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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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为提高大学生的科研素质、培养大学生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各高等学校日益重视该项课外科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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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赛题讲评与经验交流会。
会议将由广西大学承办，将邀请2016年竞赛命题和评奖的负责人做专题报告。会议的主题是命题人和
评奖专家对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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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人和评奖专家与指导教师进行座谈以及国内外参赛培训的经验交流等。本次会
议的具体安排如下:

一、会议时间：2016年11月25-27日（25日下午13:00-21:00报到，26日全天会议，27日交流）
二、会议报到地点：南宁永恒朗悦酒店（西乡塘区大学东路118号）、维也纳国际酒店（动
物园店）等指定酒店
三、会议主要内容：
1.2016 年竞赛赛题解析与讲评；
2.2016 年竞赛的参赛、评奖和获奖情况；
3.研讨数学建模教学与竞赛的发展趋势；
4.数据挖掘竞赛讲评与教练培训；
5.座谈交流数学建模教学与竞赛的经验。

四、组织委员会
主席：鲁习文
委员（按拼音顺序）：韩中庚 吕跃进 吴孟达

五、学术委员会
主席：谢金星
委员（按拼音顺序）：蔡志杰 谈之奕 薛 毅 周义仓
六、 会议内容安排
1.2016 年竞赛的参赛、评奖与获奖情况； 2.2016 年竞赛 A 题解析； 3.2016 年竞赛 B 题解析；
4.2016 年竞赛 C 题解析； 5.2016 年竞赛 D 题解析；
6. 数据挖掘竞赛讲评与教练培训；
7.数学建模竞赛问题的座谈与交流。

八、会务费
会务费和资料费：11月10日前转帐或交预定金共计660元/人，现场注册时760元/人，食宿统一安
排，费用自理。交纳会务费有三种方式：
（1）转帐（11月10日前转帐每人660元，可优先安排住宿，银行转账，请转入广西数学学会帐户：
户名：广西数学学会
账号：2102111009201023272
开户行：（广西南宁）工行南宁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开户行行号:102611011101，注意行号不是帐号，仅有个别学校要求提供行号）
（2）预付住宿预定金（11月10日前预付至上述广西数学学会帐户，每人200元，可优先安排住宿），
现场注册刷卡交会务费660，退回预定金，但若不参加会议则不退回。
（3）现场刷卡（每人760元）.

九、会议联系方式
有关会务问题，请与下列会务组联系与咨询,最好加入会议QQ群：590456418
丘 聪：
电话：
0771-3232084，
13878814369
陈 良：18778978821，曾方红（财务）：15078854160
会议电子邮箱：
gxjs16@126.com,lvyjin@126.com,cliang@gxu.edu.cn; (回执请同时发送到这三
个邮箱）
该会议通知和报名表及会议的进一步信息可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网站
(http://www.mcm.edu.cn)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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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学
协办单位：广西数学学会，广西赛区组委会
2016 年 10 月 25 日

附件一：会议回执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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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填写随通知附的EXCEL表格回执）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单位名称

手 机

固定电话

Email 地址

住宿日期

发票抬头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说明：开普通发票则不需要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1.永恒朗悦（准五星级，广西
大学南门口往西约300米）
是否可以合住？

1.单住
2.合住

选哪个酒店（打勾）：

2.维也纳国际酒店（动物园店，
机场大巴直达）
3.国宇大酒店（离永恒约300
米，需到永恒朗悦酒店注册）

1.永恒朗悦： A.标间 368
房间类型
（选中打勾）

B.单间 438

2.维也纳国际酒店:A.标间 248
3.国宇大酒店：A.标间 180

B.单间 248

（单位：元/天间）
C.商务单间 268(元/天间)

B.单间 180 (元/天间）

4.若上述酒店安排完，将安排另一标准及收费与维也纳酒店相当的酒店，如相思湖
备注 1：请尽早回复，为了便于安排，回执不要晚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请将回执尽早发送到邮箱：
gxjs16@126.com,lvyjin@126.com,cliang@gxu.edu.cn; 收到回执后，我们将及时回复您。
备注 2：因房源有限，以回执时间（确认转帐到会）为序安排，某房间类型一旦安排完毕，将
安排另一房间类型，敬请谅解。
备注3：联系方式
丘 聪：电话：0771-3232084，13878814369

