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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行为运筹学与行为运营管理”研讨会 

（线上线下结合） 

会议通知（第一轮） 

行为运筹学与行为运营管理（BOR/BOM）将人的行为研究与传统的运筹学/运营

管理（OR/OM）相结合，针对由人参与并制定决策的运营系统开展研究，BOR/BOM 
是行为科学与管理科学的交叉领域，由于研究方法能够更有效地揭示实践情境中运营

决策的行为、决策规律，近年来深受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 
行为运筹学与行为运营管理研讨会在过去十年间相继在清华大学（2009、2010、 

2011）、西南财经大学（2012）、大连理工大学（2013）、上海理工大学（2014）、天津大

学（2015）、东南大学（2016）、东北大学（2017）、华南理工大学（2018）、北京外国语

大学（2019）成功举办，历年学术报告都涌现出众多优秀和有创意的研究，拓展了参

会学者的视野，已经成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学术交流平台。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运营管理学者间的学术交流，提升我国行为运筹学与行为运

营管理研究和应用水平，2020 年第十二届“行为运筹学与行为运营管理”研讨会，采

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海外报告嘉宾线上，其他参会者线下），于 2020 年 12 月 18-20
日（周五、周六、周日）在南京大学（南大仙林校区，南大仙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大会由中国运筹学会行为运筹与管理分会、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和清华大学工业工

程系主办。 

本次会议将邀请行为运作管理、行为经济与行为营销等领域的国际优秀学者作为

主旨报告人，与大家分享和共同探讨社会经济系统的行为实验与分析，以及相应的研

究方法和理论研究进展。同时，会议将组织专题学术报告交流和讨论，会议交流报告

领域主要包含（不限于）采购管理、行为组织学、运营与营销管理、互联网+与创新、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大数据与运营管理、运营与公司财务管理、电子商务与交易行为、

可持续运营与决策行为、行为决策分析、行为运营研究方法等，帮助学者、研究生把

握学科发展方向和国际前沿，为此，我们诚挚邀请您和您的研究团队参加本次会议！ 
本通知为会议第一轮通知，主要发布会议相关的重要信息，请准备参会者提前做

好相关安排，会议特邀主题报告、注册缴费、交流论文摘要提交、优秀论文评选（需全

文）、报到地点和宾馆等具体信息将在 2020 年 10 月中旬左右发布（第二轮通知）。 

一、会议组织单位 

中国运筹学会行为运筹与管理分会 
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 



2 
 

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 
 
二、会议主席 
总顾问&荣誉主席：Shu-Cherng Fang (方述诚，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主席(Chairs)：赵晓波（清华大学），周晶（南京大学） 
共同主席(Co-Chairs)：Haitao Cui (崔海涛，University of Minnesota)，肖条军（南京

大学） 
 
三、特邀主题报告嘉宾 （Keynote Speakers） 

• Alexander W. Cappelen, Professor of Economics, Norwegian School of 
Economics (NHH); Management Science AE 

• Colin Camerer, Robert Kirby Professor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ember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2003).  

• Kay Yut Chen, Professor of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College of Busin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 Ernst Fehr, Professor of Microeconomics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Zurich. An honorary member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四 、会议顾问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成员 
顾问委员会： 

方述诚 北卡州立 

陈滨桐 西南财大 

贾建民 香港中文大学 

孙绍荣 上海理工 

谢金星 清华大学 

赵道致 天津大学 

赵先德 中欧商学院 

学术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见附录） 

五、会议主要内容 

1. 开幕式 
2. 主题报告 
3. 专题分论坛 
4. 优秀论文颁奖及报告专场 
5. 分会工作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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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议重要时间 

1. 论文摘要提交、全文提交、银行汇款注册截止日期：2020 年 11 月 19 日 
2. 会议报到时间：2020 年 12 月 18 日 
3. 大会日期：2020 年 12 月 19−20 日 

七、会议注册费 

本次会议对参会者收取注册费 (含会务费，资料费)，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会务费标准： 教师：1400 元；研究生：1000 元。 
如果在 2020 年 11 月 19 日之前注册缴费，享受早鸟价：教师：1200 元，研究生：

