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筹学会数学规划分会第十三届数学优化大会
会议日程简表
10 月 15 日 （星期五）
时间

地点/会议号

议程

10:30-21:00

黄海饭店

报到

8:30-12：00

第三会议室
腾讯会议：709216964

《图像处理与优化选讲》： 董彬(北京大学)主讲

14:30-18：00

线上
腾讯会议：258945346

《在线算法选讲》：黄志毅(香港大学)主讲（线上）

18:30-20:00

黄海饭店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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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 日 （星期六）
时间

地点

议程

8:30-9:00

会议中心前后区

开幕式

9:00-9:30

停车场西侧

集体合影、茶歇

9:30-10:20

会议中心前后区
腾讯会议：741589897

大会报告：机器学习中的 0/1 损失优化
修乃华 北京交通大学

10:20-11:10

会议中心前后区
腾讯会议：741589897

大会报告：从算法角度谈谈组合最优化
张国川 浙江大学

11:10-12:00

会议中心前后区
腾讯会议：741589897

大会报告：Optimization from Structured Samples for Coverage and Influence Functions
孙晓明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12:00-13:30

一楼明苑厅、21 楼云帆阁

第三会议室
腾讯会议：811526920

午餐
专题报告 A1 随机优化理论与方法-I （组织者：张超，孙海琳）
刘 俊 驿清华大学
刘 嘉 西安交通大学
陈 林 重庆师范大学
张 超 北京交通大学

主楼三楼会议室
腾讯会议：937361142

专题报告 A2 二次规划问题的全局优化方法及其应用-I （组织者：邓智斌，路程）
罗 健 东北财经大学
路 程 华北电力大学
田 野 西南财经大学
周 晶
浙江工业大学

二楼会议厅
腾讯会议：345439046

专题报告 A3 张量计算的理论、方法与应用-I （组织者：魏益民，胡胜龙）
宋义生 重庆师范大学
王 勇 天津大学
李建泽 深圳大数据研究院
张新珍 天津大学

主楼四楼会议室
腾讯会议：406405756

专题报告 A4 优化前沿算法及其应用-I
顾 然 南开大学
黄亚魁 河北工业大学
孙 聪 北京邮电大学

14:00-15:30

（组织者：孙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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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百利骑士厅
腾讯会议：810121921

专题报告 A5 航空交通运筹与优化-I（组织者：蒋建林）
陈新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民航学院
林佳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理学院（线上）
步纤屿 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 (线上)
丁程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理学院 (线上)

第一会议室
腾讯会议：327894265

专题报告 A6 大规模数学优化问题的求解理论与快速算法-I （组织者：陈亮，郦旭东）
宋晓良 大连理工大学
张宁东 莞理工学院
赵欣苑 北京工业大学

主楼五楼会议室
腾讯会议：722527019

专题报告 A7 非光滑非凸优化理论和算法-I（组织者：边伟，张宁）
贺 芳 深圳技术大学
胡耀华 深圳大学
温 博 河北工业大学
周 洋 山东师范大学

主楼六楼会议室
腾讯会议：602151791

主楼九楼会议室
腾讯会议：363168163
15:30-15:50

15:50-17:30

专题报告 A8 统计学习中的张量优化 （组织者：罗自炎）
张立平 清华大学
崔兴邦 清华大学 (线上)
王双月 北京交通大学 (线上)
张雄军 华中师范大学 (线上)
专题报告 A9 稀疏优化算法与应⽤ （组织者：王国强）
高雪瑞 上海大学
夏 羽 杭州师范大学
张 威 华南理工大学

会场门口

第三会议室
腾讯会议：742506596

主楼三楼会议室

茶歇
专题报告 B1 随机优化理论与方法-II （组织者：张超，孙海琳）
张彦芳 中央民族大学
杨 柳 湘潭大学
屈绍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赵 勇 重庆交通大学
专题报告 B2 二次规划问题的全局优化方法及其应用-II （组织者：邓智斌，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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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会议：967484906

郭晓玲
焦红伟
黄鹏斐
姜 珊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河南科技学院
南开大学（线上）
厦门大学（线上）

