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运筹学会数学规划分会 
第十四届全国数学优化学术会议暨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 

2023 年 5 月 12-15 日，成都 
 

第一轮通知 
 

 
一、会议宗旨 

为了加强全国数学优化研究者之间的联系，交流优化理论、算法和应用方面

的最新成果，了解数学优化的国际发展动态和研究热点，促进数学优化和工业工

程、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等领域的融通共进，中国运筹学会数学规划分会第十四

届全国数学优化学术会议暨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MOS2023）将于 2023 年 5 月

12-15 日在成都召开。会议由中国运筹学会数学优化分会主办，电子科技大学承

办，四川大学协办。MOS2023 将就数学优化各分支的理论、方法、应用和教学

等进行学术报告与交流，并选举产生中国运筹学会数学优化分会第八届理事会。

欢迎全国数学优化各位同仁踊跃参加会议各项活动。 
 

二、会议主题 
交流最优化理论、算法及其应用的最新成果。议题包括 (但不局限于)：线性

与非线性规划、锥优化、全局优化、变分不等式与互补问题、组合优化、整数规

划、网络优化、博弈论、向量与集值优化、非光滑优化、动态规划、不确定性优

化、金融优化、通信中的优化、管理中的优化、统计中的优化、工程中的优化、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中的优化等。 
 

三、顾问委员会 (按照姓名汉语拼音排序)： 
堵丁柱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 
韩继业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罗智泉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叶荫宇 (美国斯坦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袁亚湘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四、学术委员会 
主 任：修乃华 (北京交通大学)  
委 员：(按照姓名汉语拼音排序)  

白延琴 (上海大学)  
陈光亭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陈小君 (香港理工大学)  
戴彧虹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郭田德 (中国科学院大学)  
孙德锋 (香港理工大学)  
邢文训 (清华大学)  
徐大川 (北京工业大学)  
张国川 (浙江大学)  



张立卫 (大连理工大学) 
五、程序委员会 
主  任：徐大川 (北京工业大学)  
副主任：(按照姓名汉语拼音排序)  

陈小君 (香港理工大学)  
陈旭瑾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范金燕 (上海交通大学)  
黄正海 (天津大学)  
简金宝 (广西民族大学)  
凌  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文再文 (北京大学)  
张立卫 (大连理工大学)  

委  员：(按照姓名汉语拼音排序)  
白延琴 (上海大学)  
陈光亭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陈国庆 (内蒙古大学)  
陈中文 (苏州大学)  
方奇志 (中国海洋大学)  

高岳林 (北方民族大学)  
郭田德 (中国科学院大学)  

韩德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何斯迈 (上海财经大学)  
胡祥培 (浙江大学)  
黄南京 (四川大学)  
蒋建林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孔令臣 (北京交通大学)  
李声杰 (重庆大学)  
刘新为 (河北工业大学)  
鲁习文 (华东理工大学)  
吕锡亮 (武汉大学)  
潘少华 (华南理工大学)  
尚有林 (河南科技大学)  
申培萍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舒  嘉 (东南大学)  
宋  文 (哈尔滨师范大学)  
谈之奕 (浙江大学)  
童小娇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王川龙 (太原师范学院)  
王宜举 (曲阜师范大学)  
邢文训 (清华大学)  
徐凤敏 (西安交通大学)  

徐寅峰 (西安交通大学)  
杨  辉 (贵州大学)  
杨庆之 (南开大学)  



杨晓光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杨晓琪 (香港理工大学)  
杨周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张玉忠 (曲阜师范大学) 
赵克全 (重庆师范大学)  
郑喜印 (云南大学)  
朱文兴 (福州大学)  

朱志斌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六、组织委员会 
主  任：(按照姓名汉语拼音排序) 

陈旭瑾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王宝富 (四川大学) 
徐立伟 (电子科技大学) 

副主任：(按照姓名汉语拼音排序) 
黄南京 (四川大学) 
孔令臣 (北京交通大学) 
吴晨晨 (天津理工大学) 
肖义彬 (电子科技大学) 
张  昭 (浙江师范大学) 