800 元。 
会务费缴纳方式：在线缴纳（将于第二轮会议通知时发布。原则上不支持现场注

册缴费，如需现场注册缴费，不接受现金和POS 机缴费。有特别要求的参会代表请提

前与会务组联系）。 

八、优秀论文评选 

本次会议将设立“学生优秀论文奖”和“青年教师优秀研究奖”两项奖励，学术委员

会将从参评的（全文）优秀论文中评选出优秀论文，颁发优秀论文证书，并设立一个

优秀论文报告专场。其中，学生优秀论文奖若干名，参评对象为在读研究生；青年教

师优秀研究奖若干名，参评对象为 35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1986 年 1 月 1 日后生)。 
 

九、会议联系方式 

1. 会议联系邮箱：bom2020@nju.edu.cn 
2. 会务秘书：李  娟  15996228055, juanli@nju.edu.cn 
             陈国华  13913907066 

         游天蔚  025-83686775 
3. 联系人： 
赵晓波教授 (清华大学)，xbzhao@tsinghua.edu.cn 
崔海涛教授 (明尼苏达大学)，tcui@umn.edu  
肖条军教授 (南京大学)，xiaotj@nju.edu.cn 
4、联系地址：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 邮编：210093 

我们真诚地邀请您，期盼并欢迎您的到来! 
 

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 
2020 年 9 月 1 日  

mailto:juanli@nju.edu.cn


4 
 

 

附录： 

 

学术委员会(Academic Committee)： 

姓名 单位 

方述诚 北卡州立 

陈滨桐 西南财大 

贾建民 香港中文大学 

孙绍荣 上海理工 

谢金星 清华大学 

赵道致 天津大学 

赵先德 中欧商学院 

赵晓波 清华大学 

崔海涛 明尼苏达大学 

胡祥培 大连理工大学 

黄敏 东北大学 

赵林度 东南大学 

周永务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姜海 清华大学 

冯天俊 复旦大学 

何龙飞 天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部 

白春光 电子科技大学 

毕文杰 中南大学商学院 

曹二保 湖南大学 

陈东彦 哈尔滨理工大学 

段永瑞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樊治平 东北大学 

傅科 中山大学 

韩小花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何波 重庆大学 

蒋忠中 东北大学 

李波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李建斌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李彤 大连理工大学 

李响 南开大学 

李旭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林志炳 福州大学 

刘伟华 天津大学 

刘新旺 东南大学 

马利军 深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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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朝炜 厦门大学 

浦徐进 江南大学 

石岿然 南京审计大学 

宋洁 北京大学 

孙微 燕山大学 

孙玉玲 南京工业大学 

唐中君 北京工业大学 

王海燕 东南大学 

王洪峰 东北大学 

王金亭 中央财经大学 

王军强 西北工业大学 

王明征 浙江大学 

王旭坪 大连理工大学 

肖条军 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 

许民利 中南大学商学院 

杨慧 南京理工大学 

杨石磊 西南财经大学 

叶春明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禹海波 北京工业大学 

张汉鹏 西南财经大学 

张继红 北京外国语大学 

张建雄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张静文 西北工业大学 

张玉林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周文慧 华南理工大学 

朱万山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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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委员会(Organizing Committee)： 

主席（Chairs） 单位 

周  晶 南京大学 

赵晓波 清华大学 
共同主席(Co-Chairs) 单位 

崔海涛 明尼苏达大学 

肖条军 南京大学 

成员(Members) 单位 

陈国华 南京大学 

陈虹桥  南京大学 

柴彩春 南京财经大学 

陈克贵 中国矿业大学 

高广鑫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姜  海  清华大学 

李  娟  南京大学 

刘云志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沈厚才  南京大学 

石岿然  南京审计大学 

孙玉玲  南京工业大学 

陶  莎  南京大学 

徐  峰  南京大学 

徐红利  南京大学 

杨  慧  南京理工大学 

游天蔚  南京大学 

张莲民  南京大学 

张玉林  东南大学 
浦徐进 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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