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运筹通讯 
2008年第 2期 
（总第 3期） 

 
 

上海市运筹学会编                                         2008年 6月 30日 

 
目    录 

 

  1.  中国运筹学会袁亚湘理事长来沪指导工作和做学术报告       1 

  2.  上海市运筹学会 2008年度学术活动计划                     1 

  3.  上海市运筹学换届筹备领导小组                           2 

  4.  上海市运筹学会换届筹备工作计划                         3 

  5.  张连生理事长对这次换届的寄语                           4 

  6.  会员登记情况                                           5 

  7.  金融证券专业委员会 2008年学术活动                       5 

  8.  上海市运筹学会组合优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曁学术报告会   6 

  9.  举办“2008上海市研究生暑期学校（图论与算法）”的通知      7 

  10.  上海市运筹学会新网站即将开通                          9 



中国运筹学会袁亚湘理事长来沪指导工作和

做学术报告 
孙小玲 

应复旦大学等单位的邀请，袁亚湘教授于 2008年 6日-10日来上海
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 

6月 7日下午，袁教授首先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作了题为“Distance 
Geometry Problem for Protein Modeling via Geometric Buildup ”的学术报
告，会后和与会师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参加下午学术报告的主

要有管理科学系的教师和研究生，也有部分复旦本科生和外校青年教师。 
6 月 8 日上午，应梁治安教授的邀请，袁亚湘教授到上海财经大学

应用数学系进行访问和学术报告。6 月 8 日下午，袁教授受洪家兴院士
的邀请，到复旦大学数学系作了题为“Trust region algorithms for image 
reconstruction”的学术报告，复旦大学计算数学学科的程晋教授，薛军
工教授等参加了报告和讨论。6 月 9 日下午袁教授应鲁习文教授之邀到
华东理工大学作学术报告。 
 
附：袁亚湘教授简历： 

袁亚湘教授 1986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为
最优化理论与算法, 现任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运筹学会理事长、中国工业与应用数

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SIAM  J. Optim.》等多种国内外杂志编
委。袁亚湘教授曾任科学与工程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科院计算

数学所所长，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职。曾获奖项包括：

首届青年国际数值分析奖(L. Fox)奖二等奖（1985），首届“冯康科学计算
奖”（1995），第三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1996），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1996），“中国十大杰出青年”（1998），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06）。 
 

上海市运筹学会 2008 年度学术活动计划 
上海市运筹学会是我市运筹学工作者进行学术研究、教学交流、应

用推广、普及运筹学知识的一个学术性群众团体，为了实现学会的这一

宗旨，充分发挥学会的平台作用，学会今年计划安排、组织如下学术活

动： 
1．2008年 4月 6日-10日，邀请中国运筹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

数学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袁亚湘研究员来上海做系列学术报告。 
承办单位：复旦大学、华东理工大学。责任人：徐以汎、孙小玲、

鲁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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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8 年 4 月 26 日-30 日，请上海交通大学杨朝军教授做金融运
筹学专题讲座，主讲中国证券市场流动性原创模型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

色的数量模型。 
承办单位：金融运筹学专业委员会。责任人：赵小平。 

3．2008年 7月 5日-23日，举办全国图论与算法暑期学校， 
承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责任人：束金龙。 
4．2008年 7月 17日下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上海市运筹学会

组合优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术报告会”。 
承办单位和责任人：华东师范大学束金龙教授和第二工业大学张峰

教授。 

5、2008 年 7 月 19 日-23 日，由中国图论与组合数学专业委员会主
办，华东师范大学承办，同济大学协办，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第三届

全国组合数学与图论大会”。届时将会有来自国内从事组合优化和图论专

业研究的学者以及来自海外的华人学者 500 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网站：
http://math.ecnu.edu.cn/~cgt3。  

承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责任人：束金龙。 
6．2008年 7-8月邀请美国 Georgia州立大学陈冠涛教授访问上海并

做系列学术报告。 
承办单位：华东理工大学。责任人：鲁习文。 

7．2008年 12月份，举办网络经济国际研讨会。 
承办单位：复旦大学管理 汎学院。责任人：徐以 。 

8．2008年 11月份举办上海市运筹学学术年会。 
承办单位：待定 

9．充分利用校企合作的优势，通过对相关企业进行针对性的调研，
了解当前运输与物流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调研的基础上，于今年下半

年召开物流学术论坛和报告会。 
承办单位：上海市运筹学会运输与物流专业委员会。责任人：强志

雄。 

10．2008年下半年邀请浙江大学张国川教授来上海为上海运筹学会
工作者做学术报告。 

承办单位：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大学。责任人：鲁习文、康丽英。 

上海市运筹学会 
2008年 4月 1日 

 