陈 良：18778978821， 曾方红（财务）：15078854160

特别说明：若参会代表人数超过上述三个酒店容量，会务组将联系标准相近的其他酒店。

附件二：酒店路线：
从机场到维也纳酒店、南宁永恒朗悦酒店可乘以下交通工具：
1、乘机场大巴到永恒朗悦酒店：机场大巴 3 号线 → 动物园（维也纳酒店）→ 换
33 路/604 路/58 路→ 大学鲁班路口→ 步行 400 米左右即可到永恒朗悦酒店、国宇大
酒店。
2、打的士车从机场到上述三个酒店，的士费 120-140 元。
坐火车：
3、南宁站：K1,10,24,33,605 到广西大学站下车，前行约 330 米到达朗悦酒店
K1,24，33，605，204 到动物园站下车，走大约 180 米到维也纳酒店（动物园店）
K1,8，10,24,605 到大学鲁班路口站下车，走约 480 米到达国宇大酒店

4、南宁东站:
离开会酒店较远，可先坐地铁到南湖，然后换乘 33 路可到朗悦、维也纳酒店，
如：到达维也纳酒店线路：
1地铁 1 号线 → 33 路
：

1 小时 40 分钟/24.6 公里
步行约 570 米，到达火车东站
乘坐地铁 1 号线，经过 9 站，到达南湖
步行约 340 米，到达滨湖广场
乘坐 33 路，经过 21 站，到达动物园
步行约 180 米，到达终点维也纳酒店

5、南宁东站到国宇大酒店：
1地铁 1 号线 → 46 路
：

1 小时 30 分钟/22.9 公里
步行约 570 米，到达火车东站
乘坐地铁 1 号线，经过 8 站，到达金湖广场
步行约 150 米，到达民族金浦路口
乘坐 46 路，经过 23 站，到达大学鲁班路口
步行约 490 米，到达终点

附件三：会务说明与注意事项
1.会务费包含：
（1）与会代表报到当天晚餐，第二天的午餐与晚餐；
（2）会议税费材料费、会议用品费用；会场租赁费用、茶歇等；
（3）高教出版社数学建模丛书一套；
（4）会议专家往返旅费、住宿和讲座费等。
注：会议不安排旅游路线。
2. 注册截止日期：食宿统一安排，因为需要提前预订房间，注册截止日期为 2016 年 11 月 10 日。
3. 会议报到时间为：2016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13：00 点到晚上 21：00 点，注册当天中餐自行安
排，晚餐由会务组安排。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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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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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参加会议的代表请注意，在购买返程票时，请预留充分的时间。

附件四：会议日程初步安排表
时 间
11 月 25 日 13:00-21:00

会议报到

11 月 26 日上午 8:30-8:50

会议开幕式

事

项

8:50-9:30

2016年竞赛情况介绍（报告人：谢金星，清华大学）

9:30-10:40

A题讲评（报告人：周义仓教授）

10:40-10:50

茶歇

10:50-12:00

B题讲评（报告人：吴孟达教授）

11 月 26 日下午 13:30-14:30

C题讲评（报告人：薛毅教授）

下午 14:30-15:30

D题讲评（报告人：谈之奕教授）

下午 13:30-15:30

数据挖掘竞赛点评与培训（主持人：）
本科组老师参加

报到地点：

永恒朗悦酒店

广西大学大礼堂

君武楼育林厅

广西大学大礼堂
下午 15:30-15:45

茶歇（全体代表请到大礼堂）

下午 15:45-17:30

数学建模竞赛问题座谈与交流（全体代表参加）

11 月 27 日 8:00—18:00

自由交流活动

离会

说明：1、会议不安排旅游，但周日 27 日代表们可自行安排，如有需求，可参见另一附件
广西旅游。

酒店地理位置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