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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高等院校数据挖掘教学创新研讨暨 

“泰迪杯”全国数据挖掘挑战赛颁奖会 
 

为推广高等院校数据挖掘应用创新，增强校企产学研交流合作和信息共享，提升高等院校的教学

和科研创新能力，由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织委员会发起的面向高等院校的数据挖掘应用创新研

讨会暨“泰迪杯”全国数据挖掘挑战赛颁奖会决定于 2016 年 7 月 23 日~24 日在佛山市佛山科学技术

学院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为：1）数据挖掘挑战赛颁奖、赛题评讲及优秀作品展示；2）大数据形势

下高校大数据挖掘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与对策；3）数据挖掘实践教学示范观摩（议程安排详见附件

一）。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人员：高校数学建模、数据挖掘相关教学研究负责人及专家学者；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 

数据挖掘从业人员 

二、会议事项 

1. 征集报告主题：企业数据挖掘应用及创新经验分享；大数据形势下高校大数据挖掘人才培养面 

临的挑战与对策。 

2. 会议地点与时间：会议将在佛山市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乘车路线见附件二）举办。与会代表请 

于 2016 年 7 月 22 日 15：00-20：30 在佛山市凯悦酒店/金城大酒店报到，7 月 23 日举行数据挖

掘竞赛颁奖及赛题评讲；24 日上午大数据形势下高校大数据挖掘人才培养模式经验分享及数据

挖掘实践教学示范点参观，下午企业参观考察。 

3. 住房标准：【凯悦酒店/金城大酒店】169/280 元每间（含早餐）。 

4. 相关费用：收取会务费 600 元，会议安排住宿，费用自理。 

5. 请参会代表填写参会回执（见附件三），于 2016 年 7 月 10 日前通过 E-mail 发送到指定邮箱。 

为避免邮件传递出错，请同时回复给 2 个联系人。 

三、主办、承办及协办单位  

主办：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织委员会  

承办：广州泰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协办：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四、组委会联系方式 

1. “泰迪杯”全国数据挖掘挑战赛组委会 张尚佳：18682289783 

2.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梁燕云：13827725950 

3. 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杨坦：18903011449 

4. 请各校自行确定参会人员，并于 2016 年 7 月 10 日前将报名回执表发送到指定邮箱。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织委员会 
泰迪杯全国数据挖掘挑战赛组委会 

2016 年 5 月 25 日 

http://www.mcm.edu.cn/


附件一：会议议程（暂定） 

 

日期 时间 活动内容 活动主持 地点 

7 

月 

23 

日 

7:30——8:30 签到  
金城大酒店

凯悦酒店 

08：30-08：40 开幕致辞——谢金星 

张颖峰 

 

 

佛山科技学

院数学与大

数据学院 

08：40-09：40 让数学建模成为一件利器——陈叔平 

09：40-10：00 
2016“泰迪杯”全国数据挖掘挑战赛

回顾——郝志峰 

10：00-10：20 数学建模与数据挖掘——冯国灿 

10：20-10：50 颁奖 

10：50-11：00 茶歇、拍照 

杨坦 11：00-11：20 赛题 A 赛题解读——京东代表 

11:20-12:00 赛题 A 评讲——邓明华 

12：00-14：00 午餐及休息  
凯悦酒店或

金城大酒店 

14：00-14：20 赛题 B 赛题解读——孙寿江 

杨坦 

佛山科技学

院数学与大

数据学院 

 

14：20-15：10 赛题 B 评讲——蔡志杰 

15：10-15：30 茶歇 

15：30-15：50 赛题 C 赛题解读——张良均 

15：50-16：40 赛题 C 评讲——韩中庚 

16：40-17：30 自由探讨 

18：00-20：00 晚餐  
凯悦酒店或

金城大酒店 

 

 

 

 

08：30-09：00 
当前数据挖掘教学模式分析及实践教

学经验分享——杨坦 
张颖峰 

 

佛山科技学

院数学与大

数据学院 09：00-09：30 高校产学研结合经验——潘庆年 



7 

月 

24 

日 

09：30-10：00 

与大数据公司联合开展(应用)统计学

专业实训教学的探索与思考——张学

新 

 

10：00-12：00 大数据实践教学示范应用  

佛山科技学

院大数据分

析与应用实

验 

12：00-14：00 午餐及休息   

14:00-16：30 
企业实践教学点广州泰迪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参观 
 

广州科学城

科珠路 232 

号 

 