上海运筹学会换届筹备领导小组 

组  长：鲁习文，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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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张连生，上海大学，教授，博导 

成  员：唐国春，上海市第二工业大学，教授，博导 

濮定国，同济大学，教授，博导 

强志雄，东方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小平，上海证交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以汎，复旦大学，教授，博导 

朱德通，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束金龙，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周国樑，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施煜敏，上海精裕捷星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市运筹学会 

2008.3.28 
 

上海市运筹学会换届筹备工作计划 

上海市运筹学会第一届理事会自 2004年成立至今近四年，我们

计划在 2008年 11月前完成理事会的换届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1．三月份成立换届筹备领导小组。 

2．四月一日召开筹备领导小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及确定学会事理

会换届工作安排。 

3．今年 5月份完成学会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 

4．今年 7月份召开换届筹备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完成理事侯

选人的推荐工作和酝酿学会班子组成人员。 

5．今年 8月份完成推荐会员代表等换届的各项主要工作。 

6．今年 10 月份在全国运筹学会代表大会期间，召开换届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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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确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的时间、地点等。 

7．今年 11 月中旬召开上海市运筹学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

学术年会，完成上海市运筹学会理事会换届工作，召开新一届理事

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理事及常务理事、理事长、

副理事长、秘书长等。 

8．在学会理事会换届工作结束后，在今年 11 月下旬向上海市

科协上报所有有关材料。 

上海市运筹学会换届筹备小组 

2008.4.6 

 

张连生理事长对这次换届的寄语 

上海市运筹学会将于 2008年十一月中旬换届。首届上海市运筹学会

在全体会员和理事的共同努力下，做了许多有益于上海市运筹学发展的

工作。多次举办和参加了国内外学术交流和运筹学应用交流会议，活跃

了上海市运筹学学术研究和应用氛围。2007年先后成立了金融证券专业

委员会，运输和物流专业委员会，数学规划专业委员会，今年还将成立

组合和排序专业委员会。金融证券专业委员会提出了二十个有关金融证

券中有待解决的问题，进行招标解答，还出版了《金融运筹学通讯》，极

大地活跃了运筹学在金融证券中的应用研究。运输和物流专业委员会亦

将定期举办沙龙，探讨运输、物流中的课题。相信这些活动将对运筹学

的应用研究起到十分有意义的作用，并为校企合作构建了很好的平台。 

长期来，上海市运筹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十分活跃，得到了国内外

同行的认可，是中国运筹学的重要基地之一。上海市运筹学会就是在这

个良好基础上成立的。上海市运筹学会成立时，就特别强调运筹学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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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结合应用实际，不能像搞纯数学那样搞运筹学，聘任了应用部门，管

理部门作为理事、副理事长和顾问，为上海市运筹学发展奠定了很好的

基础。 

在理事会换届之际，我希望新一届理事会一定要坚持理论和应用结

合，没有好的理论，不会有好的应用，不搞应用研究，运筹学的研究就

会成为无源之泉。此外，运筹学会应为上海市运筹学的人才培养，学科

建设做出更好的贡献。切忌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克服浮夸、浮躁心理，

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在原有基础上，更上一个台阶！ 

 

会员登记情况 
2008年 5月，上海市运筹学会进行了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登记会

员已从三年多前学会成立时的 276人发展到 827人，尤其是来自企业界
的会员从原来的寥寥数人发展到了 250 余人。这说明在全体会员和理事
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市运筹学会的组织和推广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上

海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有适合运筹学发展的广阔土壤，也有数量

众多的从事与运筹学有关的实际工作和研究的人员，希望我们的会员能

继续积极参与学会的组织和推广工作，参与学会的活动，为运筹学在上

海的发展做出贡献。                       （刘朝晖供稿） 

 

金融证券专业委员会 2008年学术活动 
 上海市运筹学会金融证券专业委员会主任  赵小平 

上海市运筹学会金融证券专业委员会自2007年 5月 12日成立以来，

全力推进学术研究与证券实践相结合，先后完成 7 个课题，内容涉及证

券行业的股票市场、指标分析、股指期货定价理论、上市公司评价体系

等领域，具有很强的实践背景及市场意义，同时召开专家委员评审会议、

专场主题报告会议 4 次，编辑出版《金融运筹学通讯》四期，初步形成

产、学、研平台，将理论研究、市场实践、信息服务有效融为一体。 

2008年上海市运筹学会金融证券专业委员会组织多家信息服务领域

的会员单位，多次召开市场前沿课题培训交流，共同创建运筹学在金融

证券行业的应用交流平台。目前，学会已举办了两次关于中国证券市场

流动性分析的培训及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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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6—27 日，由学会主办，会员单位杭州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