二楼会议厅
腾讯会议：104762710

专题报告 B3 张量计算的理论、方法与应用-II（组织者：魏益民，胡胜龙）
何洪津 宁波大学
丁维洋 复旦大学
罗自炎 北京交通大学
李昱帆 中山大学

主楼五楼会议室
腾讯会议：732896473

专题报告 B4 优化前沿算法及其应用-II（组织者：孙聪）
陈 亮 湖南大学
崔春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线上）
吴乐秦 暨南大学（线上）

百利骑士厅
腾讯会议：176561750

专题报告 B5 航空交通运筹与优化-II（组织者：蒋建林）
徐海文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理学院
史家财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线上）
张思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理学院（线上）
张皓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民航学院（线上）

第一会议室
腾讯会议：325465973

专题报告 B6 大规模数学优化问题的求解理论与快速算法-II（组织者：陈亮，郦旭东）
丁 超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王承竞 西南交通大学
陈旭宇 复旦大学（线上）

腾讯会议：181762537

专题报告 B7 非光滑非凸优化理论和算法-II（组织者：边伟，张宁）
马丽涛 河北工程大学（线上）
吴帆哈 尔滨工业大学（线上）
吴 佳 大连理工大学（线上）

主楼四楼会议室
腾讯会议：453370587

专题报告 B8 图组合问题和次模优化（组织者：许宜诚）
韩 璐 北京邮电大学
姬 赛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王凤敏 北京京航计算通讯研究所
陆 聘 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线上）
4

杨瑞琪

百利骑士厅
腾讯会议：204643216

18:00-20:00

中华厅

20:00-21:00

二楼会议厅

中国科学院大学 （线上）

专题报告 B9 理论计算机科学（组织者：程郁琨）
刘正阳 北京理工大学
尹一通 南京大学
张驰豪 上海交通大学
张家琳 中科院计算所
张涌中 科院深圳研究院
晚餐
中国运筹学会数学规划分会理事会

5

10 月 17 日 （星期日）
时间

地点

议程

8:30-9:20

会议中心前后区
腾讯会议：524184025

大会报告： A Communication-Efficient and Privacy-Aware Distributed Algorithm For Sparse PCA
刘 歆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9:20-10:10

会议中心前后区
腾讯会议：524184025

大会报告：A Review on Alternating Direction Method of Multipliers
林宙辰 北京大学

10:10-10:30

后区走廊

10:20-11:10

会议中心前后区
腾讯会议：524184025

大会报告：经济学中的运筹学派
曹志刚 北京交通大学

11:10-12:00

会议中心前后区
腾讯会议：524184025

大会报告：待定
王紫东 华为

12:00-13:30

中华厅

茶歇

午餐

第三会议室
腾讯会议：990772579

专题报告 C1 随机优化理论与方法-III （组织者：张超，孙海琳）
张 杰 辽宁师范大学
马 骋 青岛大学
刘永朝 大连理工大学（线上）
郭少艳 大连理工大学（线上）

腾讯会议：483279982

专题报告 C2 二次规划问题的全局优化方法及其应用-III （组织者：邓智斌，路程）
李玥瑶 清华大学（线上）
徐瑾涛 清华大学（线上）
赵原艺 清华大学（线上）

第一会议室
腾讯会议：554389484

专题报告 C3 张量计算的理论、方法与应用-III （组织者：魏益民，胡胜龙）
车茂林 西南财经大学
崔鲁宾 河南师范大学
胡胜龙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主楼三楼会议室
腾讯会议：101386610

专题报告 C4 整数规划理论、算法和应用-I（组织者：罗志兴）
胡 骞 南京大学
盛镇醴 华为
魏 舟 云南大学

14:0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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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章

宇

西南财经大学

主楼四楼会议室
腾讯会议：124342328

专题报告 C5 统计优化-I （组织者：樊军）
高 雪 河北工业大学
陈 欣 南方科技大学
尚凡华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百利骑士厅
腾讯会议：212182018

专题报告 C6 大规模机器学习-稀疏和分布式技术-I （组织者：修贤超）
潘丽丽 山东理工大学
修贤超 上海大学
贲树军 华南理工大学（线上）

二楼会议厅
腾讯会议：598278012

专题报告 C7 最优化及其在金融中的应用——李端教授纪念专场-I（组织者：江如俊、朱书尚、赵云彬）
高建军 上海财经大学
江如俊 复旦大学
吴柏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郑小金 同济大学