  



附件二：乘车路线 

金城大酒店 

线路一：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地铁线路：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步行约 100 米到达机场地铁南站坐

地铁 3 号线（坐 3 站），到达嘉禾望岗站*换乘地铁 2 号线（坐 11 站），到达公园前站*换乘地铁

1 号线（坐 8 站），到达西朗站*转乘地铁广佛线（坐 10 站），到达地铁祖庙站下车，A 出口步

行 5 分钟到酒店。 

线路二：从广州南站（高铁、动车）出发地铁线路：广州南站走约 40 米到地铁广州南站 H 出入口

乘坐地铁二号线(坐 12 个站)，到达地铁公园前站转乘地铁一号线(坐 8 个站)，到达地铁西朗站转

乘地铁广佛线(坐 10 个站)，到达佛山祖庙站下车 A 出口步行 5 分钟到酒店。 

线路三：从广州火车站出发地铁线路，广州火车站乘坐地铁二号线(坐 3 个站)，到达地铁公园前站

转乘地铁一号线(坐 8 个站)，到达地铁西朗站转乘地铁广佛线(坐 10 个站)，到达佛山祖庙站下车

A 出口步行 5 分钟到酒店。 

线路四：从广州火车东站出发地铁线路，从广州火车东站走约 20 米到地铁广州东站 G1 出入口乘

地铁一号线(坐 15 个站)，到达地铁西朗站转乘地铁广佛线(坐 10 个站)，到达地铁祖庙站 A 出口步

行 5 分钟到酒店。 

凯悦酒店 

线路一：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地铁线路：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步行约 100 米到达机场地铁南站坐

地铁 3 号线（坐 3 站），到达嘉禾望岗站*换乘地铁 2 号线（坐 11 站），到达公园前站*换乘地铁

1 号线（坐 8 站），到达西朗站转乘地铁广佛线（坐 10 站），到达地铁祖庙站下车，转 101 路，

109 路，134 路，136 路，140 路，143 路，157 路，163 路，166 路，176 路，206 路，211 

路公交到佛山科技学院下车。 

线路二：从广州南站（高铁、动车）出发地铁线路：广州南站走约 40 米到地铁广州南站 H 出入口

乘坐地铁二号线(坐 12 个站)，到达地铁公园前站转乘地铁一号线(坐 8 个站)，到达地铁西朗站转

乘地铁广佛线(坐 10 个站)，到达佛山祖庙站下车，转 101 路，109 路，134 路，136 路，140 路，

143 路，157 路，163 路，166 路，176 路，206 路，211 路公交到佛山科技学院下车。 

线路三：从广州火车站出发地铁线路，广州火车站乘坐地铁二号线(坐 3 个站)，到达地铁公园前站

转乘地铁一号线(坐 8 个站)，到达地铁西朗站转乘地铁广佛线(坐 10 个站)，到达佛山祖庙站下车，

转 101 路，109 路，134 路，136 路，140 路，143 路，157 路，163 路，166 路，176 路，

206 路，211 路公交到佛山科技学院下车。 

线路四：从广州火车东站出发地铁线路，从广州火车东站走约 20 米到地铁广州东站 G1 出入口乘

地铁一号线(坐 15 个站)，到达地铁西朗站转乘地铁广佛线(坐 10 个站)，到达佛山祖庙站下车，转

101 路，109 路，134 路，136 路，140 路，143 路，157 路，163 路，166 路，176 路，206 

路，211 路公交到佛山科技学院下车。



 

附件三：回执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是否 

住宿 
住宿酒店 

单人房或 

双人房 

住宿 

天数 

联系方式 
预计报到时 

间 

预计返程时 

间 

手机 邮箱   

           

           

           

           

 

备注： 

一、如有论文报告，请附上论文题目及摘要。  

二、住房标准：金城大酒店  280 元每间（单人房或双人房，含早餐） 

                        凯悦酒店  169 元每间（单人房，含早餐） 

三、请各校自行确定参会人员，并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前将报名回执表同时发送到下列两个电子邮箱： 

1. 泰迪杯”全国数据挖掘挑战赛组委会  张尚佳，邮箱：zhangshangjia@tipdm.com; 电话：18682289783 

2.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梁燕云，邮箱：kejichu_fsu@163.com；电话：13827725950 

3.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杨坦，邮箱：fling_yang@163.com；电话：18903011449 

mailto:fling_yang@163.com