份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国证券市场流动性研究与金融数据挖掘”培训在

美丽的西子湖畔召开，学会专家委员会专家，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

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证券金融研究所所长――杨朝军博士，

和证券金融研究所副教授——沈思玮博士分别做了《中国证券市场流动

性研究微观基础》、《中国指令驱动市场的指令薄模型》报告。参加本次

会议的有会员单位大智慧、金融界等国内知名信息商，也有彭博等世界

知名信息商共 10 余家。 

继 4 月的流动性培训后，会员单位充分意识到证券市场流动性理论

研究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为更有针对性的提高会员市场研究水平，学会

于 5月 23—24 日主办了“证券市场流动性实证分析与软件测评指标”高

级研讨会，此次会议由会员单位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及时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承办。学会专家委员会专家，来自上海

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和金融实验室的负责人刘逖博士，给会员作了《流

动性、风险管理及相关问题》的报告，会员单位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

司战略研究部、动态信息事业部，以及静态信息事业部的同志，分别介

绍了信息服务商测评体系、FAST 协议、软件反盗版技术、数据安全保护

等各自领域的研究成果。参与此次高级研讨会的会员信息服务商共有 9

家，各会员对学会主办的会议表示高度认同，并当场与学会签署了

《Level-2 软件测评协议》，这些会员单位分别是：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智慧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浩鸿明凯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财富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益盟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上海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财富趋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胜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值此上海市运筹学会换届之际，金融证券专业委员会将一如既往支

持学会发展，并积极开展工作。当今金融证券行业，如何保护具有中国

证券市场特色的各类信息服务的知识产权，保护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品牌

已越显重要，本专业委员会今年的工作重点将努力探索建立与市场制度

相匹配的自律规范体系，致力引领会员走一条自我创新、发展的道路，

促成中国金融证券信息服务产业链的可持久健康的发展。 

 

上海市运筹学会组合优化专业委员会 

成立大会曁学术报告会 
为了更方便上海市从事组合优化理论研究和在各行各业应用组合优

化理论于实践的工作者交流，在上海市运筹学会的统一领导下、在全体

理事和各专业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工作，上海市运

筹学会组合优化专业委员会将于 2008年 7月 17日举行成立大会。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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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将邀请中国运筹学会数学规划分会副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系统

工程与工程管理系系主任李端教授，上海市运筹学会金融证券专业委员

会主任、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小平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数

学系吕长虹博士作学术报告。我们真诚希望上海市从事组合优化理论研

究和应用实践的同仁们踊跃参加本次会议。 
会议时间：2008年 7月 17日下午 1:00-5:00 
会议地点：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504会议室 
（交通：中山北路 3663 号；内环金沙江路匝道下；轨道交通 3，4

号线，金沙江路下；轨道交通 2号线中山公园下，换 765或 67到华东师
范大学站下） 

联系人：姚奕荣博士，13801888828，yryao@staff.shu.edu.cn
刘瑞芳博士，13564883914，lruifang@yahoo.com.cn 

会议回执（请在 2008年 7月 10日前回复姚奕荣） 

序号 姓名/职称 单位 电话 E-mail地址 

1     

2     
上海市运筹学会组合优化专业委员会筹备组 

2008年 6月 15日 
 

关于举办“2008 上海市研究生暑期学校 

（图论与算法）”的通知 
为进一步激发研究生的创新热情，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充分利用国内外优

质教学资源，促进上海市各高校研究生全方位、多视角的交流，达到开阔视野、启

迪智慧、提高创新能力的目的，在上海市学位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由华东师范大

学数学系承办 2008上海市研究生“图论与算法”暑期学校。2008上海市研究生暑期
学校（图论与算法）是上海市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以“加强基础、促进交流、开

拓视野、培养青年科研后备人才、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为宗旨，聘请国内外学术

水平高、教育经验丰富的知名专家、学者担任主讲教师。讲授若干基础课程，介绍

学科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培养青年教师及研究生的创新意识，促

进校际交流与合作，提高青年科研工作者的综合素质。本次暑期学校，自 2008年 7
月 5日开始至 7月 23日结束，7月 4日报到，7月 5日开幕，7月 23日下午结束。
学员结束时进行考核，考核合格者颁发相应证书，学员所在单位据此认可学分（一