委  员：(按照姓名汉语拼音排序)  
        丁  超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方亚平 (四川大学) 
兰恒友 (四川理工大学) 
李  军 (西华师范大学) 
李雪松 (四川大学) 
李  为 (成都理工大学) 
刘亚锋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孟开文 (西南财经大学) 
闵  超 (西南石油大学) 
王承竟 (西南交通大学) 
夏福全 (四川师范大学) 
徐  岩 (北京科技大学) 
叶德仕 (浙江大学) 
张文星 (电子科技大学) 
张晓军 (电子科技大学) 
张晓伟 (电子科技大学) 
赵欣苑 (北京工业大学) 

秘  书：张文星 (电子科技大学)、郭  科 (西华师范大学)、姚斯晟 (昆明学院) 
李  为 (成都理工大学)、王鸣晖 (西南财经大学) 

会务组：张晓伟、吴增宝、汪  星、王三华、陈  涛、李进东、苟  准、 

康剑豪、褚  旭、徐德轩、张耀嘉、邵湘琨、刘  娟、胡  蓉、 

邵重阳、白思轩、王  畅、季子欣、李俊佐、李红露、刘  妍、 

曹啓超、李艳梅、刘  坤、夏  杰、张潆心、屈小琳、徐  可 



七、会议安排与注意事项  
1. 会议注册：所有参会人员 (无论报告与否) 请务必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前将

参会回执 (附后) 发送至会议组委会 mos202305@uestc.edu.cn。 
2. 专题报告：欢迎数学规划分会的理事和青年学者、国内外数学优化同仁组织

专题报告，每个专题含三个报告，每个报告 30 分钟。 如欲申请组织专题报

告，请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前将组织申请发送至会议电子邮箱：

mos202305@uestc.edu.cn，内容包括：(1) 组织者姓名、单位、职称 (2) 专题

名称 (3) 专题报告的人员姓名、单位、职称、报告题目及摘要。 
3. 自由分组报告：除专题报告外，欢迎数学优化工作者和研究生投稿作自由分

组报告；投稿者请在参会回执中填写报告信息。 
4. 住宿地点：成都金牛宾馆、成都丽湾国际酒店。 
5. 重要日期： 

- 2023 年 3 月 1 日：MOS2023 第二轮通知发布； 
- 2023 年 3 月 20 日：参会回执、专题报告组织申请、自由分组报告摘要提

交截止； 
- 2023 年 5 月 12 日：会议代表报到；第七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 
- 2023 年 5 月 13 日：会员代表大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八届常

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 2023 年 5 月 13 日-15 日：MOS2023 学术会议。 

6. 更多会议详情敬请关注第二轮会议通知。 
 

八、会议联系 
组委会的联系方式和地址： 
通讯地址：电子科技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邮编：611731 
联系人：张文星 
电子邮箱：mos202305@uestc.edu.cn 
手机：18502894765  

 
 
 
 

中国运筹学会数学规划分会 
电子科技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四川大学数学学院 
 
2023 年 2 月 18 日 
 
 
 
 
 
 

 
（附后：MOS2023 参会回执） 
 



中国运筹学会数学规划分会 
第十四届全国数学优化学术会议暨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参会回执 

(请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前发送至：mos202305@uestc.edu.cn) 
姓名    性别   职称   
单位  
Email   手机   
预计行程 2023 年 5 月__日到达、2023 年 5 月__日离开 

酒店住宿：是否合住 (  )是 (  )否 
自由分组

报告题目 
 

作者  

报告所属研究方向 (    )  
1. 线性与非线性规划、2. 锥优化、3. 全局优化、4. 变分不等式与互补问题、5. 组合优化、 
6. 整数规划、7 .网络优化、8. 博弈论、9. 向量与集值优化、10. 非光滑优化、11.动态规划、

12. 不确定性优化、13. 金融优化、14. 通信中的优化、15. 管理中的优化、16. 统计中的优

化、17.工程中的优化、18.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中的优化、19. 其他优化问题与方法 

报告摘要 (限半页，尽量不用或少用数学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