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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时间 会议内容 地点 

2022年7月22日 

报到和注册  14:00-20:00 现场报到、注册、领取会议资料  
海外海 

一楼大厅 

2022年7月23日 

开幕式 

主持人：王先柱  安徽工业大学  

海政厅 

08:30-09:00 

1.安徽工业大学校领导致辞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副主任刘作仪研究

员致辞 

3.中国运筹学会决策科学分会理事长李建平教授致辞 

4.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管理与决策科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余乐安教授致辞 

5.会议合影 

大会报告I 

主持人：王先柱 安徽工业大学 

海政厅 
09:00-09:30 

数字经济时代的风险管理：从比特币挖矿与

中国碳排放谈起  

汪寿阳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

究院  

09:30-10:00 
时代变革下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之路 

霍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  

茶歇 10:00-10:20 

大会报告II 

主持人：房勇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海政厅 

10:20-10:50 
机器人移动货架系统的货位分配方法研究 

胡祥培  大连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  

10:50-11:20 
全球绿色金融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决策 

杨胜刚  湖南大学 

11:20-11:50 
城市智慧配送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梁昌勇 合肥工业大学 

午餐 12:0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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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邀请报告 

A组 

大数据智能决策 

主持人：潘瑞林 安徽工业大学 

海聚A厅 

13:30-14:00 
物联网环境下的游客行程动态规划 

雒兴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4:00-14:30 

Approximation of Inventory Policies for  

One-Warehouse, Multi-Retailer Systems with Demand 

Feature Information  

杨翼 浙江大学 

14:30-15:00 
加密货币市场网络特征分析及投资决策 

房勇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15:00-15:30 

A Choice-based Recommendation Model with Sequential 

Choice Behavior 

薛巍立 东南大学 

15:30-16:00 

Renewabl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a Dynamic Panel Threshold Model with 

Cross-Sectional Dependence 

胡毅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专题邀请报告 

B组 

智慧金融决策 

主持人：陈梦凯 安徽工业大学 

海聚B厅 

13:30-14:00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金融欺诈新特点及应对手段 

李延喜 大连理工大学 

14:00-14:30 
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选择 

朱孟楠 厦门大学 

14:30-15:00 

金融状况与实体经济的动态互动及 

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刘晓星 东南大学 

15:00-15:30 
大额赎回和基金资产抛售决策 

吴文锋 上海交通大学 

15:30-16:00 

中国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被有效测度了吗？—

基于MES 和ΔCoVaR 的回测检验 

欧阳资生 湖南师范大学 

专题邀请报告 

C组 

国内期刊编辑交流 

主持人：汪和平 安徽工业大学 

海涛厅 

13:30-16:00 

杨晓光《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李建平《中国管理科学》/《管理评论》 

熊熊《管理科学学报》 

罗俊《系统管理学报》 

潘尔顺《工业工程与管理》 

陆有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科科学版）》 

茶歇 16: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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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分组报告 

A组 

物流与供应链决策论坛 

主持人：郜振华 安徽工业大学 

海聚A厅 

16:30-16:45 

Reselling or Hosting? Examining Platform's Co-

opetition Strategy with Third-Party Sellers 

Yi fan Dou, Xu hong Wang, Yong bo Xiao 

清华大学 

16:45-17:00 

基于区块链的食品安全监管演化博弈分析 

黄婧雯，李健，董雪璠，李永武 

北京工业大学 

17:00-17:15 

碳税和碳交易减排机制下政、企、联盟三方演化博

弈分析 

耿纪超，计美玉 

安徽理工大学 

17:15-17:30 

考虑零售商公平关切的双渠道绿色 

供应链决策与协调 

刘倩文，邵灵芝 

安徽工业大学 

17:30-17:45 

中央环保督察如何驱动碳减排：基于中央政府、地

方政府和企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张振华，凌丹，杨沁心，冯严超，修静 

兰州大学 

17:45-18:00 

考虑消费者CSR偏好和信息透明度的 

企业决策研究 

杨思琳，朱雪春 

江苏大学 

会议分组报告 

B组 

大数据智能决策论坛 

主持人：吴金南 安徽工业大学 

海聚B厅 

16:30-16:45 

重大突发事件引发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传染演化及

控制研究 

陈庭强，沈嘉贤 

南京工业大学 

16:45-17:00 

“外防输入”防疫总策略下的协同调度与决策 

王付宇，范佳文 

安徽工业大学 

17:00-17:15 

Impacts of Different Local Subsidies on City-Level 

Electric Vehicle Adoption 

Xiang Zhang, Xiao ming Hu 

北京理工大学 

17:15-17:30 

极端事件冲击下的系统性风险传染—基于频域多层

关联网络视角 

欧阳资生，周学伟 

湖南师范大学 

17:30-17:45 

机场广告公司和广告代理公司的竞争 

与合作策略研究 

赵翠，肖勇波，牟建良 

清华大学 

17:45-18:00 

基于 AdaBoost 集成算法和 Black-Litterman 模型

的资产配置 

姚海祥，李晓鑫，房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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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分组报告 

C组 

智慧金融决策论坛 

主持人：李伟军 安徽工业大学 

海涛厅 

16:30-16:45 

付费还是免费?直播电商平台的流量折扣策略 

与主播流量购买策略研究 

廖鸿，肖勇波 

清华大学 

16:45-17:00 

基于量子场理论的我国原油期货远期净持有 

成本率模型研究 

冯玲，方杰 

福州大学 

17:00-17:15 

动态奖惩机制下汽车制造商生产决策 

演化博弈分析 

汪和平，严啸宸，赵丹 

安徽工业大学 

17:15-17:30 

A Novel Ensemble Forecasting Model for Housing 

Price in China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and Big 

Data Analysis 

邵金，洪竞科 

重庆大学 

17:30-17:45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入的理论 

与实证：基于企业风险承担视角的研究 

吴文生，李勇，母崇明 

合肥工业大学 

17:45-18:00 

舆论关注、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基于社交平台信

息交互网络的研究 

郑冠群，张仪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晚餐 18:00-20:00 

理事会年度会议 20:00-21:30 决策科学理事会年度会议  海聚厅 

2022年7月24日 

大会报告III 

主持人：房勇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海政厅  

8:30-9:00 
中国应对危机信贷扶持政策的成效 

杨晓光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09:00-09:30 

“全景式”多源数据视角下的财务欺诈风险分

析方法 

李建平  中国科学院大学 

9:30-10:00 
用户细粒度偏好感知的深度推荐系统 

吴俊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茶歇 10:00-10:20 



13 

大会报告IV 

主持人：王付宇 安徽工业大学 

海政厅  10:20-10:50 
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分析 

李文立  大连理工大学  

10:50-11:20 
复杂性特征驱动的国际油价预测研究 

余乐安 北京化工大学 

闭幕式 

主持人：房勇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海政厅  

11:20-12:00 
1.下一年度承办单位代表致辞 

2.闭幕总结 

中餐 12:00-1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