般 2-4个学分）。  
 
讲授专家： 
主讲教师为国内外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包括美

国德科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计算机系堵丁柱教授(Advances in Analysis and Desig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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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ximation Algorithms)、美国西佛吉尼亚大学张存铨教授(Integer Flows and Cycle 
Covers of Graphs)，还有其他有关专家（包括范更华、雷吉仕、邵嘉裕、高志诚、周
青、殷剑兴、康丽英、李雨生、吕长虹、任韩、束金龙、张晓东、赖虹建等）作讲

座。 
 
招生对象及规模： 
本次暑期学校主要面向上海市高校及研究单位中具有一定图论及组合数学基础

的硕士生、博士生、青年教师，同时也邀请全国其他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者和年轻

学生参加。招收正式学员 100名。学员由所在单位推荐、上海市研究生暑期学校（图
论与算法）学术委员会资格审核及录取。  
 
学员待遇安排： 
本次暑期学校将为正式学员提供免费住宿及教材、讲义等学习资料，并每天提

供十元的伙食补贴。  
 
报名时间和方式： 
本次暑期学校报名截止时间为 2008年 5月 20日。正式录取名单将于 2008年 6

月 10 日在网站公布，同时发电子邮件通知。请将报名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 
workshop@math.ecnu.edu.cn，附件请用您的学校或单位加名字命名。欢迎广大研究
生报名参加“2008上海市研究生暑期学校(图论与算法)”！ 
 
2008上海市研究生暑期学校(图论与算法)学术委员会： 
顾问：陈永川（南开大学组合数学中心） 
      范更华（福州大学离散数学与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 
主任：邵嘉裕 （同济大学） 
成员：康丽英（上海大学） 
      李雨生（同济大学） 
      吕长虹（华东师范大学） 
      任 韩 （华东师范大学）  
      邵嘉裕 （同济大学） 
      束金龙（华东师范大学） 
      张晓东（上海交通大学）  
 
执行委员会： 
主任：束金龙 
成员：陈月兰 
      杜若霞 
      郭军伟 
      任 韩 
      吕长虹 
      束金龙 
      王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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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介绍： 
主讲人:堵丁柱  
Advances in Analysis and Design of Approximation Algorithms 
(1) Virtual Bachbone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connected dominating set in unit disk graph 
(2) Double Partition: (6+\varepsilon)-approximation  
for minimum weight dominating set in unit disk graph 
(3) Analysis of Greedy Approximation with Nonpotential Functions: 
minimum connected dominating set in graphs and hypergraphs 
(4) Spider Decomposition: the minimum strongly-connected dominating  
set in directed graphs 
 
主讲人:张存铨 
Integer Flows and Cycle Covers of Graphs 

The course is concerned primarily with the following classical problems in graph 
theory: the 5-flow conjecture, the 4-flow conjecture, the edge-3 coloring conjecture, the 
3-flow conjecture, the cycle double cover conjecture.  
 
上海市研究生暑期学校（图论与算法)网址： 
http://math.ecnu.edu.cn/academia/gta/2008gta.htm 

束金龙提供 
 

上海市运筹学会新网站即将开通 
随着上海运筹学会的不断发展，会员队伍日趋壮大，下属专业委员会也得到蓬

勃发展，继去年新成立了金融专业委员会和运输与物流专业委员会之后，7月马上要
迎来组合优化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为了方便学会会员的交流，加强学会的平台

作用，增进各专业委员会的合作，上海市运筹学会运输与物流专业委员会受张连生

理事长委托，对原有学会网站进行了重新设计。 
网站在保留原有基本信息的同时，新增“专业委员会”，“学术研究”和“学会

相册”板块。旨在给各位会员和专业委员会提供自我介绍，发布信息，交流研究成

果和展示风采的空间。目前网站框架基本搭建完成，处于数据整理和录入的阶段，

效果 demo版请暂时登陆 
http://demo.3wfocus.com/shorsc ， 正 式 启 用 时 将 使 用 全 新 的 独 立 域 名 ：
www.shorsc.org.cn (Shanghai Operation Research Society of China)。 

希望各会员单位和专业委员会能积极提供介绍材料，文章，图片等，充分利用

好这个展示自己，促进交流的平台。也请对网站建设提出您宝贵的建议和意见。 
联系人：任易颖(先生)  13916894801 
021-50461666-213, frogee_ren@hotmail.com, ken_ren@julink.com

 
上报：中国运筹学会，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上海市科技协会 
电子版发：上海市运筹学理事 
由各理事单位印发给本单位会员 
编辑联系人：唐国春，E-mail：<gctang@sspu.cn>和<gtang@sh1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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