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四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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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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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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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2020）、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2021）成功举办，历年学术报告都涌现出大量富有创意的优秀研究成

果，拓展了参会学者的学术视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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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十四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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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2 月 17 日-18 日在桂林漓江大瀑布饭店举行，大会由中国运筹学会行为运筹

与管理分会、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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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通知为会议第二轮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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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等具体信息将在 2022 年 12 月初发布（第三轮通知）。 

一、会议组织单位 

中国运筹学会行为运筹与管理分会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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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娅（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共同主席(Co-Chairs)：Haitao Cui (崔海涛，University of Minnesota)，张发明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三、 特邀主题报告嘉宾 （Keynote Speakers） 

● Croson, Rachel, Professor of experimental and behavioral economics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Provos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Carolyn Shaw Bell Award from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7), AAAS Fellow (class of 2021), McKnight 
Endowed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Dahr, Ravi, George Rogers Clark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 
Director of the Yale Center for Customer Insights. Distinguished Scientific 
Contribution Award of the Society for Consumer Psychology, Distinguished Alumnus 
Award from the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Alumni 
Association Teaching Award. 

● Leider, Stephen, Professor of Technology and Operations, Jack D. Sparks-
Whirlpool Corporation Research Profess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Charness, Gary, Professor of Experimental and Behavioral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  Endowed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四 、组织委员会(Organizing Committee)： 
主席 
周  娅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赵晓波       清华大学 
共同主席 
崔海涛       明尼苏达大学 
张发明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成员 
张金顺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袁胜军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刘枚莲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姜  海       清华大学 
冯天俊       复旦大学 
何龙飞       天津大学 
李  娟       南京大学 



彭润华       广西师范大学 
李  雷       桂林理工大学 
侯治平       桂林理工大学 
李  梅       南宁师范大学 
庞湘萍       南宁学院 
刘平山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肖吉军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五、学术委员会 

会议的学术委员会由中国运筹学会行为运筹与管理分会的顾问委员会成员

和全体理事成员组成。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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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会议重要时间 

1. 论文摘要、全文投稿截止日期：2022 年 11 月 20 日 
2. 会议报到时间：2022 年 12 月 16 日 
3. 大会日期：2022 年 12 月 17 日 

 

八、会议报名与缴费 

（一）报名： 
为便于统计参会人数，请务必报名注册后再进行缴费。报名链接 https://h5-

plus.eqxiu.com/s/MYiOnzEO?bt=yxy&interactive=1&share_level=1&from_user
=20221026abf9e7d3&from_id=79856202-3&share_time=1667407097729 或报名

二维码（见下图），发票抬头和邮箱地址请务必填写准确，会务费发票为电子发

票，12 月 10 日前缴费的，会议结束前将发送至对应邮箱，12 月 10 日后缴费的，

会议结束后将发送至对应邮箱。 

https://h5-plus.eqxiu.com/s/MYiOnzEO?bt=yxy&interactive=1&share_level=1&from_user=20221026abf9e7d3&from_id=79856202-3&share_time=1667407097729
https://h5-plus.eqxiu.com/s/MYiOnzEO?bt=yxy&interactive=1&share_level=1&from_user=20221026abf9e7d3&from_id=79856202-3&share_time=1667407097729
https://h5-plus.eqxiu.com/s/MYiOnzEO?bt=yxy&interactive=1&share_level=1&from_user=20221026abf9e7d3&from_id=79856202-3&share_time=1667407097729


 
报名二维码 

（二）缴费： 
1. 缴费标准 

本次会议对参会者收取会务费 (含资料费)，交通费、食宿费自理。教师 1400
元/人，研究生 1000 元/人。2022 年 11 月 27 日之前注册缴费，享受早鸟价，教

师 1200 元/人，研究生 800 元/人；缴费凭证发送至 1635087548@qq.com，有财

务方面问题咨询请联系张老师，电话：18813127607。 
2. 缴费方式(两种)： 

（1）在线缴费，在不同缴费时间段，用微信或支付宝扫描对应会务费二维

码，填写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信息即可缴费。 

            

开通时间：                          开通时间： 
11 月 3 日-11 月 27 日                  11 月 28 日-12 月 18 日 

 
（2）银行转账    
  户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账号：2103215209249017694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桂林分行屏风支行 

（会务费缴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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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1635087548@qq.com


和 POS 机缴费。有特别要求的参会代表请提前与会务组联系）。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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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将从参评的优秀论文（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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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1
月 1 日后生)。 

十、酒店信息 
1.桂林漓江大瀑布酒店（房间数量有限，会务组代为预订），地址：桂林市

杉湖北路 1 号；电话：（0773）2822881。房型价格与数量：标准大床房（350 元

/天，含双早）、高级大床房（380 元/天，含双早）。 
2.杉湖大酒店（会务组代为预订），地址：桂林中山中路 24 号，电话：（0773）

2890000。各房型价格与数量：标准房（268 元/天，含双早）、高级大床房（288
元/天，含双早）。 

十一、会议联系方式 

1.论文摘要、全文投稿邮箱：bom2022@guet.edu.cn 
2.会务秘书： 

冯春燕   13737748720   fcy82022@163.com 

                  张学翠   18813127607   1635087548@qq.com 

唐  仪   13978300822   395223965@qq.com 

曾朝蓉   15295873598   7899156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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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枚莲教授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mlliu@guet.edu.cn 

4.联系地址：桂林市七星区金鸡路 1 号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邮编：

541004 

我们真诚地邀请您，期盼并欢迎您的到来!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2022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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