阳北站乘坐高校 2号线，经过 4站，到达思雅路(北)，步行约 530米，到达麗枫

酒店。

(4) 从龙洞堡机场或贵阳北站乘出租车的费用大概都在 100 元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