主楼五楼会议室
腾讯会议：394627442

专题报告 C8 信号处理中的优化-I（组织者：刘亚锋）
李庆娜 北京理工大学
徐 岩 北京科技大学
刘凡南 方科技大学（线上）
马俊杰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线上）

腾讯会议：601193210

专题报告 C9 组合优化逆问题及其应用（组织者：关秀翠）
贾俊华 东南大学数学学院（线上）
钱鑫强 东南大学数学学院（线上）
张 巧 东南大学数学学院（线上）

腾讯会议：777534174

分组报告 C10
杨翔宇 上海科技大学（线上）
臧海培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线上）
景 奎 西安交通大学（线上）
崔 佳 上海大学（线上）

腾讯会议：450645322

分组报告 C11
任晓慧 河北大学（线上）
黄小利 北方民族大学（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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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婷
胡晨阳
15:30-15:50

会场门口

华南理工大学（线上）
北方民族大学（线上）

茶歇

腾讯会议：732304857

专题报告 D1 随机优化理论与方法-IV（组织者：张超，孙海琳）
张 敏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线上）
蒋 杰 重庆大学（线上）
王 伟 香港中文大学（线上）
李 敏 北京交通大学（线上）
王茹钰 北京交通大学（线上）
梅 玉 西安交通大学（线上）

第一会议室
腾讯会议：316960632

分组报告 D2
李宪越 兰州大学
盖 玲 东华大学
唐中正 北京邮电大学
余炜华 东理工大学
占 杨 南京大学

第三会议室
腾讯会议：647736478

分组报告 D3
王 浩 上海科技大学
徐梦薇 河北工业大学
燕子宗 长江大学
杨振平 嘉应学院

百利骑士厅
腾讯会议：438778750

专题报告 D4 整数规划理论、算法和应用-II（组织者：罗志兴）
程春东 北财经大学
张真真 同济大学
陈圣杰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线上）
王秀梅 郑州大学（线上）
徐颖哲 华北电力大学（线上）

腾讯会议：296646036

专题报告 D5 统计优化-II（组织者：樊军）
陈 阳 北京交通大学（线上）
陈黄岳 北京交通大学（线上）
孙 军 北京交通大学（线上）

15:5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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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会议：902274365

专题报告 D6 大规模机器学习-稀疏和分布式技术-II（组织者：修贤超）
王华军 北京交通大学（线上）
张辉北 京交通大学（线上）
张鹏鹤 北京交通大学（线上）

二楼会议厅
腾讯会议：813542030

专题报告 D7 最优化及其在金融中的应用——李端教授纪念专场-II （组织者：江如俊、朱书尚、赵云彬）
孙中锋 深圳大数据研究院
罗和治 浙江理工大学
张 进 南方科技大学
孟 楠 英国 Birmingham 大学（线上）
朱书尚 中山大学（线上）

腾讯会议：755970032

专题报告 D8 信号处理中的优化-II（组织者：刘亚锋）
黄承朴 香港大学（深圳）（线上）
陶梅霞 上海交通大学（线上）
温金明 暨南大学 （线上）
周一青 ICT/CAS（线上）

主楼三楼会议室
腾讯会议：523338310

分组报告 D9
朱希德 上海大学
肖义彬 电子科技大学
陶 敏 南京大学

腾讯会议：871712476

分组报告 D10
颜伟雄 浙江理工大学（线上）
张博北 方民族大学（线上）
刘 欢 燕山大学（线上）
林 越 南京大学（线上）
刘 娟 重庆工商大学（线上）

18: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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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 （星期一）
时间

地点

议程

会议中心后区
腾讯会议：503303449

连续优化青年专题报告 I
陈彩华 南京大学
丁 超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江 波 上海财经大学（线上）

第三会议室
腾讯会议：468489199

离散优化青年专题报告 I
陈 永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黄申为 南开大学
郭龙坤 齐鲁工业大学（线上）

8:10-9:40

9:40-10:00

茶歇
会议中心后区
腾讯会议：503303449

连续优化青年专题报告 II
刘亚锋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孙海琳 南京师范大学
肖现涛 大连理工大学

第三会议室
腾讯会议：468489199

离散优化青年专题报告 II
马 冉 青岛理工大学
吴晨晨 天津理工大学
聂嘉明 厦门大学（线上）

10:00-11:30

11:30-12:00

会议中心后区

闭幕式

12:00-14:00

午餐
会议结束，代表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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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